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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太原電 平遙國際電影展組
委會28日對外稱，第六屆平遙國際電
影展將與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
攀登計劃」合作，增設產業單元「遷
徙計劃．從文學到電影」，為電影產
業推薦最新的、具有電影改編潛力的
文學作品，為文學作品提供影視化合
作與孵化平台。
「遷徙計劃．從文學到電影」單元

特邀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詩人何向
陽，作家、編劇李修文，詩人楊慶
祥，小說家雙雪濤，電影導演、編
劇、作家程耳，製片人蔣浩，電影監
製、編劇王紅衛，電影導演、編劇、
作家萬瑪才旦組成推薦委員會，由詩
人、評論家歐陽江河擔任策劃顧問，
聯合雜誌《收穫》和《十月》、人民
文學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譯林出版
社等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
計劃」聯席會議旗下32家重點文藝類
出版單位，推薦出最終入圍的文學作
品，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期間進行影視
合作推介。
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門類，文學與
影視向來關係密切，造就出無數文化
藝術精品。「遷徙計劃．從文學到電
影」單元旨在促進文學與影視領域的
融合接軌與產業合作，推動文學作品
向影視轉化。
最終獲得推薦的入圍作品均為近幾

年通過專業期刊發表、出版機構出版
或網絡平台發布，且尚未進行任何影
視化開發的文學作品，體裁不限、內
容不限、篇幅不限。目前，推薦委員
會已收到32家文藝類出版單位的近百
個初推作品，近日將從中精選出入圍
作品。
入圍作品代表將出席平遙國際電影

展，面向國內外影視版權採購機構、
版權項目開發機構、製片公司、製片
人、編劇、導演、銷售商、發行機構
等產業人士進行作品推介，並參加電
影展相關活動。此外，平遙國際電影
展將為入圍作品提供專門的洽談空
間，為作品代表和電影產業人士提供
一對一的交流機會。
平遙國際電影展創辦於2017年，

每年於擁有2,700年歷史的平遙古城
舉辦。電影展由平遙電影展有限公
司與山西傳媒學院山西電影學院聯
合主辦，擁有電影展映、產業、學
術、教育四大板塊。除了針對文學作
品的「遷徙計劃．從文學到電影」，
產業板塊還包括針對發展製作中華語
電影長片項目的「發展中電影計
劃」、針對電影劇本項目的「平遙創
投」等單元，致力於為電影項目和
新銳創作人提供產業溝通、資源互
動和融資平台，為優秀作品提供孵
化機會。

對我來說，時隔幾年過去，香港的一
切都顯得熟悉而陌生：在內地發生巨大
變化的同時，香港也發生了不少的變
化。面對這樣的變化，人是不免會有點
害怕的：當疫情（或者「後疫情」？）
徹底改變了原本被視為「正常」的生
活，人就會特別想抓住自己能掌握的部
分。但與其畏首畏尾，真不如親自走一
走，看一看，擁抱一下尚不熟悉的新環
境，這也是我最近在做的事。
前幾天，帶家裏八十一歲的外婆去看
了一場特別的演唱會。唱歌的葉振棠、
李龍基和陳浩德幾位，都可以算是父輩
甚至祖輩級的名歌星，是香港樂壇上世
紀起步時的貢獻者。他們的名字於我已
不是很熟悉了，但看到他們七十多歲依
然在舞台上勁歌熱舞，又看到外婆開心
得像個孩子，頓時感覺年輕原來只在心
態。香港明星眾多，年高德劭的更是大
有人在，如果回到內地，應該是很難看
到這樣「老人家」級別的演唱會的。前
些日子謝賢參選金像獎，不也拿到影帝
了嗎？老一輩人熱愛藝術、尊重觀眾、
不懈拚搏的精神，應該由我們年輕人堅
持不懈地傳下去。
疫情形勢的變化，使香港也放寬了些
防疫的政策。近日在香港喝茶看報，也
能比原來更快地看到香港的政策信息。
聽說最近香港創科局增加了很多鼓勵青
年人創新創業的舉措，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局長孫東也去了香港科學園考
察。科技發展到了今天，香港如何
在商貿和金融優勢的基礎上發展科
技，是很值得思考的，而要完成這
個目標，不能只依靠香港本地的資
源，還要利用好內地這些年，尤其
是在信息技術上的發展優勢。現在
國際知名的無人機公司「大疆」，
其創始者畢業於香港科技大學，卻
在內地的深圳做大做強，箇中故事
值得深思。據說香港科技園的深圳
分園在今年的下半年開放；港中大
的深圳校區克服了重重阻礙，如今
也頗得內地家長肯定。如果再使把
力，在未來幾年能推出香港的「獨
角獸」科創企業，那是最好不過。
回到香港之後，和比我年紀小一

