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情简介：影片讲述了千禧年我国南方一小
镇上一段曾经无限接近，却又渐行渐远的少年情
谊。“好学生”黎菲与“坏孩子”张辰浩，各自经历
了家庭变迁，一起坚韧地成长。

《再见，少年》

剧情简介：影片讲述了父母离异的石路在留美期
间遭遇签证危机和工作危机，为了取得短期工作签
证，开始照顾同父异母赴美治疗丙肝的弟弟科迪的
故事。

《落地生》

剧情简介：影片讲述了即将大学毕业的阿坤
在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体验了成长的滋味。

《野马分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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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尤梦瑜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邀请的都是
业内的顶流资方，诸多知名的电影都
是他们的成果，我能得到他们的肯定
和支持意味着成功了一半。”12月9
日，影片《又见奈良》导演鹏飞现身影
片媒体见面会时，肯定了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对电影行业新人的有力扶持。

《又见奈良》在第二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上斩获
多项荣誉，成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孵
化的首部电影作品，后入围国内外多
个电影节的展映及竞赛单元并有所
收获。鹏飞直言：“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对电影人的帮扶力度很大，H！
Action创投会为行业新人提供真金
白银。”

为电影行业新人提供“真金白

银”的支持，为电影项目“输血”，H！
Action创投会的创办初衷正是为新
人、新项目提供一个资源汇聚的孵化
平台，助力电影产业发展，助推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实现“全年展映、全岛
放映、全民观影、全产业链”目标。

“H！Action创投会自2019年
创办以来，一直希望寻找兼具类型
元素和作者表达的电影项目。我们
希望参加创投会的青年导演们借助
电影，在进行个人表达的同时，注重
与观众互动，让影片传递出的情感

‘直击’观众，寻找到最适宜的创作
方式。”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有限责任
公司副总经理、电影市场主管李穗
介绍。

2019年，H！Action创投会吸
引了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新
生力量参与。除了《又见奈良》，在上

届H！Action创投会上获奖的项目
《温柔壳》也已于近日杀青，《倒枪刺》
《23号》等作品正在制作中。

一个个电影项目变成一部部好
影片，让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H！
Action创投会受到电影业界的广泛
关注。据介绍，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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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有22个电影项
目脱颖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H！Action创投会评审委员
会特别邀请著名导演、编剧、制片人
曹保平任主席，著名导演、编剧、制片
人陈建斌，著名作家、媒体人马家辉，
著名导演、编剧、北京电影学院副教
授梅峰担任评审委员。“我们相信，此
次创投会的诸位评委，也会为青年导

演带来示范。”李穗说。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本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期间，H！Action创投
会板块举办了项目陈述、项目洽谈等
一系列活动，为电影项目负责人、专
业评委及投资方搭建了沟通交流的
平台。

令人欣喜的是，除了H！Action
创投会，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次
设立H！Future新人荣誉板块。从
H！Future新人荣誉的新作展示，到
H！Action创投会的项目孵化，再到
H！Market的市场对接，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组委会正通过打造行业资
源对接平台，赋予电影节更多活力与
效能，逐步推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成
为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为世界
影业“定义下一种可能”。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一批优质电影项目借助H！Action创投会平台对接资源实现上映

带来好项目 成就好片子

剧情简介：1940年正值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夕，日本神户的贸易商福原
优作感到时局不稳，留下妻子只身去
了满洲，在那里偶然发现了“震惊世
界”的事件，他下决心要向全世界曝光
这一事件。其妻福原聪子得知丈夫的
心意后，考虑到他的人身安全及两个
人的幸福，计划阻止丈夫的行动。

推荐理由：这部影片展现了黑泽
清导演阴郁而敏锐的创作风格，实力
派演员苍井优、高桥一生继《爱情人
偶》后二度合作再演夫妻。二人的胆
魄、见地、普世的正义与守护爱的决
心，在那个疯狂的战争年代熠熠生
辉。豆瓣上有影迷表示：“这部影片的
剧本设计、氛围渲染、场面调度都太厉
害了！” （孙婧/辑）

金椰官方推荐影片

《间谍之妻》

《间谍之妻》海报。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组委会提供。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记者高
懿）12月11日，2020海南青年编剧特
训营创投活动闭幕。特训营采取“长
片电影剧本竞选”模式，学员报名时须
提交自己创作的长篇剧本。在本次为
期7天的封闭学习期间，32名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员们在老师和辅导员的协
助下二度打磨剧本，并制作幻灯片展
示，最终选出10个故事与各平台进行

