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佳影片奖：《气球》
最佳编剧奖：《一个父亲的寻肝之路》
最佳技术奖：《白蛇传·情》
最佳儿童片奖：《1982》

“金椰奖”
奖项及片名

最佳纪录片奖：《关于爱》
最佳短片奖：《万物具形》
评委会大奖：《大火将至》
特别奖：《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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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展映

电影节动画电影论坛举行

业内大咖畅谈
创作初心与创新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不同类
型、不同风格的动画电影，创作者是如何通过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新突破，让动画电影成为其“想
象力漫游”的载体？12月7日，作为第二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系列论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画
电影论坛在三亚湾红树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多
位国内外知名动画电影人、创作者齐聚三亚，从不
同层面、不同维度讨论动画电影的多元化创作与
创新。

本次论坛以“动画电影创作的初心与创新”
为主题，围绕原创动画及改编动画的开发等内容
展开交流探讨。

“我们团队做三维动画电影已经十几年了，
也见证着国产动画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不少观
众对国产的动画电影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偏见。”
《哪吒之魔童降世》制片人、可可豆动画总裁刘文
章说，他们想要创作出一部能够打破这种成见的
作品，而“哪吒”的人物性格特点与其团队的创作
初心不谋而合。

《哪吒之魔童降世》无疑是今年中国电影市
场中的一匹黑马，这部拥有颠覆性哪吒形象的动
画电影，在上映之后便打破了多个票房纪录，最
终以超过49亿元的票房成绩在中国电影总票房
排行榜上位列第二。

谈及《哪吒之魔童降世》取得的成绩，刘文章
用“死磕”来总结。“动画电影创作的周期较长，我们
仅仅在故事期间创作就花了2年的时间，创作了几
十个版本的剧本，哪吒人物的原型就有上百个。”刘
文章认为，创作动画电影不要期望“弯道超车”和

“变道超车”，创作过程中要保持一颗纯粹的心。

日本导演大友启史新作《影里》世界首映

主演学中国话向观众问好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晗溪）12月8

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迎来一场日本佳片
的世界首映，曾凭借《三月的狮子》大获好评的导演
大友启史，带着他的新作《影里》在三亚市1+X红
树林影城与影迷“见面”。展映结束后，大友启史和
本片主演绫野刚、松田龙平出席映后见面会，与影
迷分享拍摄期间的心路历程，并现场互动答疑。

《影里》的导演大友启史对于中国影迷来说
并不陌生，之前执导的《浪客剑心》系列颇受好
评，他也很擅长与日本超人气演员合作，如与生
田斗真、冈田将生合作的漫改作品《秘密》，与小
栗旬、妻夫木聪合作的《恶魔蛙男》，都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这次搭档绫野刚与松田龙平，也让现
场观影影迷大呼过瘾。

《影里》改编自沼田真佑的同名小说，该小说是
沼田真佑的处女作，沼田真佑凭借该作品于2017年
获得第157届芥川奖以及第122届文学界新人奖。
这部小说以日本311大地震为主题，讲述了调职到
日本岩手县盛冈市工作的男主人公唯一的好友在
地震中失联，主角孤独、焦虑的心境，也以崭新的角
度讨论了人类内心世界和社会的复杂情感。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当大荧幕上绫野刚
饰演的今野发现松田龙平饰演的日浅可能还活着
时，绫野刚迎着光流泪的镜头感动了不少观影影迷，
甚至有影迷情不自禁地跟着绫野刚一起落泪。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感谢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为《影里》提供首映机会，更是为了答谢周末前来
观影的全球第一批影迷，绫野刚、松田龙平和大
友启史特地学了中国话向现场观影影迷问好，特
别是绫野刚在映后见面会一开始，便用一小段流
利的中国话向影迷问好，令现场观众倍感惊喜，
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尤梦
瑜）12月8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论坛活动之一——中俄电影合
作论坛在三亚举行。来自中国与俄
罗斯的电影人、文化部门负责人等共
聚一堂，交流两国近年来的电影发展
新趋势，探讨两国开展电影合作的广
阔前景。

著名演员、导演徐峥，著名导演谢
飞以及俄罗斯著名制片人、导演谢尔
盖·塞亚诺夫同台交流。

徐峥与团队在俄罗斯取景拍摄
的《囧妈》将于农历新年上映。徐峥
在论坛上分享了摄制组辗转于莫斯
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畔等地的拍
摄经历。此次的《囧妈》将目光放在
家庭亲子关系上，讲述了母子二人在
一段旅途中因代沟而产生摩擦，随后
又在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
皆非的故事，最终二人深深感受到母
子情深。

