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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澜
清）近日，IM两岸青年影展的多部
优秀短片在北京、台湾两地展映，
众多来自行业内的导演、制片人、
策展人以及观众到场观看影片，
并与主创团队进行映后对谈交
流。通过此次展映活动，让 IM两
岸青年影展的热度继续在全国延
续。

“这么年轻就可以拍出如此淳
朴、简单、让人陶醉的影片，令人惊
喜。”当天，在北京举办的 IM青年短
片展映现场，一位观众看完影片
《手风琴》后这样评价。

在第二届 IM两岸青年影展中，
由北京电影学院艾麦提·麦麦提导
演的《手风琴》从 1376部作品中脱
颖而出，获得本届影展的麒麟最佳
影片，备受关注。此次，他也在现
场与观众亲切互动，收获不少粉丝
的关注。

所有电影人都希望自己的作
品有机会展现在观众面前，得到
大家的评价。面对现场观众的犀
利点评时，影片《我们这一家》导
演郭婉容谦虚地表示，作为青年
影人，自己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未来计划把影片做成一部长片。

“这也是我参加平潭 IM‘生生不息
’训练营的原因，希望我的片子可
以得到更多老师的指导，帮助我
改进。”

当天，身居中国台湾的导演隋

淑芬通过线上方式，与现场观众进
行交流。她说，为了更好拍摄“阿
尔兹海默症”的病患故事，她在前
期做了田野调查，通过翻阅报纸杂
志、寻找人物范型，实地走访观摩
病患真实生活，并特意重温日本名
片《楢山节考》，最终剧作真实饱
满。

此外，《终点之前》《为安》《我
们这一家》《双人套房》《好学生阿
强》《把风》6部 IM优秀影片在台展
映，这也是 IM两岸青年影展作品在
台湾的首映。现场，部分主创人员
与现场影迷见面互动。

据悉，去年 IM两岸青年影展就
走进全国 70所高校合作举办了 86
场青春放映，今年展映活动仍将继
续。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1月，第
二届 IM两岸青年影展克服疫情影
响在岚成功举办，活动已跻身国内
三大青年影展。本届共有全球290
所高校参展，1376部作品参赛，台
湾地区 26所高校主要通过线上方
式参赛，报名作品 103部。影展以
高规格、专业化、成长性赢得媒介
影响力与话题传播热度，近百家两
岸权威媒体、电影自媒体、行业大
号关注报道，全网传播量超 3.5亿，
其中，话题传播量超 2.5亿，网络直
播点击量超9000万，短视频传播量
3000万，达到准现象级的传播效
果。

本报讯（融媒体见习记者 钱伊
芳）疫情难阻两岸情，以艺促融心
连心。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曲艺云
端欢乐汇”将于明日开启，届时市
民朋友可通过中国台湾网、微信、
新浪微博等平台观看直播。

活动由中国曲协、福建省文
联、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共同主
办，中国文联曲艺艺术中心、福建
省曲协、《曲艺》杂志社等单位承
办，联合曲艺杂志融媒等视频平台
共同打造。

届时，海峡两岸曲艺家将于线
上倾情献艺，舞蹈、快板、相声、评
书评话联说、南音、相声、西河大鼓
与京韵大鼓、泰雅说唱、福州伬艺

多个曲种十一个节目将轮番上演，
打造一场跨越空间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盛宴。

实验区文联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活动举办的这十年来，深刻感
受到两岸的真挚情谊，接下来还
将坚持与时代同行，坚持搭建两
岸曲艺沟通的桥梁，继续深化融
合发展、坚持守正创新，传承曲艺
薪火。

“海峡两岸曲艺欢乐汇”是国
台办确定的长期对台交流重点项
目，自 2011年以来，在推动海峡两
岸曲艺界交流互鉴、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增进两岸民众情感交流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IM优秀影片在京台两地展映

明日
开启 两岸“云端”共享欢乐汇

换一种方式打开平潭

岚岛蓝天白云下，绿树葱郁的长江澳风车田里，辽阔寂寥的

沙地底金色沙丘中，一群音乐人弹奏着吉他、吹奏着口琴、拨动贝

壳风铃抒情演唱……近日，平潭本土音乐人肖勇以自己创立的音

乐工作室“拾音光年”为名，在微信视频公众号和Bilibili网络视

频平台发布了两支歌曲MV，得到无数网友点赞。

视频中，空灵的音乐、迷人的声线与如画般的平潭滨海景色

完美融合，令人产生一种想穿越山河湖海，背起行囊奔赴海岛的

冲动。“希望通过拍摄音乐MV，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的本地音乐人，

展示平潭大美风光，让平潭蓝更具人气。”肖勇说。

肖勇等人翻唱的歌曲来自台
湾音乐人张震岳的《抱着你》，MV
拍摄地就在平潭长江澳风车田。
开场画面里，在岚创业的黑龙江音
乐人齐曦彤吹奏起一段悠扬的口
琴，而后肖勇和他的小伙伴施宇
翔、林霞等几位平潭人加入了吉他
伴奏、沙锤等乐器，他们还别出心
裁将贝壳串成风铃，加入乐器演奏
中。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
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
让我紧紧抱你……”，伴随着富有
磁性的嗓音，长江澳风车田里成片
的绿植、大海等元素交替出现，风
车缓慢地旋转着扇叶，仿佛时间都
变得很慢……

