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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在海南

光影风尚慈善之夜三亚举办

明星为爱而聚
助力慈善事业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尤梦瑜）因爱而
动，因爱而行。12月7日晚，由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组委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海南省委宣
传部、海南省扶贫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因爱·
而为”第二届海南岛光影风尚慈善之夜活动在三
亚举行。

慈善之夜作为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核心
单元内容之一，围绕着“精准扶贫项目”主题版块，
践行展开“慈善扶贫投资与捐助行动”。

世界因爱而美，演艺人士通过自身形象和影
响力号召爱心人士，将爱心送到偏远的山区。晚
会上，在爱心小天使的引领下主持人邀请众明星
上台开启星光爱心包裹行动捐赠给山区儿童。《父
子拳王》剧组主演于荣光等演员上台互动，为星光
爱心包裹行动加油助力。

在爱心捐赠环节，企业向星光爱心包裹项目
捐款，中国扶贫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接收支票，将转
赠给山区需要帮助的儿童。与此同时，主办方还
向献出爱心的企业个人授予爱心大使称号并颁发
证书。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梁君穷 实习生符巧
飞）12月7日，全民狂欢影业在三亚举行记者发布会，
宣布由全民狂欢影业、西虹市影业和开心麻花影业共
同投资出品的电影《全民狂欢》正式启动，电影暂时定
档2021年春节上映。该片导演闫非、彭大魔，主演沈
腾亮相现场，这也是三人继《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
富》之后的第三次合作。知名导演、演员吴京也来到
现场见证该电影的启动。

当天的记者发布会上，全民狂欢影业正式揭牌，该
公司将由沈腾担任艺术总监。发布会还宣布《全民狂
欢》电影项目和4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项目将同步启
动。此外，全民狂欢影业还将打造一条影视主题商业
街区，将影视文化与商业地产项目相融合。

《全民狂欢》电视连续剧将由著名导演尤小刚执
导。编剧谈锐在谈到该项目进展时说：“现在这个剧
本在创作中，我们的编剧团队前前后后来了海南很多
回走访、采访，目前还是前期工作，但是创作已经开
始。”

发布会最后一个环节是T计划发布会，该计划
由企鹅影视与全民狂欢影业共同发起。该计划希望
用院线电影的制作标准去创作网络电影，推动网络
电影品质升级。两家公司将携手在三年内投资拍摄
10部高品质自制电影，涵盖喜剧、动作、悬疑等各题
材类型，以创新的形式面向市场，探索多元化的营收
途径。

企鹅影视与全民狂欢影业将共同发动项目及剧本
征集，为广大年轻编剧、导演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首
部作品《虎父雄兵》也在现场曝光。

在第二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活动
现场，身穿统一服
装的志愿者成为了
一道特别的风景
线。他们从世界各
地汇聚于三亚，成
为了传递电影魅
力、展现海南城市
形象的使者，助力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打造成为国际性、
专业性、大众性兼
具的“永不落幕的
电影节”。

文明志愿者 靓丽风景线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徐晗溪）12月7日下午，第二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大师嘉年华迎来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清。本次亮相，黑
泽清带了新作《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本届电影节还展映了黑
泽清另外三部经典作品，既有展望末世归宿的《东京奏鸣曲》，也有
驾驭惊悚氛围的《暗房秘密》，亦有写意探讨生命的《岸边之旅》。

12月7日上午，黑泽清的新作《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在
三亚市1+X红树林影城与影迷见面，这是该影片在中国内地的
首映。展映结束后，黑泽清现身与影迷交流台前幕后的拍摄故
事。黑泽清坦承，历史上的帖木儿帝国一直令他十分着迷，《旅途
的结束，世界的开始》是一部在古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与他欣赏
的演职人员一起制作的个人化的作品。

黑泽清坦言，一般来说，他往往是因为有制片人找他、给他一部
剧本，他才会开始拍摄一部影片。但《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的
拍摄契机却比较特殊，是一位朋友给他看一个新闻报道，问他有没
有兴趣做成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一个黑泽清
几乎毫无了解的地方。这恰恰让他觉得，一个日本人在陌生国度发
生的故事会非常有趣。