“之所以选择在俄罗斯拍摄，就是
因为这部电影聚焦老一代人，而俄罗
斯文化对于我们父母那代人有着深刻
的影响。”徐峥说。他向观众们介绍了
在俄罗斯拍摄电影时的感受，俄罗斯
的喜剧电影发达，群众演员也十分专
业。据悉，《囧妈》一片已收到2020年
莫斯科电影节的官方邀请，徐峥希望
待影片在俄罗斯上映时，所有的参与

者都能够到场观看。
塞亚诺夫曾担任影片《蒙古人》的

制片人。这部电影讲述了成吉思汗如
何成长为一代君王的故事。影片中有
大部分画面都是在中国内蒙古和新疆
等地取景拍摄。“2005年、2006年时，
中国的电影院线市场还不如今天这样
发达，所以我非常佩服在短短十年时
间里，中国的电影市场能够取得如此
快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现在中国
的电影市场规模非常庞大，而俄罗斯
电影市场也在茁壮成长，我希望中俄
电影人可以携手，将两大市场对接起
来。”塞亚诺夫说。

塞亚诺夫以他的亲身经历鼓励
俄罗斯电影人关注中国。“对于制片
人而言，到外国拍摄是个很复杂的过
程，正如当年拍摄《蒙古王》时，我对
中国是完全陌生的。所以现在我很
遗憾，为什么在拍摄完这部电影后，
没有依靠自己积累的经验和资源，立
刻开始拍摄第二个项目。”塞亚诺夫
说，他希望电影人可以持续关注某一
特定市场。

如今的塞亚诺夫不仅来参加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他还在海南开设了自
己的公司，对接到更多中国电影团队，
帮助更多俄罗斯电影人在中国落地项
目。他同时也向中国电影人推介俄罗
斯在电影拍摄方面推出的优惠政策。

谢飞为观众们回顾了中俄电影合
作历程。作为老一代电影人，谢飞在
论坛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目前，中
俄电影在市场上交流得多，但在电影

节部分交流偏少，例如，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可以尝试与海参崴电影节等“结
对”，为两地电影人搭建更多交流平
台。此外，电影不仅仅创造着经济效

益，它也承载着文化的代代传承，他期
待两国电影人可以多将经典影片推广
至年轻人，让他们了解到中俄两国源
远流长的情谊。

中俄电影人共聚一堂，盼两国加强电影合作交流

携手开拓市场 传承文化友谊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海南是俄罗斯人民的度假胜地，
近年来，两地在文化方面的交往也日
益密切。12月7日，前来出席第二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俄罗斯文化部电
影局局长柳比莫娃·欧里卡·包里索夫
娜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风景优美的海南，他们非常期待寻
找到独一无二的戏剧元素，让中俄电

影人共同“挖掘”，探索合拍项目。
“俄罗斯与中国的交往十分紧密，

我们也期待看到越来越多优质的文化
合作项目涌现。”包里索夫娜说。

在包里索夫娜看来，拍摄电影
不仅是直接推动着当地电影产业行
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推动当地旅
游业的发展。她以中俄合拍电影
《战斗民族养成记》举例，表示合拍
电影是有效促进了两国人民增进了

解与旅游业的发展。
“海南在俄罗斯是知名的旅游目

的地，对于电影人而言，大家会憧憬找
到一个满足彼此文化需求的元素，例
如浪漫的邂逅、奇遇等等，然后将它拍
摄成一部影视作品。”包里索夫娜说，
这也正是电影节意义所在，各国电影
人齐聚在此，交流探讨更多的合作可
能性。

“电影人在异国他乡拍摄总是一

种全新的体验。海南给我们留下的印
象是美丽的、现代的、时尚的，而这样
的景致在东南亚地区也很多。寻找到
一些独一无二的戏剧性元素就显得十
分必要。”包里索夫娜说，海南是一个
适合男女老少、全民性的旅游度假地，
任何不同的族群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
自己的旅行体验，如此丰富的资源，值
得电影人关注。

包里索夫娜是俄罗斯一名资深电

视媒体人，后又专注于纪录片的制作
拍摄，两年多前，她担任起俄罗斯文化
部电影局局长一职。两年来，她与团
队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电影节，推介
俄罗斯电影。采访中，包里索夫娜也
向记者介绍了俄罗斯目前针对国外拍
摄团队的减税优惠政策，欢迎海南电
影人和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人到俄罗
斯拍电影。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俄罗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包里索夫娜：

期待在海南寻找戏剧元素加以合作

浓墨炫彩打造精彩闭幕式

海南，奋力书写电影新篇章 《父子拳王》三亚首映
主创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徐慧玲）12月8
日，暖心励志电影《父子拳王》在三亚举办首映
礼。展映结束后，导演兼主演于荣光，编剧钟沐
轩，主演郑人硕、刘俊孝、常戎现身首映礼现场，
近距离与观众分享电影台前幕后的故事。

