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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9 個月發掘機遇大開眼界

●今天的
羅鈞滿踏
實不少。
實不少
。

羅鈞滿瞄準大灣區
籌 備 出廣東歌
場地：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李 思 穎 ） 現 年 37 歲 的 羅 鈞 滿
（Moon）於 2016 年離開無綫後，中間經歷過一段「空
後在修例風波及疫情的雙重打擊下，各行各業都處於停滯
狀態，Moon 在機緣下於去年 4、5 月時簽約藝能旗下，

●羅鈞滿
在演藝路
上重整旗
鼓，北上發
掘商機。
掘商機
。

盼在演藝路上重整旗鼓，奮鬥拚搏，再戰幕前，前一段日
子他北上發掘機遇，一留便逗留近 9 個月，讓他對內地文
化的認識日甚一日，親身體會國家的地大物博，繁榮昌
盛，亦寄語香港與內地共融，共創美好國家！
離開無綫已有 5 年，度過人生高低起跌，
轉瞬間，Moon
眼前的他踏實不少，回想昔日發生的負面事情，在沉澱

日子裏，他反覆思量哪些事情可以精益求精，哪一些三思而
行，的確令他更成長。儘管不少藝人離巢無綫後便會公開力
數舊東家不是，然而，Moon對無綫沒有一絲怨念，亦對公司
栽培存感恩之心：「沒有無綫訓練班，沒有安排拍劇，也不
會有人認識我，從來不覺得 TVB 待我不好，應該說是對我好
好，給予工作機會，可能我走時沒有大吵大鬧，所以不是很
多人知我已離開吧！」

在內地摸索自媒體運營技巧
回復自由身的 Moon 毅然到內地拍了幾部網劇，發覺事與
願違，遂轉移到不同地方走埠商演，亦隨昔日無綫一班幕後
同事搞製作公司，在爆發修例風波之際，可幸上遊輪商演，
收入上不是問題，惟甚少作品曝光而陷入「空白期」，直至
去年中加盟藝能，希望可重新投入演藝業
奮鬥，奈何一場新冠疫情，顛覆了
人們生活所有，令工作停擺，
Moon不想守株待兔，碰上同門
趙浚承要返內地工作，Moon 便
跟着北上發掘商機，就這樣去
● 上 月
年 9 月到深圳隔離，前所未有
底，羅鈞
在內地逗留了8 個半月，其間遊
滿已在港
走了深圳、廣州，北京等多個地
接種第一針
方，不斷加深對祖國的認
科興疫苗。
知，他認為最棒是隨校長
譚詠麟登上吉林長白山
天池，江山如畫令他大
飽眼福！
Moon 說：「最初計劃
留半個月，主

Greyhound Café Galleria

白期」讓自己去沉澱思考，認清楚事情的可為與不為，之

●羅鈞滿有份拍攝網劇
羅鈞滿有份拍攝網劇《
《黑金風暴
黑金風暴》。
》。

要是和內地製作團隊進一步摸索自媒體運營技巧，但完成隔
離後，很快有機會舉行線上音樂會，當時正藉在隔離的校長
也有連線支持，後來待久了便很適應那邊生活模式，更不想
返香港，時值香港疫情在爆發，內地已控制好疫情，他們只
要進入場所掃碼，遵守正常規矩出入，相對比較自由。」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不乏人才資源，港人返內地發展面對
激烈競爭，Moon謂：「現時網絡平台發達，好容易可以將作
品放上平台，無疑機會多了，競爭也大了，汰弱留強是必然
的事，無可否認香港藝人北上發展不及以前容易，內地人才
濟濟，尤以 20 至 25 歲年輕一代藝人層面特別多，市場上比較
缺介乎 30 至 40 歲這個年紀有經驗的藝人，對我來說可能在發
展上有另一局面，有存在的空間。」