而在另一支 MV 中，肖勇和
施宇翔手持吉他，弹唱香港音乐
人陶喆的经典歌曲《流沙》。在

平潭沙地底的金黄色沙海上，两
位少年微闭着双眼，一边弹奏一
边演唱，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动听的吉他和嗓音，似乎能直抵
心灵。

据肖勇透露，这两支歌曲MV
拍摄于去年十月。“我们那天前往
了两个场地拍摄取景，拍摄总体很
顺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很享受
美景与音乐双重美好。”回忆起拍
摄时的场景，肖勇仍历历在目。他
不仅作为团队的吉他手，还负责歌
曲的改编、MV摄影剪辑等工作，
可谓身兼多职。

“大家都是音乐爱好者，基本
都在外地工作，这次刚好聚集到一
起，实属难得。”肖勇坦言，平潭的
诸多美景让他很早就有拍摄歌曲
MV的打算，将拍摄计划付诸行动
十分开心。

平潭拥有绵延的海岸线、高
饱和度的蓝天白云、壮丽的海蚀
地貌景观……这些都是吸引肖勇
拍摄歌曲MV的重要元素。

他坦言，平潭很多小众的美
景很少人知道，也未曾被踏足。

“我们拍摄的不仅是歌曲MV，也
是一种旅游宣传片，宣传大美平
潭风光，希望有更多人来平潭旅
游。”肖勇说，以平潭沙地底的沙
漠景观为例，在海岛实属难见。
很多外地游客甚至觉得这是西
北沙漠的景观，不可能出现在海
岛上。

“我要用音乐视频告诉他们，
这种异域景观的美景就在岚岛，
这里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极富魅
力的民俗文化风情，值得他们实

地感受体验一番。”肖勇说。
目前，《抱着你》和《流沙》这

两支歌曲MV发布至 Bilibili网络
视频平台后，点击数近 2万，圈粉
不少网友。他们用溢美之词，为
肖勇等音乐人“打 call”，为平潭美
景点赞。网友@吃花花的椒喵说：

“非常喜欢你们的合唱，是我听过
的最佳翻唱”；网友@哥学搭表示：
在流沙上唱流沙，点赞；网友@夏
小哼 Summer说：这歌不能更应景
了，真是用心；网友@凯沃思直言：
等空闲的时候要来平潭游玩……

谈起下一步的拍摄计划，肖
勇表示，未来将带领小伙伴们

“解锁”更多的平潭美景，把他们
加入MV场景当中，以此宣传平
潭美景。

在平潭音乐圈，职业音乐人
肖勇可谓“小有名气”。

1992 年出生的肖勇虽然年
轻，却已闯荡过国内各大音乐比
赛并屡获殊荣：他所创建的“薄荷
绿乐队”曾荣获 2017年迷笛校园
乐队大赛全国季军、2018年虾米&
滚石原创乐队大赛季军等，也是
福建省唯一一支参加2019年综艺
节目《乐队的夏天》的乐队。

作为吉他手，肖勇还常年活
跃于如金鸡奖颁奖典礼、迷笛音
乐节等国内重大活动的音乐舞
台，与高水准的音乐人、艺人同
台。

作为平潭音乐人，他更是把
对家乡的思念和故里文化的自
豪作为创作元素，长期致力于为
平潭创作原创歌曲，包括歌曲
《蓝眼泪》《小城之南》等。去年，
肖勇携手旅美音乐人夏梦共同
创作的《海坛故事》参加“南岛
语·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
歌声唱响平潭”原创歌曲征集活
动，获得了一等奖。

目前，肖勇因工作经常奔波
于平潭、厦门两地，他还在平潭创
办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拾音
光年。工作室旨在为平潭专业音
乐人提供一个创作、录音的良好
环境，为家乡音乐艺术产业发展
作点贡献。“平潭是我的根、我的
家，是一个无论我走多远、有多大
成就，都希望能回来为它做点什
么的地方。”肖勇说。

对于平潭发展音乐艺术文化
产业，肖勇坦言：“平潭不缺少有
才华的音乐人，如何培养和挖掘
本土音乐人，培植鉴赏音乐艺术
的土壤，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肖勇希望，平潭可以多
举办一些高水平、高质量的音乐
赛事和音乐节，活跃音乐艺术的
氛围；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批音乐
艺术的聚落和工作室，吸引两岸
音乐人在岚聚集；通过政策扶持
等手段，让他们沉下心来搞创作，
为平潭量身打造更多富有“身份
标识”的原创音乐，带火带活平潭
的音乐艺术文化产业。

■融媒体记者 陈澜清 文/摄

多地音乐人携手共演绎

山海美景借助音乐出圈

音乐少年为平潭鼓与呼

↑肖勇（左）和施宇翔在平潭沙地底弹唱歌曲《流沙》视频截图

↑北部生态廊道将成为肖勇下一部MV取景地

↑平潭沙地底的沙海景观

→用贝壳做成的风铃 视频截图

岚岛音乐人创作MV，在网络视频平台推介山海风光，圈粉无数

热度
不减

↑平潭长江澳风车田里，肖勇与伙伴们一起演奏歌曲《抱着你》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