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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与电影产业发展

12月 18日，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

自贸港建设赋能电影产业稳步发展高峰论坛”在

三亚举行。本次论坛以“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海南自贸港建设赋能电影产业稳步发展”为

主题，聚焦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核心内容，在全面、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和国

家建设主旋律、主基调和核心需求基础上，就如

何借力政策优势推动电影产业发展、引进电影行

业优秀人才、开辟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新路径、实

现电影强国建设目标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

张军在论坛上致辞。他表示：“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不仅仅是个节，更多的是像今天的论坛一样赋

能电影产业的发展，为海南注入活力。今天通过

海南自贸港高峰论坛这一平台，诚邀电影界的前

辈们，群策群力，共同发展，我们对海南电影产业

充满期盼、充满信心。”

随后，原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国家一

级导演刘建中；中国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顾问杨步亭；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影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冬作为对谈嘉宾围

绕议题分享了观点。论坛由北京电影学院副院

长俞剑红主持。

用好政策、留住人才、加大扶持力度

专家建言海南电影发展

建设中的海南自贸港该如何和电影产业更

下有效的形成对接？论坛上，各位嘉宾都分享了

自己的观点。

傅若清表示助力海南电影产业发展要关注

好政策、人才、流动性三个层面。“在政策层面，无

论是税收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支持等等这些，最

关键的是要落地；在人才方面，吸引人才、留住人

才，想办法能够吸引他们更好落下来，这样才能

够在这片土地上面播种、开花、结果；在流动性

上，还要发挥自贸港的流动性，强化政策优势和

人才吸引优势，增强物质资本运作能力，使得内

需和外延都能够打通，这是自贸港有别于内地其

他省份重要的地方”。他认为，只要发挥好海南

独特的区位优势，海南有望成为中国的电影大省

强省。

于冬也提出了三条建议：“首先，要打造旅

游+电影，就要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地确保人才落

地，不光是面向内地、面向大湾区，还要面向东南

亚、面向全球吸引优秀人才来海南拍电影；第二，

进一步加大资本的扶持力度，打造文化产业基

金，吸引更多基金进入到海南岛来，扶持旅游+电
影；集中精力打造属于海南的属地 IP、文化 IP，包
括电影主题公园、精品大片落地等等。”

杨步亭表示海南想成为电影强省，应该立足

于研究在网络时代的电影怎么样发展。他说：

“我建议多请一些国内的专家给你们出主意，因

为海南不是电影强省，海南电影发展底子相对薄

弱，越是这个时候越容易起步，艺术技术市场，技

术是核心，建议海南在技术上多下功夫。”

刘建中对海南电影产业发展提出的建议是

要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他表示：“我们要讲好中国

故事就要选好故事，选好故事最关键的还是创

作。只有发掘生活中最真实的人和故事才能动

人，真实才能感人。”

傅若清：中影在服务、科技、创新等板

块都可以跟海南深入合作

和海南岛的合作，是傅若清此前就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他表示，海南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政策

和对人才的吸引上，“自贸港零关税，具备海南岛

生产加工产品以后增值 30%进入内地，都是很好

的条件，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做起来，我们要就

具体问题谈落地。”

中影是有着全产业链覆盖的电影企业，有创

造板块、发行板块，放映板块、科技板块、服务板

块、创新板块等六大板块，在傅若清看来。中影

的商业板块里，起码在服务板块、科技板块、创新

板块都可以全面跟海南进行深入的合作。

他表示，科技板块拥有中影所有电影生产加

工基地，现在大部分还在北京跟深圳，“我们的服

务板块其中包括国家中影数字智能基地，这个基

地一直想延伸到三亚，因为看中三亚的气候条件

和天然资源优势，能对我们做创作提供有力支

撑，也是对中影基地的一个延伸跟补充。”