孵化合作，参与创投活动，进行路演。
在特训营创投活动现场，10个故

事的创作者依次上台，每人有7分钟
时间介绍自己的故事，同时回答两个
来自评委老师的问题。

面对评委老师对剧本的建议，学
员们虚心接受，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评委老师的建
议对我日后的剧本写作有很大的帮

助，他们对我此次提交的剧本《“地
府”心理疗养院》的后续修改提了很
多建议，让我受益匪浅。”学员邱迪对
海南日报记者说。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主任、中国
电影编剧研究院院长黄丹说：“实施每
一届‘青年编剧扶持计划’，都可以发
现很多优秀的青年编剧与剧本作品，

‘青年编剧特训营’愿作一盏明灯，照

亮青年编剧们前行的道路，帮助他们
尽快褪去青涩、走向光明的未来。”

获奖学员及作品有：蒋涛、《魔法
镇》；罗国良、《夜巡》；刘洋、《谈谈情，
舞舞狮》：邱迪、《“地府”心理疗养
院》；刘潇潇、《闻香探案记》；蒋超
逸、《卸磨杀驴》；赵元琪、《天国的站
台》；赵丹、《老二》；杨梦媛、《椅王》；
李亚东、《煤佬》。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12月11日14时，第三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第三场大师班活动如约而
至。伊朗著名电影导演马基德·马基
迪在三亚市海棠湾与青年导演及影迷
见面交流。特殊时期的这场分享，更
显得难能可贵。

199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奖《小鞋子》（又名《天堂的孩子》）让许
多影迷领略了伊朗电影的细腻和人文
魅力。此次参加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马基德·马基迪带来了新作品《太阳之
子》，并现身影院与影迷一起观影，分
享电影制作台前幕后的故事。

从《小鞋子》到《太阳之子》，马基
德·马基迪擅长通过儿童的视角讲述
故事。有人说，他通过拍摄儿童电影
进入电影界，也因为儿童电影获得了
世界性的荣誉。马基德·马基迪表示，
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少年时期的
经历对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和生活方
式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在少年时代就对表演相关的
活动很感兴趣，比如戏剧。我在上中
学时开始学习表演课程，进入表演领
域。这些经历一直影响着我，少年时
代很多事件的片段存留在我脑海中，
到后来拍摄电影时，拍的大部分影片
与儿童及青少年有关。”马基德·马基
迪说。

孩子是纯洁的，他们的世界中充满
了爱、真诚与纯朴。马基德·马基迪希
望，通过拍摄儿童题材的电影，可以向
世界传播“真善美”，同时引发人们对社
会问题的关注。例如，《太阳之子》讲述
了孩子打工的现象，希望能引起人们对
童工这一群体的关注，给予他们帮助，
让他们回归校园、健康成长。

多年从事儿童题材电影拍摄工
作，马基德·马基迪在大师班活动现场
向青年导演及影迷们分享了自己拍儿
童电影的经验和方法。“因为孩子还不
是职业演员，选择合适的儿童演员是
导演面临的最大问题，儿童的表演天
赋是我主要考虑的因素。”马基德·马

基迪说，应该尽可能地让小演员在轻
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拍摄，让他们感
觉这不是在拍电影，而是在玩耍，让他

们呈现出最自然的一面。
马基德·马基迪拍摄电影讲究从

真实生活中选取题材，围绕符合构想

的现实里的人物，深入研究人物所处
的环境，反复观察后进行剧本创作。

“对于拍摄电影而言，拥有好的剧本，
就像拥有一座宝藏，就好比开车的司
机有了地图，可以避免绕路。”马基德·
马基迪说，要在电影开拍前把剧本写
好，不提倡一边拍摄一边修改剧本。

关于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马
基德·马基迪认为，电影既是一门艺
术，也是一种工业。“作为艺术，电影可
以呈现人间之美；作为工业，电影要靠
制作，要靠销售，要有回馈。不关注电
影的经济收入是很难长久发展的，同
时电影也要有艺术，应尽量用比较直
白、简单但含义深刻的手法制作一部
电影。”马基德·马基迪说。

一个半小时的分享中，有拍摄技
巧的传授，也有直击心灵的探讨，马基
德·马基迪在分享电影拍摄经验之余，
也道出了关于电影创作的理念与态
度，让在场的青年导演及影迷们意犹
未尽。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伊朗著名导演马基德·马基迪——

