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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正在迅速崛起的海南自贸港将

以全新的面貌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结的纽带，

全球化影视合作恰能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如何能够打破壁垒，直面机

遇与挑战，共同构建全球影视合作的新局面？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合

作高峰论坛——打破壁垒，共商全球化影视

合作新策略”论坛日前在三亚举行。会议由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

主持，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孙苏，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

仲伦，知名制片人苗晓天，美国华纳中国区

总裁赵方，IMAX大中华区首席营销官周美

惠，1905电影网董事长、总经理李玮，中国影

视艺术协会副会长、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海南电影学院创办者马小钢等嘉宾

参与本次论坛。

孙苏表示，发展与奋斗中的海南电影产

业正全面推进产业化改革，近几年海南相继

出台了优惠的电影政策、增加了电影相关设

施、设立了人才培养的高校等，正在吸引越来

越多的优秀电影公司和精英电影人才进驻。

在修炼内功的同时，海南将持续扩大对外开

放，为实现更多的国际合作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国家电影

智库秘书长侯光明教授为论坛做题为“以系

统观念打开海南岛电影国际化发展新局面”

的主题演讲。他建议将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定位为“亚太地区首席电影交易中心”，希望

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为“灯塔项目”，先行先

试先摸索，探索用电影连接世界，为自贸港

建设提供强劲文化动力，让海南国际电影节

从“走向世界”到“影响世界”。

论坛还邀请了具有中外影视产业交流

合作经验的嘉宾，从制作、发行、放映、影视

技术等方面探讨未来全球电影产业合作共

赢的模式和机制。

任仲伦谈到疫情为中国乃至世界电影

产业带来变化，一是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的

品质与质量，二是内容生产的形态更为多

元，三是平台的技术可以帮助整个电影在制

作水平和传播能力上有更大的提高。

苗晓天表示国内疫情控制有效，让创作

者有了安全感，会吸引更多欧洲、亚洲国家

的电影人来中国合作，世界范围内具有极大

优势的摄影基地也会对国际电影合作具有

极大吸引力。

李玮谈到 1905 电影网作为融媒体平

台，正在大踏步走向国际化、国际合作。

1905电影网希望打通线上线下内容互动，她

表示在“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慕课”、“六

公主电影花园”等项目上都希望寻求与海南

的合作机会。

赵方作为美国华纳中国区总裁，首先回

应了最受瞩目“华纳取消窗口期”的消息。

她回应因为疫情，电影不断改期，考虑到观

众需求，取消窗口期的举措将在北美地区持

续一年的时间。此外她分享了华纳在海南

拍摄的第一部真人合拍电影《巨齿鲨》获得

全球票房的经验，提出华纳非常希望在中国

市场跟电影产业共同成长。

周美惠谈到在影院限流的情况之下，

2020 年 IMAX 国庆档的票房比起 2019 年成

长了 23%。IMAX公司，在电影的前端环节

跟中国电影人合作，提供 IMAX认证摄影机

进行拍摄，在放映环节，跨越了胶片时代、数

字时代，进入激光放映时代，率先对万达旗

下10家重点影院进行升级。

马小钢谈到地球是一个人类共同体，在

这种形势下，电影作为文化的交流是非常有

利的抓手，在电影和国际接轨、合作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应该作为文化担当，通过与国外

合作，把东方文化传统精神传播出去，逐渐

影响全球其它地区。

（木夕）

本报讯 电影走过百年历程，文学改编

与电影创作的关系屡被提及，成经典话题。

在流媒体时代，为文学与电影的讨论赋予了

新的价值和新的角度。

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文学的现代

性电影改编创作论坛——流媒体时代下的

IP改编与电影创作潮流”论坛日前开讲，论

坛立足于在流媒体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构

建“网络文学”与“电影创作”的全新对话关

系，并为未来发展提供判断依据。

论坛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中国

电影编剧研究院副院长孟中主持，北京电影学

院文学系主任黄丹，博纳影业集团行政总裁蒋

德富，恒业影业集团副总、北京恒业影业总经

理宋毅，《泰囧》、《煎饼侠》、《港囧》编剧束焕，

动画电影《白蛇》、《哪吒重生》导演赵霁，《龙虎

武师》导演、《万物生长》编剧、制片人魏君子，

《山楂树之恋》、《白夜追凶》编剧、作家顾小白，

导演、编剧、制片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

授庄宇新，北京七娱乐影业集团总裁张斯斯，

映美传媒联合创始人张余诚，世说新语影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喻鹏驰等嘉宾参与论坛。