些的同學也有過交流。經歷幾年的
變化，他們都成長了許多，對問題
的思考也更加深入。上周DSE放
榜，同樣還有一些高中朋友向我諮
詢內地讀書乃至申請北大的問題。
分數衝在最前面的，當然率先考慮
港大中大抑或出國；而對於更廣大的學
生，我通常的建議是，不妨來內地見識
見識不一樣的學習氛圍。同內地通過高
考在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中「殺出重
圍」比，香港學生就讀內地大學
顯然有更加方便的環境。在內地
知名高校就讀的經歷也一定不會

讓你失望。所以又會在北京遇到多少人
呢？我當然不清楚，這是工作的範疇，
現在的我更多想的還是好好陪陪家人，
度過在香港的悠長假期。

平遙影展新設「遷徙計劃．從文學到電影」
為文學作品影視化提供孵化平台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王柏榮

◆演唱會現場照

◆筆者外婆
在演唱會大
堂的照片。

香港都會大學（都大）年度創意藝術
學系畢業展日前於都大賽馬會校園

舉行，今年畢業展以「SOON. TO BE
將·來」為主題，展出都大創意藝術學系
五個課程包括「創意廣告及媒體」、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動畫及視
覺特效」、「影像設計及數碼藝術」，
及「電腦及互動娛樂」的學生作品，當
中展出逾250名應屆畢業生創作出的約
140件藝術作品。展品類型多元化，包
括動畫、短片、互動體驗裝置、攝影作
品、廣告企劃等。部分作品除了採用嶄
新的技術外，作品題材也展現了學生對
社會的關注。都大人文社會科學院創意
藝術學系助理教授黎智富表示，今年畢
業展定題「SOON. TO BE 將·來」有兩
重意思，「『SOON』意指即將投身社
會的畢業生們，他們抱住既驚喜又期待
的心情探索未來一切的未知可能性；
『TO BE』即指學生們在完成了四年制
學士課程後，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
人。」
在畢業展開幕禮上，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議員霍啟剛致辭，他說：「未來
生活上有無限可能，科技發展千變萬
化，很高興今日能親眼看見同學運用科
技製作的成品，我認為同學們的成品非
常貼近市場、科技、社會的熱話議題，
我相信在創意產業未來的發展上，畢業
生們絕對有能力佔一席位。」

手部復康的VR遊戲
畢業展的一隅，攤位上放滿VR（虛擬

實境）之用品，這是電腦及互動娛樂
課程的四位學生作品——VR中風復康
訓練。這是一套針對輕度中風患者手部
復康而設計的VR遊戲，透過 Oculus
Quest 2手部追蹤技術與任天堂Ring-Con
裝置，製作出三種針對復康手部不同功
能的VR遊戲。學生們所設計的VR復康
遊戲包括了棒球擊手、救火任務和侍應
傳菜，三種小遊戲分別對應手臂可動
性、雙手平衡以及手部力量的復康鍛
煉，完成遊戲會獲得金幣，用於解鎖遊
戲道具外觀。據了解，該VR中風復康訓
練遊戲曾給予坊間復康治療中心的病人
使用，反應不俗。
禤祉樺（Owen）是其中一位開發遊戲
的學生，他坦言，開發遊戲的過程屢遇
困難，「我們發現Ring-Con裝置並不支
援任天堂Switch以外的遊戲，因此我們
使用Ring-Con作復康遊戲器材時需自行
提取當中的程式編碼，這一部分並沒有
官方支援，此外，Ring-Con裝置不具備
定位追蹤功能，因此難以應用在救火遊
戲。」但學生們並沒有因此放棄使用
Ring-Con裝置，在其不斷鑽研下，成功
以手部追蹤技術反向追蹤Ring-Con裝
置，「最終我們透過玩家手部的位置，
計算出其中心點，找到Ring-Con現實上
的位置後，手部追蹤技術就得以成
立。」除了技術應用上的困難外，學生
們在關卡設計上也花盡心思，他們從資
料搜集中得知大部分的中風患者均是長
者，因此在關卡難度上也有所調整，
「遊戲難度可自由調節，遊戲結果會記