电影《父子拳王》讲述了患有先天缺陷的余
生，因为一次意外被激发出隐藏的拳击天赋，通
过不屈的毅力与坚持一步步走向职业拳台，同时
解开自己与父亲余光荣心结的暖心励志故事。

据悉，本部影片内容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曾
入选FIRST青年电影展，入围美国亚洲影视节金
橡树奖、澳门国际电影节以及入选金鸡百花电影
节展映单元。

《父子拳王》首映礼现场，5位主创和观众分
享了影片的创作过程。于荣光突破以往硬汉角
色，尝试新的人物类型，“希望拍摄这样一部热血
又暖心的电影，使观众更了解拳击这项运动，同
时也把每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表达出来，传递爱
的力量。”

本部影片跳脱出体育类拳击题材电影的桎
梏，聚焦小人物无畏命运安排的不屈精神，让观
众收获满满感动。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群星闪耀，共赴光影之约；开放海
南，再展自贸新姿。

12月8日晚，第二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闭幕式暨金椰奖颁奖典礼在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绚丽登
场。以天为景，以海为幕，海南以光
影盛事向世界展示自由贸易试验区、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迸发的
勃勃生机。

凤凰岛上，五座标志性建筑流光
幻彩，时而呈现椰风海韵，时而“绽放”
美丽烟花，成为主舞台的亮眼背景。

舞台上，光影线条勾勒出灯塔等
丰富海岛元素。数百架无人机闪烁着
光芒如星光点点向主舞台徐徐飞来。
队列变幻间，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英文
缩写HIIFF、绿意盎然的椰树、电影节
三角梅标识、金椰奖奖杯闪现在夜幕
之中。无人机灯光秀结束之际，“美好
新海南、美好新三亚”字样映入眼帘，
独具创意与科技感的表演在晚会一开
始，就将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着大海的旋律，白色的海螺

“小船”在舞台上方“摇曳”，蓝色绸
缎打造的层层“波涛海浪”间，一个
个浪人腾空而起，一时间，整个闭幕
式主会场与港湾融为一体，成为蓝
色的海洋。

“中国欢迎您，海南欢迎您，电影
欢迎您”，主持人杜江向世界发出来自
海南的诚挚欢迎。这是中外电影人的

相聚，更是见证佳片力作“百花齐放”
的时刻。一组组开奖嘉宾、颁奖嘉宾
轮番登场，为电影人道贺的同时，更在
为金椰奖鼓与呼。

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在大型情
境舞蹈表演《海洋电影院》中，蔡徐坤
和杜江用独白带领观众走进“光影长
廊”。霎时间，《娘子军连歌》的旋律回

荡耳畔；紧接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经典
影片以歌舞形式呈现眼前，伴着年轻
一代电影人的铿锵誓言振奋人心。

当晚，组委会将金椰奖特别奖颁
发给了《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
年华诞》“4K超高清直播电影”。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以此之举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镌刻下珍贵的光影回忆。

花开新时代，美好新海南。晚
会在著名歌唱家雷佳演唱的《花开
新时代》中落下大幕。绚烂的烟花
一时间映亮了三亚湾畔，开放的海
南为世界电影人留下难忘之夜，奋
进的海南也将不断为电影发展写下
生动篇章。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李艳
玫）备受瞩目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竞赛单元“金椰奖”各类奖项于
12月8日晚揭晓。其中，由万玛才旦
执导的电影《气球》成为“金椰奖”最大
赢家，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两

项大奖。
《一个父亲的寻肝之路》主演塞

米·鲍亚吉拉和日本影片《影里》主演
松田龙平一同摘得本届“金椰奖”最佳
男演员。中国导演王丽娜凭借电影
《第一次的离别》获得最佳导演奖，“这

部电影是我献给故乡的一首长诗，感
谢在电影片尾字幕中出现的每一个名
字。”王丽娜说。

“金椰奖”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于
今年首设的竞赛单元，自启动以来收
到了来自全球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0余部作品报名参与。今年的“金
椰奖”国际评委会由伊莎贝尔·于佩尔
担任主席，阿贝尔·费拉拉、蒋雯丽、米
尔乔·曼彻夫斯基、陈思诚、阿茹娜·瓦
苏德夫、托马·索迪奈尔担任委员。“好
的电影是可以打动观众内心的作品，

它不受题材的制约，看能够给观众带
来多少视觉、情感、艺术等方面的感染
力，总言之只要能够触动人的心灵的
就是好的电影作品。”蒋雯丽此前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她的评审
标准。

“金椰奖”各类奖项公布

《气球》斩获最佳影片奖、最佳女演员奖

动画电影论坛

12月8日,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俄电影合作论坛现场。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中俄电影合作论坛

12月8日晚，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闭幕式在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母港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最佳男演员奖：塞米·鲍亚吉拉
最佳男演员奖：松田龙平
最佳女演员奖：索朗旺姆
最佳导演奖：王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