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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圈椅是我做的！」看着電視上播放
的年代劇《遠大前程》，46歲的朱冬青一眼
認出了他做的道具。只要劇中出現了自己製
作的道具，這位在浙江省東陽市橫店影視城
生活了18年的老「橫漂」一準能認出來。
朱冬青是橫店出名的「道具大王」。來橫店
拍攝的大小劇組都會到他開的「朱仔道具工
作室」租道具。在他工作室的抽屜裡，一本
「業務來往劇組」寫有上千部影視劇的名
字。這個筆記本記錄了他的事業，也記錄了
橫店影視產業的發展。

匠人態度打造好口碑
上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產業尚在起步階
段。依靠工業起家的橫店，敏銳地抓住了影
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機遇，一座「東方好萊
塢」逐漸崛起。

朱冬青是做東陽木雕出身，曾在廣東打了
8年工。2000年左右，拍電影成為了橫店最
時髦的行業，已返鄉的朱冬青也毅然加入了
「影視大軍」。從劇組的美工做起，憑藉年
輕時在木雕廠工作養成的「精雕細琢」的匠
人態度，他逐漸成為行當裡交口稱讚的「老
師傅」。
2007年，朱冬青在橫店鎮大智街開了全

鎮第一家道具店。抱着對小道具極大的鑽研
熱情，朱冬青用各種「土辦法」解決了劇組
交給他的難題，無論是木製「手榴彈」、手
提皮箱還是保險櫃、各類「江湖暗器」乃至
飛機操縱桿。「只要給我圖紙，我都能想法
子給你做出來。」
有些道具師已經和朱冬青合作了十多年，

來了不多說，直接把剛開機的劇本甩給他，
朱冬青就能提供從創意構思、設計繪圖、材

料收購加工到最後的成品製作的一條龍服
務。「連圖紙都省了。」朱冬青笑稱自己包
攬了設計、美工、道具等多個職務。

道具升級影視高科技
影視劇的拍攝標準現已由標清升級為高

清，觀眾的審美也開始追求更細膩的清晰
度。為了適應新要求，朱冬青的道具製作也
不斷升級。以前用泡沫鑄的燙金的鼎或燈飾
都被樹脂材料的道具取代，許多道具甚至需
要特別定製。
「不過，道具的成本正不斷被擠壓。」朱

冬青坦言，影視劇生產其他環節中的資金投
入不斷上漲，使得劇組長期壓縮着在道具上
的支出。儘管如此，朱冬青仍堅持着東陽木
雕的工匠精神：「寧可不做，也不能做次
品。」

18年下來，朱冬青對木
工、雕刻、鐵藝、繪畫、
皮藝等工藝樣樣精熟，練
就了道具圈裡的「十八般
武藝」。除了朱冬青這樣
的「草根道具大王」，橫
店還有近千家能生產較高
科技含量道具的公司。
「如果劇組前一天訂購

了100件秦漢時期的冷兵
器，第二天一早最便宜、

最專業的道具就會送到拍攝現場。從壯觀的
時代建築到小小的一根棍棒，所有的道具都
被做精做深。」浙江橫店影視城有限公司董
事長桑小慶說，「道具公司是橫店影視周邊
服務中的一環，是市場細分的一部分。依靠
這種全方位的細微服務，橫店在二十餘年間
完善了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
如今，橫店不僅擁有規模可觀的影視實景

拍攝基地、日趨完善的演員工會、道具及服
化、後期製作等配套服務體系，還有影視產
權交易平台、地方電影電視劇審查中心。
「拿着劇本來，帶着片子走」的速度愈來愈
快。

近年來，中國電影產業快速發展。橫店影
視文化產業實驗區管委會副主任朱國強說，
為了順應市場發展需要，橫店在原本以歷史
劇實景拍攝場地為主的基礎上，與國際後期
製作團隊合作，再增加60多個高科技攝影
棚，計劃到2020年前完工。
朱冬青也把眼光投向了影視高科技。去年

他投入數百萬，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影視特
效公司，好萊塢大片中的飛車追逐、高空翻
車，用他的特技設備都能實現。「高科技是
未來影視行業的發展趨勢，光動手不動腦可
不行。」朱冬青對未來的生意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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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道具大王影視道具大王」」朱冬青朱冬青橫店尋夢記橫店尋夢記