錄在數據庫上，給予醫護人員作治療參
考。」

動畫添港味引發共鳴
動畫及視覺特效課程的三位學生製作

了動畫《白髮男孩》，在香港，每一萬
五千人中，就有一人患上白化病。動畫
訴說一名患有白化病的男孩生活之故
事，男孩的外貌與其他人不同，因此經
常被欺凌，即使面對這樣的遭遇，男孩
從不埋怨，勇敢面對疾病。學生賴均澤
（Poopy）向記者分享到創作靈感，「我
在中學時期曾遇到一位患有白化病的同
學，他的皮膚很白，經常有人用異樣的
目光看着他，他也會因此感到害怕和緊
張。」曾親眼目睹別人的遭遇，令Poopy
更關注白化病人士在社會生活遇到的不
便，「因此我們在動畫中也刻意營造出
壓力氛圍，讓觀者可從中感受到白化病
人士受人異樣目光時的感受。」
此外動畫中也加入了本土特色元素，

例如以香港街市作為背景，呈現舊社區

情懷。學生們特意到旺角花園街街市作
考察，期望港味元素使動畫更「貼
地」。

記錄動物救援工作
香港近年來有着不少非政府組織照顧

流浪動物，惟流浪動物問題依舊嚴重。
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課程學生郭豐銘
（Tom）因一次在公路上目睹流浪動物
被車撞，留下深刻記憶，望藉拍攝紀錄
片的手法令社會關注流浪動物衍生的各
種問題。
Tom的紀錄片《毛名俠》亦在畢業展

中呈現，片段中記錄了「毛守救援」負
責人Kent如何救援動物，並道出組織為
何屢次在公司經費不足及需要籌錢的情
況下仍堅持繼續拯救流浪動物，從而敘
述社會情況，帶出反思。

桌上遊戲（桌遊）近年深受年輕人歡
迎，成為群體聚會時的娛樂玩物，創作
《大打邊爐》MR遊戲的四位學生也是桌
遊愛好者，因此萌生想法繪製桌遊，電
腦及互動娛樂課程學生陳焯政（Roy）
說：「在老師的推薦下，我們與本地桌
遊公司合作，製作出一款虛擬桌遊。」
《大打邊爐》MR遊戲是一款以香港特色
火鍋為主題的MR（混合實境）遊戲，遊
戲當中有各式各樣市民大眾熟悉的火鍋
配料，玩家需要互相爭奪食物，搶先吃
掉食材便取得勝利。
學生們在開發虛擬桌遊時發現，傳統

桌遊的玩法有不少限制，為了使玩樂方
法更具趣味性，學生們特意加入以MR
元素，「MR可偵測玩家的手部動作，直
接以虛擬物件進行互動，大大提升玩家
之間的遊戲像真感。」Roy說。

中風患者治療路不苦悶

大學生研發VR遊戲復康訓練
畢業季節到來，意味莘莘學子即將成為

社會新鮮人。近日，各大院校爭相綻放異

彩，展出畢業生多元化的創意作品。香港都會大學

有畢業生以VR技術開發復康訓練遊戲給予中風患

者，關卡遊戲加入科技元素，讓中風患者透過娛樂

療法增加復康治療的趣味性；亦有畢業生以白化病

男孩生活故事為題製作動畫，運用自身所學，冀以

動畫感動人心喚起社會對小眾病患的關注。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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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邊爐大打邊爐》》MRMR遊戲截圖遊戲截圖。。
◆VR中風復康訓練中的遊戲截圖。

◆◆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課程學生設創意廣告及媒體設計課程學生設
計的作品計的作品《《動物派對動物派對》。》。

◆設計VR中風復康訓練的
學生、都大人文社會科學
院創意藝術學系助理教授
黎智富（右）。

◆◆學生正在玩學生正在玩
《《大打邊爐大打邊爐》》
MRMR遊戲遊戲。。

◆製作動畫《白髮男孩》
的學生合照。

◆◆郭豐銘拍攝了紀錄片郭豐銘拍攝了紀錄片
《《毛名俠毛名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