该片讲述了由前田敦子饰演的女主角怀着舞台歌手梦在乌兹
别克斯坦的各种邂逅进而成长的故事。

《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影经济公司
乌兹别克诺与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的全面合作下拍摄而成，获得了
史无前例的拍摄条件，使得影片得以在拥有1400个座位的纳沃伊剧
院、中亚最大市场乔苏集市的后街、撒马尔罕，以及艾达尔湖的偏远
海岸取景，最终成就了电影的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自2019年6月14日在日本成功上映后，
也被选为第72届洛迦诺电影节的展映，成功吸引了8000余位观
众。有影评家认为，《旅途的结束，世界的开始》为海南岛区域影
视与景区的联动发展做了有效示范。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李艳
玫）12月7日，作为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核心单元内容之一，从影像
到影响——电影与时尚融合发展论
坛在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将电影与时尚深度跨界融合。

电影与时尚紧密结合，每一部电
影都有独特的时尚风格和时尚元素，
借助服装展现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让观众更深入理解电影。借助此次
论坛，电影界与时尚界代表人物在同
一平台围绕“电影艺术对时尚发展影
响”“电影里的时尚美学”“电影与时
尚的未来”等一系列主题展开多维

度、多角度的讨论和演讲。
“中国电影产业和中国时尚产业

在各自的领域积极开拓创新，并不时
会产生交叉合作。电影离不开服饰设
计，同时有影响力的影片也对流行时
尚产生一定的影响。近百年来，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下时尚服饰品牌
明星代言已蔚然成风，为我国时尚产
业自主品牌在国内外消费者中的推广
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互联网电商中
流量明星带货现象正引人注目，尤其
是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
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表示。

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会
长高德康清楚记得1984年上映的电
影《街上流行的红裙子》给时尚圈带
来的影响力。“可以说这部电影见证
了中国电影与时尚的第一次融合，中
国服饰开启了个性、多元的时尚时
代。”高德康说，电影与时尚，像苏绣
双面绣的两面，一面反映生活、表达
梦想、彰显个性，一面为大众美好生
活创造价值。

艾尼奥·卡帕萨是意大利知名时
装设计师，他表示：“我在做设计时常
常会去看一些电影，电影是服装设计
的灵感源泉之一。”

“对于我而言，服装设计跟自己
饰演的角色是一衣带水的关系，不同
的服装设计能够塑造出不同的人物
角色。”青年女演员赖雨濛说。

“《星球大战》从1977年第一部到
2019年第十部，30年出了10部电影，
票房是64.9亿美金，但是它的衍生品
销售额已经达到了320亿美金。”中国
电影衍生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杰列举
了一系列电影与时尚融合发展的例
子，他表示电影是一个综合的时尚
艺术，艺术，流行音乐、流行服装、流
行时尚、流行日用品等都在电影里
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业内大咖纵论如何扩大影像影响力

将电影与时尚深度跨界融合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经过多年的发展，女性电影在题材、内容上
愈加丰富，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更加犀利，有时我
会感到疑惑，什么样的电影是女性电影，选择以女
性为第一视角的电影就能称之为女性电影吗？”
12月6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之一，“她”电影——女性电影论坛举行，此次论坛
主持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顾问、知名出版人、导
演文隽首先抛出问题，论坛的大幕由此拉开。

活动现场，金依萌、陈洁、饶雪漫、张英群等电
影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投资人等齐聚一堂，
聚焦女性题材电影发展，并结合自身经历，通过对
女性影像作品的观察与剖析，从创作、规则、市场
等多个层面，对女性电影的过去与现在、规则与守
则、发展与革新展开了深度对话。

何为女性电影？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作为当代电影理论的一个

流派，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是指关注女性生活
的、具有女性视角的电影作品。近年来，不少以女
性电影为卖点的影片进入到观众的视野，并收获
关注。

什么是女性电影？知名导演、编剧金依萌认
为，女性电影一定是从女性的视角创作的，展现了
女性的价值观、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体现了女性
敏感而强大的内心世界，呈现女性的独立精神。