傅若清举了一个例子，在他看来海南岛最大

特性就是海，特别是海南岛三亚地区完全有能力

建一个世界一流级的水上水下拍摄基地，《阿凡

达》、《阿凡达：水之道》都大量用到了水系，而中

影摄制的影片或多或少都有水下的戏。

“现在我们内地无论是青岛还是无锡，受季

节跟气候影响特别大，很多时候要花很大成本

拍摄，很多时候还不能拍摄。而三亚在地理位

置的优势，一年四季都可以拍，这个问题其实我

们已经跟海南谈了两年，怎么样落地推动，一旦

把事跟人吸引过来了，何愁我们后面电影强省

的问题，何愁我们其他的技术 IP的问题，包括知

识产权的问题，那些问题都会在发展过程当中

迎刃而解。”

于冬：我们要把三年失去的观众再请回来

于冬在论坛上回顾了疫情以来的三年，他表

示疫情对电影行业冲击影响巨大，“2020 年到

2022年三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失去了

1000亿的票房，我们按2019年640亿的票房不增

长的情况下，我们是 1900亿。疫情这三年，2020
年 204亿，2021年 427亿，2022年接近 300亿，加

在一起 900亿。我们失去了一千个亿，一千个亿

是我们电影行业的现金流，对电影企业来讲巨大

的影响，对电影产业的发展使我们受巨大创伤影

响。”

但他同时也表示，“我们看到了疫情终将结

束的最终时刻，希望 2023年，中国电影能够重新

恢复快速恢复，能够实现2019年的这样一个票房

成绩、市场表现，我们要把三年失去的观众再请

回来。”

于冬说，相信2023年电影市场随着疫情的防

控优化，政策的改进，也相信好片不断的投放市

场，源头活水的不断创新，中国电影市场会在明

年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但是需要全行业的努

力，也希望全社会的支持，希望中国电影能够走

出这三年的困境，希望中国电影人能够继续发扬

这种团结奋进、不畏困难的精神拍出好电影，“只

有好电影才能把观众唤回来。”

红色经典是博纳影业的传统优势项目，于冬

在论坛上也表示希望能够翻拍《红色娘子军》，

“博纳影业前些年尝试红色经典的翻拍，比如说

《智取威虎山》等等，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票房好成

绩，也让年轻人更加深入的了解了我们传统文化

和红色经典文化，说到海南我想最应该打造的就

是重拍《红色娘子军》，这是海南独一无二的特有

的电影 IP，如果版权允许，能够重新演绎，用现代

电影技术手段进行创新表达，来重新拍一个属于

海南岛的重要电影文化 IP，博纳影业愿意为这部

电影做出贡献。”

本报讯 12月 18日下午，第四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暨首届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

论坛在三亚举行。国内外纪录片大师、导演和制

作人立足国际视野，分别就“生态美学视域下自然

类纪录片中的人文表达与技术革新”等话题展开

对话，多角度探讨纪录影像的发展与意义，探索纪

录影像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为“海南岛国际电

影节”这张展示中国风范靓丽电影名片锦上添花。

回归本真

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纪录片制

作人张同道看来，纪录片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

上经历了从“征服自然”到“消费自然”再到“认识

自然”“保护自然”的漫长转变。纪录片不仅是对

世界的观察，更是人们认知世界、传播文明的媒

介，自然纪录片则担负着更重要的生态责任。

近年来，生态问题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一大

话题，“人与自然”的主题越来越多渗透到艺术创

作中，不少优秀的自然生态类纪录片频频出圈。

“正如《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众神之地》、

《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蔚蓝之境》、《与象同

行》等多部优秀纪录影像，以其独特的主旨题材建

构和生态美学风格，传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价值观。”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省文联主席、

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夏斐说。

当镜头对准自然万物，不仅考验创作者对叙

事手法的灵活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要学会

如何与它们相处。

仅有4集、每集50余分钟片长的纪录片《众神

之地》，自今年7月11日上线以来广受网友好评，

口碑仍持续走高。论坛上，该片导演曾若海透露，

拍摄自然题材的纪录片期间，更多的时间是在等

待，“比如东北虎的感官能力相当敏锐，只有花大

量时间与它们共处，让它们感知到人类的尊重和

友善，才能拍出好的故事。”