■■「「道具大王道具大王」」演示古董道具演示古董道具——手搖放映機手搖放映機。。 ■■朱冬青道具工作室裡陳列的古董相機朱冬青道具工作室裡陳列的古董相機。。

■■朱冬青展示自製的朱冬青展示自製的「「伸縮匕首伸縮匕首」」道具道具。。

通過前幾任主任的力拚，將香港人
赴台旅遊數字推上高峰，創下很

好的成績，現在周欣毅要從高點起跑，
應該較辛苦和較大壓力吧？「有同事協
力，有台灣業者的支持和鼓勵，還有群
喜歡遊台灣的香港客人支持。」他笑着
說：「其實，我接受新崗位沒有特別大
的壓力，我是來學習如何行銷台灣。我
希望吸取前幾任主任的成功經驗，再想
一些新的方法來速銷台灣。學習怎樣將
好產品背後的故事帶給香港人知道。當
然希望赴台旅遊數字維持上升，但我希
望爭取高消費一族及年輕愛運動一族，
開拓新的另類旅客群。」

發掘新景點 策劃多元活動
「我在香港常被問到，已去過多次台

灣了，還有什麼地方好玩？去台灣很方
便，很想去，但不知去哪裡好玩些？所
以我希望為他們找到遊台的最好方法和
最新的東西。例如配合今年台灣觀光局
推廣『海灣旅遊年』，在香港國際旅展
上也強烈推介『潛行台灣-Beneath Tai-
wan, Beyond Dive』。」台灣四面臨
海，海岸線很長，有不少海灣真的很
美，台灣有六大潛點：小琉球、墾丁、
蘭嶼、綠島、東北角、澎湖等。他介紹
道：「小琉球海龜共游、墾丁豐富珊瑚
生態、蘭嶼壯闊海底地形、綠島世界級
潛點資源、東北角微距生物天堂及澎湖
南方四島特殊珊瑚等……水下資源各有
特色外，台灣潛水旅遊與東南亞國家相
比，毫不遜色！」
他又指出「台灣十島」：宜蘭龜山

島、台東綠島、蘭嶼、屏東小琉球、澎

湖七美、吉貝島、漁翁島（西嶼）、
金門烈嶼（小金門）、馬祖北竿、東
莒島等，離島旅遊魅力很強！旅客到
具特色生態景色的離島可觀光及潛
水，費用相對去其他地方潛水便宜。
上月他們亦舉辦了「台灣好樂園嘉

年華」活動，帶着11間台灣主題樂園
來港推介，不說不知，全台灣有多達24
間主題樂園，從北到南、從平地到高
山，主題多樣豐富，有台灣原住民文
化、親子自然科學教育、海洋及野生動
物等，而門票格價亦較優惠；家庭客則
可去台三線沿線上的主題樂園，如小人
國、六福村等。這些宣傳推廣都是長遠
投資，要讓港人先了解，後行動。
「近年赴台的港澳旅客有年輕化趨

勢，逾90%是自由行，年輕人愛自助
遊，及易受潮流氣氛影響，所以我們要
找些跟得上熱潮的動感項目推薦給他
們。」周主任認為，年輕人可去高海拔
的雪霸國家公園，行山、看雲海及賞星
星，而南投清境民宿業者就正在向國際
暗天協會（IDA）爭取認證，設置「合
歡山國際暗空公園」，使高海拔的合歡
山成為觀星、望月、賞銀河的勝地；還
有單車、跑步等活動，將旅遊與運動結
合，如將於11月3至4日舉行的「It's
Time for Yoga Carnival 2018」，在台
北朱銘美術館和苗栗翩翩泰安PPTA的
戶外場地舉辦，希望兩地瑜伽愛好者可
以聚首一堂，特別讓香港的朋友能感受
台灣美麗的自然環境，從而享受戶外瑜
伽的滋味，屆時將集合逾八百多名瑜伽
愛好者，希望他們能親身體驗瑜伽×旅
遊的樂趣及台灣的美好。

特色溫泉港澳人士至愛
與此同時，將於11月3日繽紛亮相的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是台灣今
年最大型活動，他指出由於已經舉辦多
屇，港澳居民也已熟悉，花卉博覽又發
展出主題產品，「花卉宴」等等，所以
有一定吸客力。
加上又到秋冬季節，賞紅葉、泡溫泉