近年来，女性电影正在“温柔”地渗透着电影行
业。与会嘉宾认为，女性电影需要立足于女性的情
感表达和生存状态，不需要女性像超人一样无所不
能，但要真实呈现女性的独立精神。

在光与影的盛宴中，女性题材电影以其独特
的视角，呈现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文隽看来，
成功的女性题材影片，自由意识、独立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表达内容，“我们能从中看到乐观、坚强等
不同的女性形象。”

从《人·鬼·情》到《香魂女》，从《秋菊打官司》
到《找到你》，华语影坛女性电影一路的发展也见
证着女性社会责任和独立精神的成长变迁。

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
多的女性参与到影视工作中来，也催发了女性题
材电影的成长。“女性电影和女性社会地位有很大
的关系。”金依萌透露，自己正在制作一部女性英
雄题材的电影，已经进行了快6年了，目前正在后
期阶段，争取在明年完成。金依萌希望这部电影
可以打造一个新的女性英雄主义形象。

创作出《找到你》这部好口碑的女性电影佳
作，壹心娱乐创始合伙人、制片人陈洁分析，纵观
当前的电影市场的观众结构，女性占据一定优势，
女性题材电影具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

如何才能创作出一部优秀的女性电影？
“女性电影应该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电影

中还应表现出女性的生存状态、感情世界及其成
长历程，主角女性的价值观可以有脆弱的一面，但
其内心世界应该是非常强大的。”金依萌说。

从作家到编剧，饶雪漫以其火热的作品《左
耳》《大约在冬季》为例，畅谈女性电影作品创作的
历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观众、市场认可，饶雪
漫开始感受到电影的魅力。“我已经写了60多本
书，我的创作高峰期已经过去了。”饶雪漫坦言，未
来自己对新的电影创作还需要再谨慎，可能会改编
一些以前的小说拍成电影，“我要对读者负责，对电
影负责。”

（本报三亚12月7日电）

“她”电影——女性电影论坛举行

女性电影要真实呈现
女性的独立精神

扫码看“她”电影——女性电影
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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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7日电（记者徐晗溪）一部《喊·山》让青年导
演杨子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单元中荣获“最具商业
潜力奖”，并因此入选戛纳电影节市场中国新影人基金论坛，还被
第20届釜山国际电影节选为闭幕影片。

这是杨子第二次参加海南岛国际电影节。12月6日，杨子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他非
常开心能与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一起成长，希望更多的青年导演可
以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被世界看到。

电影《喊·山》被媒体评为中国版的《狗镇》，在豆瓣电影上
有7.9的评分，这对青年导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杨子
坦言，《喊·山》是他“无心插柳柳成荫”，2008年，刚毕业的他
初尝试导演职业却面临质疑与压力，一次偶然机会读到山西
女作家葛水平的小说作品《喊山》，备受感动，当即就创作了同
名剧本。

杨子创作的《喊·山》电影剧本以山乡罪案作类型片叙事打
底，主人公是一个从小被拐卖的姑娘，通过对她内心深处的精神
世界的描写，带出强烈的悲剧性，使得故事并不局限于事件本
身，展现了主人公的命运哀歌，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

写完之后，杨子就把剧本放在一旁，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直
到2014年参加北京电影节，杨子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给了北
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单元，没想到大受好评。这次认可像一
束光照亮了杨子的
导演之路，“电影节
对青年导演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发声
平台，很开心我们
如今又有了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

青年导演杨子：

电影节给青年导演
更多发声机会

扫码看杨子：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给青年
导演更多发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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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清畅谈创作经验

影视可与景区
良性联动发展

电影与时尚
融合发展论坛

女性电影论坛
⬅ 12月7日，在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电影展映影院，志愿者正在
为嘉宾提供带领、咨询及翻译服务。

沈腾新作三亚启动

《全民狂欢》暂定
2021年春节上映

⬆ 12月5日，视障人士在志愿
者的协助下走进影院，欣赏无障碍电
影《建国大业》。

文/本报记者 李艳玫
图/本报记者 武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