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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选择大奖 《扔你的猫》

三亚关注大奖 《人海同游》《神明都在看》

行动力支持大奖 《很土的豆》《送别》

克诺影视器材扶持奖 《扔你的猫》

金知了声音奖 《村庄 音乐》

画林调色奖 《人海同游》

太空堡垒预告制作奖 《思想没问题》

MORE VFX视效奖 《村庄 音乐》

映美传媒“映”计划奖 《山河小叙》

获奖名单

制表/杨薇

H！Action创投会奖项揭晓

《扔你的猫》
获“海南选择大奖”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李艳玫）12月
10日晚，H！Action创投会各类奖项在三亚市海
棠湾揭晓。电影项目《扔你的猫》获“海南选择大
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
共收到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561份有效报
名。经过剧本评审及项目评审的评阅，最终22个
电影项目入围。

在本次H！Action创投会提案陈述现场，评
审们聆听了入围的22个电影项目相关负责人的
剧本阐述，考察了项目的推进情况和整体水平，
并从专业角度给出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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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影院”公益放映活动在三亚举
办，一批视障人士走进影院

人间有爱“观”影无碍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尤梦瑜）12月

9日上午，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
公益放映单元活动在三亚市海棠湾万达影城举
办。一批视障人士前来“观”影，通过“观看”扶贫
题材电影《山丹丹花儿开》感受我国脱贫攻坚取
得的重大胜利。

在海棠湾万达影城，视障人士在家属的陪同
下，体验了无障碍“观”影。“旁白非常详细，也非
常生动，听着声音的描绘，我可以想象一个个画
面，感谢制作团队，让我们也有机会‘看’电影。”
一位视障人士“观”影后说。

“光明影院”是中国传媒大学联合北京歌华
有线、东方嘉影共同推出的公益项目，旨在为视
障人群讲解优秀影片，让视障人群共享电影这一
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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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发布
官方购票平台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方唯一购票平台
专题页面、二维码已于日前发布。

据悉，本届电影节全岛展映影院包括儋州市
恒大嘉凯影城、琼海市中视国际影城、海口万达
影城海航日月广场店等，展映影片包括《我聘请
了职业杀手》《看不见的客人》《被嫌弃的松子的
一生》《白雪公主杀人事件》《机械师》等。

具体展映影院和片单请查看本报12月8日
A08版。

观影的影迷请认准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官
方唯一购票平台淘票票专题页面购票链接：https：//
pages.taopiaopiao.com/wow/taopiaopiao/
act/hainan2020？ wh_biz=tm&acm=lb- ze-
bra- 761373- 9105877.1003.4.8834521&scm=
1003.4.lb- zebra- 761373- 9105877.OTHER_
16057191897531_8834521及二维码（如下）。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通讯员 易婧

12月 9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
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
名誉主任、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院
院长、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侯光明在
三亚市参加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国际电影合作高峰论坛。在论坛上，
他分享了对海南如何着眼于全局，打
造高水准、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电影节
的见解。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着眼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当今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十四
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
的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系
统观念”。侯光明认为：“海南岛电影
的国际化发展之路也必须从系统观念
出发加以谋划，明晰海南岛电影国际
化的发展优势，根据环境和发展优势
提出发展目标，最后在内外部环境变
化和发展趋势，以及自身组织结构的
可能性、可塑性的基础上，推出实现海

南岛电影国际化的关键举措。”

RCEP为海南电影产
业发展带来机会

在全球经贸格局重构中，11月15
日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具有重要地位，是目前
全球最大、最具潜力的区域自贸协
定。虽然RCEP规定中没有对电影的
专门规定，但对于知识产权、经济技术
合作、电子商务，服务类的如摄影、广
告、会议、笔译和口译服务等均建立了
清晰且互利的规则，以便利区域贸易
和投资。侯光明表示，“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应利用自贸港优势和RCEP提供
的窗口机遇期，首先打开亚洲电影交
易市场，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亚太
范围内开放合作的影视版权、交易、制
作、器材等平台，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区
域合作的示范生。”

“RCEP的签订，给海南电影产业
发展带来机会。海南可试点亚洲区域

的电影产业财税激励政策，撬动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推动搭建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平台。”侯光明说。

建议从六方面打造更
高水准电影节

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侯
光明表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未来
发展仍需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
要从重视程度、引领国际化发展、发展
规划、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引进和培养
复合型人才、完善电影全产业链等六
大方面，以系统观念打开海南岛电影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要高度重视电影
对海南自贸港发展全局的重要作用，
打造更高水准、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国际电影节。

“国务院批复的《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
清单）（2020年版）》，涉及文化领域
有3个门类8项特别管理措施。海南
在现有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应探索影

视文化内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
文化、影视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侯光明表示，海南应首先探索进一步
放宽外商投资准入，鼓励海外制作机
构来海南拍片。同时，优化进出口流
程，并给予在海南拍摄的符合条件的
影片一定的退税和财税补贴。其次
要发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作用，探
索建立电影引进新机制。与此同时，
还应积极开展自贸港创新业务，包括
影视项目版权、剧本版权的跨境交
易，衍生品跨境交易等。最后，要为
影视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提供全
方位的境内外服务。