黄丹为本论坛做题为“文学的影像复兴

——当代中国电影的叙事升维”的主题演讲。

他谈到电影的升级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对

于人性探索和心灵空间的回归，对自身叙事方

式的升维。我们正处在中国电影最具想象力

的时代，是电影借助视听这一载体将文学之广

博与深远拓展至崭新边界的大航海时代。

蒋德富为本论坛做题为“电影创作潮流

——新主旋律电影与 IP改编的融合探索”的

主题演讲。他分享了电影市场数据，作为电

影企业会时刻关注类型创作与电影票仓，通

过整体营销策略、细分市场、组团出海等思路

形成流媒体时代下的改编与创作，“讲好中国

故事”。博纳影业近年来致力于创作主旋律

影片，未来将有“中国胜利三部曲”《长津湖》、

《无名》、《中国医生》献礼建党100周年。

论坛对谈环节邀请电影创作者们探讨

“文学改编与电影创作潮流”。庄宇新对 IP
概念溯源、辨析，强调要回归“知识产权”的

本质去思考 IP。
魏君子谈到结合自己与港片多年的合

作，认为香港类型片的优势在于以现代的角

度解析 IP，承继原作“魂”的创作方式。

束焕谈到网络小说的创作问题，以强设

定、强情节建立的强世界观，却往往缺乏人

物。“希望 IP改编能够从粉丝霸权中挣脱出

来，拓展自己的创作空间。”

顾小白认为网络小说日更的特点，带来

超大的体量和大量复制黏贴的内容。要进

行成功的改编，要有勇气对小说本身进行拆

解、重组。平台要警惕“唯 IP论”，形成良性

循环，避免表面繁荣。

赵霁导演从导演《白蛇》、《哪吒重生》的

创作经验出发，谈到对经典 IP的改编，经典

民间传说的改编具有极大难度，需要有新的

角度，在旧瓶里装新酒。

“文学的现代性与流媒体时代下的 IP改

编”的对谈环节，宋毅提出流媒体时代的电

影创作新方向，电影创作会有分级，创作分

级和消费分级，创作分级比如院线电影、网

络电影的分级等。网络电影提供一个庞大

的空间培养青年导演，消费分级从年龄段、

消费能力等多方面考量。

张余诚谈到映美传媒作为互联网基因

的内容平台，要针对“生活在网络上”的一代

观众进行内容生产。不会唯数据来做考量，

要从内容本身来开发，对 IP本身的影响力并

不是首位的考量。

张斯斯回顾带领团队做网络电影的七年

时间，认为网络电影的内容比院线电影要困

难，难点在于要怎样在短时间内吸引手机端顾

客付费。她认为无论IP开发或原创文学，进行

电影改编最终要形成跟网络观众的共情。

喻鹏驰表示一直在关注比较传统的军

旅题材的开发或相关 IP，目前也在尝试创作

带有部队元素的轻喜剧原创。

本次论坛，从创作者的角度去思考文学

创作与电影改编的关系，从制作者的角度去

探讨流媒体时代的电影创作潮流，这样多元

的探索，带来全新的视角，也在文学与电影

的未来趋势方面带来新的思考。 （木夕）

本报讯 关注女性电影创作者台前幕后

的生存境遇，探索女性电影故事的全新书写

方式。第三届海南国际电影节“她·台前·幕

后女性电影论坛——助力女性电影蓬勃发

展”论坛日前在三亚举行。导演、监制、制片

人高群书，出品人、制片人、七印象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董事长、演员梁静，导演、编剧薛晓

路，编剧阿美，导演、编剧姚婷婷等嘉宾参与

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由制片人、国际电影节

专家王彧主持。

女性论坛一直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重要板块，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女性电影