是旅遊賣點，台灣的溫泉水質好，受日
本管治影響，台灣溫泉文化和日本接
近，所以亦很棒，不少歷史悠久的溫泉
酒店和新建的溫泉民宿，水準很不錯，
對喜歡浸溫泉的香港人來說應該很有吸
引力，只是他們未曾了解。近日台灣觀
光局在香港連續兩日舉辦「台灣溫泉嘉
年華2018」，邀請14家特色溫泉旅館
負責人親自由台灣飛到香港，向港人介
紹隱世特色溫泉勝地，台灣北、中、
南、東部都能滿足不同需要。除了介紹
當地特色溫泉，嘉年華有溫泉小食堂和
溫泉小學堂，為香港市民提供台灣當地
美食和養生服務，包括溫泉蛋、養生
湯、穴位按摩，現場更設有多個DIY工
作坊，讓大家體驗台灣獨特的文化，感
受當地風土人情，加深香港人對台灣溫
泉資源的了解，慢慢就會形成信心，從
而選擇赴台泡溫泉。嘉年華現場溫泉旅

館更以買一送一優惠吸引港人。

做好遊學弘揚中華文化
周欣毅還有更多抱負：一是推動港人

遊走台三線；二是希望爭取做好遊學團
旅遊板塊。他說：「除台北、台中、高
雄這些一線城市外，其他城市亦有特
色。『台灣觀巴』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台
三線短線遊，助大家免除遊走台三線的
交通煩惱。行程都是一天或兩天團，可
讓旅客靈活自選喜歡的行程，而且全程
提供觀光導覽服務、旅遊保險，以及飯
店或機場交通接送，十分貼心。台三線
上的4個縣市、26個鄉鎮、近80個古
蹟、手信店及景點，可使旅客充分體會
這兒的豐富人文、生態及產業多元
化。」
他亦十分重視推動港學生遊台，特別

與旅遊學庫合辦中小學生「遊學台灣行
程設計比賽」，來年他也希望搞大專學
生的遊台行程設計比賽，由香港大學生
告訴台灣人，台灣有哪些秘境是很有吸
引力的，相信這樣更能把握香港青年人
的口味。同時，他認為台灣學院有好的
中文、歷史文化底蘊，文創風氣好，很
希望藉着遊學弘揚中華文化。聽說他的
文筆非常好，不知這些是否令他有所感
悟。
同時，周主任明白香港人對吃是很着

迷的，他希望系統性包裝一些台灣地道
飲食主導的行程，希望港澳居民經常到
台灣「搵食」。他來港工作後，為了盡
快融入香港的節奏，他放假或放工，會
在香港的街頭轉轉，或去離島郊外遊，
除了搵食外其實另有目的，是探索香港
人的生活口味，從而想一些迎合香港人
喜好的旅遊推廣點子，更有利推廣台灣
的旅遊產品，很聰明的哩。對於未來的
工作，他同樣充滿信心。

旅遊業對台灣來講是重要產業和經濟支柱，台灣觀光局很重視

旅遊推動和市場開拓，港澳市場從來都是重鎮。今年初，台灣觀

光局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周欣毅臨危受命，來港接替身體抱恙的蔡

主任，這個仍一臉孩子氣的帥氣主任，「官仔骨骨」卻甚愛運

動，適應力強，到港後即被媒體封為「男神」。雖然沒有駐外經

驗，但他一派淡定，按部就班展開工作；而且懷着抱負，默默實

踐用新構想去行銷台灣旅遊業。 採/攝：焯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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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欣毅與南投旅遊業者李從秀周欣毅與南投旅遊業者李從秀（（左左）、）、南投南投
觀光處黃山科長互相支持觀光處黃山科長互相支持。。

■■周欣毅本周欣毅本
身是潛水高身是潛水高
手手，，推廣推廣「「潛潛
行台灣行台灣」」最最
具說服力具說服力。。

■■周欣毅重視周欣毅重視
推動港學生遊推動港學生遊
台台，，特別與旅特別與旅
遊學庫合辦中遊學庫合辦中
小學生小學生「「遊學遊學
台灣行程設計台灣行程設計
比賽比賽」。」。

■■周欣毅分享台灣水果旅行周欣毅分享台灣水果旅行。。

■■台灣溫泉酒店業者專門來港參加溫泉嘉年華台灣溫泉酒店業者專門來港參加溫泉嘉年華。。

■■周欣毅假周欣毅假
日到西貢橋日到西貢橋
咀島體驗咀島體驗，，
探索港人的探索港人的
生活口味生活口味。。

■■不少港人到台不少港人到台
灣旅行會特別去灣旅行會特別去
逛書店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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