“2020年，电影产业成为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最直接的产业之一，但
我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
步伐未曾改变，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定
会带动海南影视产业发展并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侯光明说道。电影
节品牌的创建和维护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驰而不息、久久为功，需要政
府、行业、协会给予持续的支持。“全

球知名的国际电影节，如戛纳国际电
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
影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等，都得到
了当地政府长期的支持，如财政资
助、文化政策倾斜、基础设施建设、配
套服务等。”侯光明表示，建议海南加
大对电影节的投入，给予长期稳定的
财政扶持。

在他看来，“十四五”是继往开来
的关键时期，中国的新发展阶段即将
开启，海南电影行业应坚持系统观念，
利用制度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平台。侯
光明建议，应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为

“灯塔项目”，先行先试，探索用电影联
接世界，形成“码头”集聚效应，让中国
电影利用这个平台“走向世界”“影响
世界”，为全球电影行业提供海南智
慧、海南方案，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
强劲的文化动力，为我国建设电影强
国、促进人类电影事业的发展进步贡
献海南力量。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电影智库秘书长侯光明：

以系统观念打开海南岛电影国际化新局面

■ 本报记者 孙婧

“大师班有点让我诚惶诚恐，在
我心中像英格玛·伯格曼这样的才
是大师。”12月10日，在位于三亚市
海棠湾的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大师班活动现场，头发花白、肤色棕
黑的导演万玛才旦带着少许紧张上
台，开始说话前不断回头看背景
板。背景板上他的名字被放得很
大，这让万玛才旦有些拘谨。

万玛才旦被业内人士称为“藏地
电影新浪潮领军人物”。他既是小说
家，也是编剧和导演。他的独特贡献
在于，不仅是首位用当代电影叙事风
格来讲述藏族故事的藏族导演，将小
众的藏地电影“送”进了国外电影节和
电影院线，还启发并培养了一批新锐
导演。

文学造诣深厚
电影风格独特

万玛才旦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
写小说。2002年，还在兰州读研究生
的他，在某个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有
了去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机会。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藏地题材电

影，但万玛才旦看后觉得遗憾。他认
为，那些电影虽然讲的是发生在藏地
的故事，但没有与藏地文化关联起来。

创作的冲动，让万玛才旦走上了
导演之路。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静
静的玛尼石》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
拍摄的。小说家、编剧、导演兼于一身
的万玛才旦拍摄的电影常有其他人难
以模仿的文学气质和独特诗性。

这种导演风格的形成有迹可循。“我
小时候就读了很多藏族民间故事，这些
民间故事里有很多具有荒诞、魔幻、神秘
主义色彩的东西，后来看了很多国内外
文学作品，这些综合地影响了我，可能会
无意识地表现在电影里。”万玛才旦说。

在2002年去北京电影学院读书
前，万玛才旦觉得藏地有很多历史故
事和神话题材可以拍电影。但在北京
学习的那几年，他明白了一部电影的
制作发行，涉及工业技术、投资、市场
等许多现实问题。

他开始学会在兴趣、表达欲和可
行性之间找平衡，选择将镜头对准自
己在生活中观察到的普通藏族民众。
比如首部剧情长片《静静的玛尼石》中
那名喜欢看电视的小喇嘛、影片《洛
塔》中进城被骗的牧羊人、影片《气球》
中遭遇生育自由与信仰冲突的藏族女

人……他的电影多次呈现传统与现代
文明碰撞的现状。

这样的作品引发了一些讨论，但
万玛才旦很坦然，“我的电影并不能代
表整个藏地，我就想把当下藏族人的
处境呈现给观众，我希望做一个冷静
的观察者。”

用心当监制
培养年轻导演

《静静的玛尼石》为万玛才旦赢得
了第25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第10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第9届
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
演”“最佳影片”等多项荣誉。

这些电影奖项，坚定了万玛才旦的
创作信心，也激励了很多藏族年轻人。

“很多人来北京找我，他们有学习电影
的冲动。”这让万玛才旦意识到了身上
的责任。2005年以来，万玛才旦在自
己的导演工作之余，监制了不少年轻导
演的作品，如《清水里的刀子》《老狗》
《寻找智美更登》《八月》《骄阳》等。

万玛才旦坦言，监制这活儿不好
干，“我是一个严格的监制，从创作阶
段就介入，帮忙把关剧本、拍摄，搭建
主创团队，协助进行电影推广等，投入

的时间精力比自己拍电影还多。”
对希望推出本土电影的海南，

万玛才旦提出建议，培养电影人才
为电影产业发展打好基础。

有了自己的人才队伍，有了真正
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创作者，才能让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真正走上大银幕，
“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文化、理念和生
存方式，创作者需要走进他们，认知他
们，从平视的角度，才能拍出好的电
影。”万玛才旦说。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