论坛以“从零构建一个女性电影世界观”为

主题，汇聚国内外著名电影高校和电影研究

机构专家学者，共同分享经验。

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女性电影论

坛以“女性电影中的创作与女性形象的魅力

展现”为主题，就当代女性电影展开讨论。

第三届海南国际电影节女性电影论坛，以

“她·台前·幕后”为主题，围绕女性电影未来发

展方向进行话题探讨及分享，进行一场跨文

化、跨学科、新视角的思想碰撞，从电影的台

前、幕后等多个视角共同为女性电影的创作、

市场环境、机遇、困惑带来全新观点与经验。

论坛上，高群书导演重申了他的女性电影

界定标准，认为以女性作为书写主体的电影都

能称为女性电影，男性导演同样能拍出非常优

秀的女性电影。他同时透露曾采访海南琼中

女足，明年有七八部电影将在海南拍摄。

梁静认为无论任何行业的女性，都在努

力为自己的价值打造一片天空。她连续担任

电影《八佰》、《金刚川》两部男性视角战争片

的总制片人，未来梁静还将和管虎导演一起

帮助更多年轻导演拍摄作品，助力电影市场。

导演薛晓路谈到在创作题材上，作为女

人会对死亡、家庭破碎这些题材持有天生的

恐惧，她意识到这是她作为女性存在的独特

性，并接受了这种恐惧。细腻、准确、丰富、

浓度是到达情感类题材的方向，构建故事是

不区分男女的，也不需一味以女性视角出

发，她希望自己能以女性的视角参与创作，

也能打破性别界限。

编剧阿美谈到女性电影正在变成尖端、

热门的流行话题，女性角色不再是电影中满

足男性视觉快感的景观，而成为女性自我独

立的意志和自由的人格的多重表达，才能成

就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作为电影《地久

天长》的编剧，她认为她创作的剧本无关性

别，是书写人的电影，它讲的是时代的变化、

对人的命运的影响。

导演姚婷婷自述实现导演梦的过程是

一个被质疑的过程，但她认为电影行业对创

作者来说是一个公平的行业，拿作品说话。

她观察到近年来女性创作者越来越多，包括

女编剧、女导演、女制片人，也认为未来女性

题材肯定越来越多，在女性独立的思想和独

立的表达中，女性电影要探讨怎么在一个好

看的故事里面塑造更有趣的女性人物形象。

（木夕）

本报讯 由梅峰导演，李现、春夏

主演的青春文艺电影《恋曲 1980》作

为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开幕

影片，日前在三亚海棠湾万达影城

进行中国首映。放映结束后，影片

导演梅峰，出品人、监制刘军，总制

片人宋阳亮相映后见面会和媒体见

面会。谢飞、万玛才旦、戴锦华等现

身支持。

《恋曲 1980》改编自作家于晓丹

的小说《1980 的情人》，故事发生在

八十年代初的北京，正文和正武是

一对青春恣肆的好兄弟，正文认识

了正武的朋友毛榛，这个可爱性情

的女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

后，正武在野泳中意外溺亡，正文担

负巨大痛苦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在那里他再次遇见毛榛，并结识了

热烈拥抱爱情的社会女青年谭力

力，毛榛的若即若离让正文困惑，而

谭力力的深爱也让正文彷徨失措。

在 80 年代社会激越变化的洪流中，

他们将何去何从……

《恋曲 1980》无疑是今年最受关

注的华语片之一。不仅因为这是著

名编剧梅峰继备受好评的导演处女

作《不成问题的问题》之后的新作，

也因为有青年演员李现、春夏和麦

子的倾情加盟。几位明星演员在片

中呈现出全新的感觉，导演时常在

表现人物情感时大胆地使用特写，

信任地捕捉其自然状态。

影片于今年 10 月入围第 33 届东

京国际电影节“东京 2020 单元”（即

往年的主竞赛，今年因疫情取消评

奖）完成世界首映，后在第 24 届塔林

黑夜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迎来欧洲

首映。

《恋曲 1980》使用了上世纪 80 年

代影院放映的 4：3 画幅比例，意图在

形式上还原当时的复古感。导演让

摄影机变成了时间的见证者，以人

物经历的变化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选景方面也颇为费心，剧组在大连

和旅顺寻找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房屋建筑，力图最大限度地重塑

年代感。

影片由波兰著名的配乐大师普

莱斯纳（《蓝白红三部曲》）进行配

乐。普莱斯纳希冀跨越身份和文化

的界限，用“合适”而“舒服”的旋律

带领观众领略属于北京的 80 年代

爱情。

梅峰曾与娄烨合作，在《风中有

朵雨做的云》、《浮城谜事》等多部影

片里担任编剧。他的处女作《不成

问题的问题》也在国际电影节上广

受好评，于第 53 届金马奖上获得了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恋曲

1980》是梅峰导演的第二部长片作

品，也是他的第一部彩色电影。导

演希望通过讲述一个在青春成长中

不断告别的故事，拉近与观众的情

感距离。

影片映后，梅峰导演谈到影片

与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区别

时表示，前者是爱情故事，而《不成

问 题 的 问 题》是 时 代 剧 或 者 社 会

剧。在这次的创作中，更靠近观众，

通过多样景别的变换让观众进入到

不同人物的情感体验中。

除了梅峰导演扎实的剧本功力

和影片在时代气质上的呈现，另一

亮点便是明星演员们的加盟。李现

做了许多文学与电影的功课，也常

常自己琢磨如何平衡心理节奏和外

部表现。三位演员最后呈现出来的

都是极其淡雅与自然的状态。

《恋 曲 1980》将 于 2021 年 全 国

上映。

（木夕）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共商全球化影视合作新策略

流媒体时代下的IP改编与电影创作潮流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女性论坛持续关注女性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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