加深對祖國認知冀闖出一片天
香港藝人北上發展靡然成風，大灣區更是機遇處處，Moon
了解後仔細分析：「今個農曆年，內地因疫情防控開啟了就
地過年，非必要不出境，我就隨朋友由深圳到湖南衡陽玩，
原本 6 個小時的自駕車程，回程時足足用上 18 小時，通宵駕
車才回到深圳，大家都在春節假期完結前開車回來，堵得水
洩不通，墟冚情境令我大開眼界，以前細個只返過深圳羅
湖，今次給我很深體會一個深圳市已經好大，可見國家地域
遼闊，要在內地發展，由深圳延展到整個廣東省，放眼大灣
區都已經有很多發展路向，始終廣東話佔上優勢。目前位於
廣州的珠江影業集團也是全國第四、五大的影業國營機構，
亦正大力推動廣東省文化，所以先踏足南方市場再轉移北方
市場也不遲，我在內地碰見都是熟口熟面來自香港的幕後
人，他們都想找一些香港盟友合作，大家都抱着實幹精神，
互相幫忙團聚力量共闖出一片天。」
Moon 在內地期間首度參與中央電視台大型綜藝節目《星
光大道》，開了個「頭彩」，近期有機會跟香港一
班演員林峯、黃浩然合作拍攝網劇《黑金
風暴》，也是離開無綫後

首個接演的「正式」角色，他完成了深圳戲份，最近已
回港拍攝餘下場口，並抽空接種科興疫苗，預計 7 月
再回內地籌備廣東新歌，對事業滿腔熱忱。

反對判斷事情對錯以立場行先
香港一場修例風波出現嚴重政見對立，Moon 的朋
友圈都有持不同立場的人，他先不理各自的「站
位」在哪一方，但做人最基本要學懂尊重，他
謂：「有些認識已久的朋友就因為彼此立場不
同，可以為些微不足道問題講出難入耳說話，
尊重變得廉價，點解單憑政見一面來
判斷事情的是與非，那麼本身的
是非觀豈不蕩然無存？昔日港
人在內地的光環已掉下來，打
了折扣，自己覺得大家同是
中國人不該分你或我，應視
作一家人，一條心，做好
自己國家的事，共同對
外 ， 而 不 是 內
鬥。」

●羅鈞
滿隨譚
詠麟等
天池。
人登上
吉林長
白山

●羅鈞滿參加央視節目
羅鈞滿參加央視節目《
《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
》。

遊走中華大地 李國麟超充實

長三角電影合作 尋求協同發展 挖掘市場多樣性

●首次到紅色景點參觀
首次到紅色景點參觀，
，李國麟覺得十分有意義
李國麟覺得十分有意義。
。
香港文匯報訊 藝人李國麟早就洞悉內地高速發展所帶來的機
遇，近年積極拓展內地市場，疫情下，他也不時往來香港內地
工作。這兩個月，李國麟再度北上拍戲，亦出席發布會、代言
活動，以及登台，李國麟表示：「我 4 月 30 號上嚟，隔離出嚟
之後馬不停蹄，到了桂林、石家莊、貴陽、信陽、南城、湖
南、福州、福清，很充實！」他指休息幾天又去杭州、河北、
澳門、海口、滄州等地，也有其他工作還在談，要視乎檔期。
李國麟遊走大中華各地，寓工作於娛樂，趁空餘時間旅遊參觀
景點，在河北省他特別去了國家一級博物館「西柏坡紀念館」
參觀，這是中共中央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駐西柏坡期間歷史
的博物館，了解到西柏坡紀念館基本陳列包括西柏坡中共中央
舊址、西柏坡陳列展覽館、廉政教育館、西柏坡國家安全教育
館、西柏坡豐碑林等五處。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完好保存了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五大書記舊居和七
屆二中全會、九月會
議，以及軍委作戰室
等 13 處舊址，並配有
文物、文獻、圖片、
資料等大量展品，承
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
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
命家在西柏坡戰鬥、
生活的豐厚歷史記
憶，傳遞了重要的歷史
信息與教育意義。首次
到紅色景點參觀，李國
麟覺得十分有意義。
●李國麟到訪西柏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019 年，長三角電影發行放映聯盟落地，
成功搭建了滬蘇浙皖三省一市全方位的合
作框架。去年，在新冠疫情影響之下，全
國影院停業長達六個月之久，給內地電影
市場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面對
困境，長三角地區影院積極開展自救，
2020 年長三角累計電影票房達到了 52 億
元，佔全國票房的四分之一，成為了中國
電影產業強勢復甦的區域市場之一。今年
「一帶一路」電影周首次走進長三角，讓