“纪录片是最合适国际传播的一大媒介，尤其

是自然类纪录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

片中心副主任梁红说，如今越来越多自然类纪录

片从过去以动物为主角到聚焦人与动物和谐共

处，不仅让观众更好地认知、了解自然界，感受动

物间的爱与力量、残酷与坚韧，还让人们敬畏和学

习自然法则。

发挥优势

自然纪录片海南大有可为

“把纪录片放到聚光灯之下，这是本届海南岛

国际电影节的一大特色。”CCTV-6电影频道资深

电视制作人、主持人潘奕霖说。

近年尤其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以来，海南在自然类纪录片创作上，以及在亲近自

然、走进自然的文化活动上都进行了一些突破性

的尝试。

“例如，展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成果的系列人文体验活动‘雨林与

您’，自媒体话题曝光度破10亿，海外媒体传播覆

盖量超 4亿，系列生态微纪录片《这里是海南，秘

境寻踪》、纪录片《山海有名》等佳作备受关注。”中

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海

南省影视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林青说。

海南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在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不断迈出的新步伐，以

及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广阔

的内容资源和灵感源泉。

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项目

《海南万里真吾乡》现场启动

论坛上，海南日报与纪录工厂（海南）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项目《海

南万里真吾乡》正式启动。据介绍，纪录片《海南

万里真吾乡》的片名源自北宋文学家苏东坡诗作

中的名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

们期待通过打造这部回溯海南历史之源的作品重

塑海南本土文化品牌的自信。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牛晓

民表示，海南日报新媒体中心与纪录工厂携手打

造的《海南万里真吾乡》项目，不仅是一次有意义

的跨界合作，更是海南日报坚定不移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该项目旨在用纪

录影像的方式展开波澜壮阔的海南传奇，他相信，

这一项目的落地将为主流媒体讲好海南故事，发

出自贸港声音提供有效的路径。

梁红也表示，新闻媒体进行历史人文类的纪

录片创作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新闻人对于社会的

感知度，对人文的关切度，会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

独特视角，她期待海南日报出品的这部纪录片不

仅能充分展示海南的历史文化和本土的底蕴，还

能关照到全国受众的需求，站在国际传播的高度

进行创作。

（姬政鹏）

本报讯 12月 18日上午，第四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光明影院”公益

放映单元在三亚 1+X红树林影城成

功举办。三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张红艳，三亚市盲人协会主席黎绍

云，三亚市残联四级调研员赵吉振，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

长、“光明影院”项目教师志愿者胡

芳，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团委书

记、“光明影院”项目教师志愿者李昉

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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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电影对白和音响

的间隙插入对于画面的声音描述，为

视障人群打造无障碍电影，并通过覆

盖全国的公益推广，让“看电影”成为

视障人士生活的日常，推动全社会的

文化共享。自 2019年成为固定公益

单元以来，这已经是“光明影院”第三

次来到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放映无障

碍电影。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

坚成就举世瞩目，返乡创业青年成为

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本次展映特

别挑选了一部青春赋能乡村振兴题

材的电影《青春作伴好还乡》，由光明

影院团队将其制作成无障碍版本。

电影讲述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回到家

乡，带领乡亲们共创美好生活的故

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心怀祖国、报

效家乡的赤子情怀。展映现场，数十

位残障人士和陪同人员共同观看了

这部无障碍电影。

张红艳在致辞中表示，“光明影

院”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重要的放映

单元，为丰富视障人士的精神文化生

活做出了重要贡献，期待三亚市以此

为契机，以电影为支点，进一步营造

全社会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浓厚

氛围，为残障人士搭建更多平等享受

文化权益的平台和机会。

胡芳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指出要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强

调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

服务体系的重要性。在国际电影节

中设立面向视障人群的无障碍电影

公益放映单元，是党和国家发展残疾

人事业、文化事业、人权事业的大事，

是无障碍信息传播领域的好事，也是

服务广大盲人朋友的实事。

从2017年创立至今，“光明影院”

已走过了整整五年，修筑起一条又一

条通往视障人士精神世界的“文化盲

道”。未来，“光明影院”将继续坚持

每年制作 104部无障碍电影，立足高

校实践，依托国际电影节搭建的广阔

平台，为更多的视障人士带去光明和

色彩，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视障群体，

助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为文化强国

建设奉献力量。 （姬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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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像传递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首届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海影节期间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