藏族导演万玛才旦——

光影世界里的冷静观察者

本报三亚12月10日电（记者高
懿）12月10日，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十
周年成果暨网络编剧培养模式研究研
讨会在三亚市海棠湾举行。研讨会以
圆桌对谈的方式进行，12位来自北京
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中央
戏剧学院等多家院校的专家学者，紧
紧围绕“网络编剧培养模式研究”这一
主题进行探讨交流。

在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青年
编剧扶持方式：资助、特训营、导师、样
片拍摄”“社会化编剧培养何去何从”
及“当下时代对网络编剧的新要求与
新挑战”3个主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专业编剧仍然面临很多挑

战，一方面传统大银幕上出现了许多
新内容，面对这种碾压的态势，网络
作家从海量的历史文化中进行掠夺
式挖掘，传统编剧很难适应这种形
势。另一方面，创作者对市场的讨
好，除了积极性的一面，也有不好的
一面，作者尤其是编剧应该思考这一
问题。”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导演专业
主任、导演杨超表示，学校在培养青
年编剧时，应教导青年编剧坚守行业
底线，坚持行业底线从长远来看，不
仅符合创作共同体的利益，也符合市
场利益。

海南日报记者从研讨会上获悉，
“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是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自2008年
起委托北京电影学院等北京高等院校
实施的剧本鼓励计划，旨在奖励优秀
剧本、扶持青年编剧人才，该计划目前
已实施10年。在这期间中国电影编
剧研究院与青年电影制片厂联合孵化
并成功扶持了《旺扎的雨靴》《海街少
年》等多个电影项目。

“如今的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已受
到许多电影制片公司和视频网站平台
的关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
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院长黄丹表示，
实施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可以帮助青
年编剧们更快、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电
影梦想。

网络编剧培养模式研究研讨会举行

为青年编剧提供广阔发展空间

12月10日，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十周年成果暨网
络编剧培养模式研究研讨会在三亚市海棠湾举行。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刘笑非 美编：杨薇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相关工作部
署，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
全省开展“万名老兵创业行动
暨百站创百业活动”。海南省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联合海南
日报推出“建功自贸港 有我
有担当——退役军人创业先
锋”系列专题，挖掘退役军人
创业事迹，展示退役军人创业
风采，激发退役军人创业热
情，引导退役军人退役不褪
色、建功新时代，积极投身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努力营造
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良
好社会氛围。

在部队，他辛勤付出，屡获嘉奖；
在地方，他不等不靠，自主创业，先后
从事餐饮、家具等行业，通过多年的
苦心经营，将一家小型家具店发展成
为琼海市知名家具企业。他就是琼
海瑞之祥家具公司创始人陈经程。

陈经程1996年入伍，服役于海南
省边防总队，1999年7月被选派到浙
江省宁波公安海警高等专科学校学
习，成为兵役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士
官。服役期间，陈经程刻苦努力，曾担
任战士、班长、代理排长等职务，曾荣
立三等功一次，获评优秀士兵一次、嘉
奖多次。“部队的历练对我的人生影响

巨大，帮助我养成了好的生活习惯，提
高了自身的管理能力，也塑造了我坚
强的意志力。”陈经程说。

退役后，陈经程不等不靠，毅然
选择自主创业的道路。他看准了经
营餐饮这条创业路，于2003年6月开
了一家个体餐饮店。但由于缺乏运
营经验，餐饮店经营了4年便停业。

初次创业失败，陈经程并不气
馁。2007年，他进入琼海瑞祥家具
有限公司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从
普通员工一直做到家具厂厂长、公司
股东。瑞祥家具有限公司也发展成
为一家集家具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民营家具企业。
2014年，不满于现状的陈经程

再次踏上自主创业之路，创办了自己
的家具城，起名“瑞之祥”。目前，瑞
之祥家具城已发展成为经营面积超
3000平方米的多元化、多品种的家
具专营商场，也是年营业额达到
1200万元的本地知名家具企业。

陈经程有着特殊的军人情结，退
役至今，只要是有战友需要帮助，他
都尽心尽力，帮他们找工作、解决家
庭困难，在事业上给予支持。“我在公
司招聘启事上特意注明，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考虑退役军人。”陈经程说，目

前，他的家具城共有12名员工，其中
有2名退役军人。

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陈经程也
始终没忘记自己曾是一名优秀战士，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近年来，他主动
担当起社会责任与义务，投入资金支持
家乡嘉积镇朝标社区文明社区创建，多
次组织公司员工到博鳌玉带滩开展捡
垃圾环保公益活动。此外，在家乡筑路
修桥、为贫困学子“助学圆梦”等各种慈
善活动中经常有他的身影。“我能有今
天的成绩，得益于党和部队的关怀和
培养，所以应该更好地回馈社会。”陈
经程说。 （撰文/刘超）

琼海市瑞之祥家具公司创始人陈经程：

在部队屡获嘉奖 归故乡再创新业

陈经程。（受访者提供）

12月10日，万玛才旦出席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