●上影節設長三角電影合作論壇。 夏微 攝

更多觀眾在家門口就能感受到上海國際電
影節的光影魅力。金爵論壇也特設長三角
電影合作論壇，來自長三角地區的影視企
業代表交流經驗，為長三角電影深度聯動
出謀劃策。
寧波市電影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
事長、總經理鄭開顏表示，疫情讓長三角
的電影人更加明白和珍惜抱團取暖的意
義，加速推動了長三角電影行業的深度合
作。「在應對這場危機中，上海發揮龍頭
帶動作用，主動分享經驗，互通信息，讓
我們受益匪淺。」
從共同抗擊疫情影響，到「一帶一路」
電影周的展映合作，長三角電影合作已摸
索出一些成功經驗和模式，但在統一機制
和細分市場上，仍留有許多空間和潛力尚
待挖掘。對此，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理
事夏純仁提出兩點建議——第一，盡快建
立協調機制，尤其是面對重大公共事件，
能及時互通信息，分享經驗，統一決策；
第二，打造長三角地區的電影資源共享平

台，形成一體化產業群。他表示，長三角
三省一市各自擁有得天獨厚的影視資源和
產業優勢，應該充分利用好這些差異性和
多樣性。
沃思達中國集團執行總裁、上海市電影
發行放映行業協會副會長王奐則表示，長
三角擁有最優質的觀影土壤和最熱情的觀
影人群，應當在影院經營的差異化上有所
突破。他表示，國際上很多院線已經不再
把電影放映當成單一的經營模式，「他們
討論更多的是賣品，比如怎麼樣去做餐飲
的服務、衍生品的銷售，包括其他多樣化
的經營。」
浙江星光影視有限公司總經理、浙江省
電影放映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富海芳表
示，長三角電影行業經過多年的高速發
展，職業化和系統化的人才依然缺少。 對
此，蘇州電影業協會監事長、執行會長張
江林呼籲長三角影視行業應當盡快建立統
一的規範，鼓勵人才的合理流動，同時防
止不正當的惡性競爭。

丁晟勉視頻創作者 將想法付諸實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第 24 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短
視頻單元入選推薦作品昨日揭曉。本次入選推薦作品包括：導師團
特別推薦作品——《夏至之後》；最佳導演短視頻作品——《盡情
舞蹈：熵》；最佳紀錄短視頻作品——《倉庫裡的結婚照》；最佳
動畫短視頻作品——《酒兒》；最具探索精神短視頻作品——《匿
名用戶》；最佳製作短視頻作品——《模式》；咪咕特別關注作
品——《打球吧！少年》；最佳 VR 效果作品——《基日俄羅斯的
木藝奇觀》；最佳VR作品——《我生命中的60秒》。
包括國家一級導演丁晟在內的導師在談及對作品推薦的選擇標準
時均提及了創作熱情和主旨表達。丁晟指出，作為創作者一定要忠
於自己的熱情和創作點，而非一味地依附時代，或呈現出花哨的表
象。不過他也多次提及，如今不少短視頻在故事的表述上還需下一
番功夫，如何在有限的片長內通過合理的手法和編劇，把想要展現

的故事講得精彩，需要創作者用心思考。
而談及未來短視頻與電影的發展，丁晟認為，兩者將並存，各有
各的精彩。但無論哪一種類型，都需要創作者保持創作熱度，「手
要熱，別光動腦子，越大膽越純粹越好。」
●短視頻單元入選推薦作品揭曉
短視頻單元入選推薦作品揭曉。
。 夏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