以儿童视角诠释电影艺术真谛

12月11日，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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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Future新人荣誉板块收官

3部压轴电影讲述青春故事
本报三亚12月11电（记者高懿）12月10日，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H！Future新人荣誉
板块进行最后3部影片的放映，迎来收官之日。
魏书钧导演的《野马分鬃》、敬然导演的《落地生》、
殷若昕导演的《再见，少年》在三亚市放映，现场座
无虚席。3部影片从不同角度讲述关于青春的故
事，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首次设立的H！Fu-
ture新人荣誉板块，旨在聚焦具有开创精神和探
索毅力的电影新人，以11部优秀的青年导演作
品，展现当下青年电影人对新时代的思考及对电
影未来的探索，向电影行业输送充满活力且多元
的电影内容。

10名青年编剧参与剧本创投路演

打磨好故事 收获金点子

■ 本报记者 孙婧

提起郝蕾的名字，许多影迷包括业
内人士认为，她是“中国最被低估的女
演员”。20多年的演艺生涯，郝蕾参演
过《白银帝国》《黄金时代》《浮城谜事》
等多部影片，自成一派的表演风格为
她赢得了好口碑。

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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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蕾向电影业内人士及影
迷分享了自己的光影故事。

拒绝从众勇敢做自己

年轻时的郝蕾对娱乐圈的各种怪
象，从不掩饰自己的轻蔑。直白的评
价曾得罪过不少人。但郝蕾不在乎别
人的看法，专心在作品中打磨自己。

如今的郝蕾将蓬松的长发扎成马
尾，整个人变得更加温润和端庄。现
场主持人问，如果可以穿越回过去，对
刚入行的自己想说什么？她从容地笑
着回答：“我会说，小姑娘，你以后会非
常厉害的。”

郝蕾的演艺生涯的确配得上“厉
害”二字。19岁那年，她参演电视剧
《十七岁不哭》，在剧中出演一名女
高中生，崭露头角。很快，许多人找
她演类似的角色。“那时有人说，观
众对你没那么熟悉，首先要把握住
一种类型的角色，但我不想重复，所
以后来演过皇后、律师、医生、女老
板，角色反差都很大。”郝蕾说，自己
的演艺生涯，近乎百分之百的决定
是自己做的。

郝蕾的“厉害”还在于，她对于世
俗评价的不在乎。郝蕾挑选电影和
角色，遵从内心的感觉，不会去考虑
票房如何、会不会让自己更红，“所谓
的明星的状态，对我来说不重要，任
何一个大明星也不可能让全世界人
都喜欢，我就是要选择我喜欢的，如
果有观众跟我同类的话，我很荣幸。
如果没有，我也不想强求。”

“越平庸的角色越有挑战”

郝蕾说，年轻时她喜欢个性鲜
明、命运跌宕起伏的角色，比如《恋

爱中的犀牛》中的明明、《浮城谜事》
中的陆洁，演技成熟后，她开始主动
拥抱平凡。“近些年，我努力选择一
些很平庸的角色，比如电视剧《情感

四合院》里的秦淮茹，普通到好像邻
居阿姨。”她认为，平庸的角色其实
更难演，这种角色没有那么多戏剧
性，需要特别多的细节支撑。

电影的外在标签并不重要

在活动现场，郝蕾不光与主持人
聊个人经历和“三观”，也与在座的媒
体记者、观众交流互动。

有观众问她，怎么看待商业片与
艺术片的划分。“我们这行有个惯性思
维，好像艺术片好看一些，商业片烂片
多。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艺术片烂
的也很多，商业片里好看的、质量好的
也很多。对我来说，电影好看、精良很
重要，所谓的标签不重要。”郝蕾说。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大
部分影视圈的工作都停摆了。但郝
蕾看到了其中积极的一面，“疫情让
人不得不停下来，我好几年没有这么
长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这也是另一
种生活。”

年轻时就立誓要演戏演到80岁，
愿意未来自己的名字被写入教科书的
郝蕾，面对观众问“如果不当演员了，
会去做什么？”，她楞了一下回答：“我
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会做个导演
吧。” （本报三亚12月11日电）

著名演员郝蕾——

用心拿捏 将小角色演出层次感

12月11日，演员郝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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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海报由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