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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改编自八月长安振华系列，

电影《最好的我们》续篇《暗恋·橘生淮

南》于4月7日发布同名主题曲MV，从振

华高中的暗恋时光到大学校园的偶然重

逢，“南橘北枳”的故事会走向怎样的结

局？该片由黄斌执导，张雪迎、辛云来、

伍嘉成领衔主演，刘琳、辣目洋子、何蓝

逗、张熙然、果靖霖、代乐乐特别出演，姜

宏波、林子烨友情出演，李希萌、毛雪雯

特别介绍出演。

日前，《暗恋·橘生淮南》发布主题曲

《暗恋》MV，歌曲由“实力唱将”张靓颖演

唱，还有“金牌制作班底”为其保驾护

航。作曲兼制作人钱雷，曾创作出《人世

间》、《孤勇者》等优秀音乐，搭档作词人

金灿灿，用音乐谱写了洛枳与盛淮南长

达十余年的青春暗恋故事。MV开篇，洛

枳低声诉说着少女心事：“这世上最容易

保全，也最容易毁掉的感情，就是暗恋。”

一句话道尽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欢欣与苦

楚。而MV副歌部分“我的世界，下一场

雨，我却盼着你的世界天晴”更是令人唏

嘘感伤，张靓颖温柔坚定的声线与洛枳

清冷骄傲的暗恋心绪完美契合。该片将

于5月20日上映。

（花花）

近几年，《舌尖上的中国》、《玄奘之

路》、《我在故宫修文物》、《极地》、《美丽中

国》等多种类型的优秀国产纪录片，通过

影院、电视与跨全球网络媒介等渠道的广

泛传播，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关注和

好评。

4月 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

办第40期影视大讲堂，邀请中央新闻纪录

电影制片厂（集团）副总、国家一级导演，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获得者、中

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秘书

长朱勤效作为主讲人，分享创作经验以及

对纪录片的独特理解和认知。

本期大讲堂还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

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卫

防，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研究员许

婧，副研究员赵远、徐建华、张啸涛等作为

主讲人与对话人进行讨论。大讲堂由中

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朱勤效从纪录电影的制作流程、创

作，前期策划需考虑的问题以及现状和趋

势等方面进行了分享。他表示：纪录电影

前期策划首先要明确创作目的，第二是要

明确传播平台，第三是选择拍摄内容，第

四是确定风格定位和表现手段。

“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会先确定几个

关键词，然后按照关键词的风格再继续往

下推进。比如我们2020年做的电影《一起

走过》，我当时就给这个片子确定了一个

定位，就是‘温暖、感人、有爱’这三个关键

词，我们所有的编辑、剪辑工作完全按照

这个方向来走。”

朱勤效还分享了纪录片的创作中的

四个注意事项。他表示，首先要起一个好

的片名，设计好的开头，然后讲好几个故

事，完成一个好的结尾。“我们每拿到一个

选题，我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想法放到一个

大的环境当中去，在思想上不要进入到‘我

拿到这个选题，我就想这个事’，一定要把

这个事放到大的，甚至国际背景和视野当

中去，在历史纵深上往深度考虑。创作者

要学会讲故事，实际上是学会制造悬念，把

故事的背景放大，然后进行精雕细琢。”

第二是拍摄过程当中怎么处理好各

种关系，纪录片的导演要在当中出思想，

要协调各个工种、各个创作人员的积极

性。导演要提前与摄影沟通好，可以在现

场进行引导，但尽量不要过分干预事件进

展，以免不真实。

第三，纪录电影的前期是摄影的艺

术，纪录片的摄影在前期实际上起到了前

期导演的作用，他拍摄的镜头会影响到后

期的剪辑。摄影要善于发现新的角度、内

容，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一些手段、新设备、

新技术，把那些矛盾拍出来，“制造”出一

些新的故事。但是摄影还要充分理解全

片的理念，要理解导演的意图后进行创

作，不能单纯地为了画面放弃叙事。另外

纪录片还要很重视声音的作用，实际上电

影是一个声画的艺术。

第四，如果说纪录片的前期是摄影的

艺术的话，那么后期就是剪辑的艺术，剪

辑要敢于打破传统，剪辑出声音、画面新

节奏。纪录片创作一定要求摄影、录音和

剪辑全程参与创作，他们要理解整个片子

的观念。

赵卫防表示，纪录片创作应在纪录真

实生活/纪实美学和一定的戏剧编排/戏剧

美学之间寻找一种艺术配比的平衡，这种

配比中以前者为主，但后者也不能缺失。

配比数量没有一定之规，要根据创作者的

艺术个性和索要表现的主题内容而定。

是否能够较好掌握这种配比的平衡，是衡

量一个优秀纪录片创作者的标准之一。

许婧认为，纪录片的历史实际上是怎

样找到属于自己表达方式的历史。“虽然

在某种意义上，追求真实变成纪录片的代

名词，但传统修辞学和纪录片的结合能更

好地实现其社会学和美学的目的。”她表

示，无论何时，人文思考、真实表达、美学

呈现是优秀纪录片的底色。将视线投向

历史、现实、人生，关注“具体的人”，是纪

录片打动人心的恒定价值。

赵远认为，纪录片有多种创作模式，

但是最核心也是与剧情片最大的区别就

在于他的对象是事实——真人、真事。纪

录片不是简单的生活的纪录，不是虚构的

某个世界，而是通往现实世界的入口，是

拍摄者寻找内心形象的过程。无论市场

如何变化，创作者也不要忘记，纪录片的

灵魂始终是真相与人，勇气与心灵，忘记

了创作的初衷，则意味着失去了受众。

徐建华表示，以人为核心的纪录片，

情感、情绪的展现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

关注这个人的命运，他的人生以及他的心

理状态，他内心的感受，这个人与其他人、

与世界万物之间形成的生命感，还要探讨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心理状态和命运底层

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

张啸涛也表示，近年来主流价值宣传、

多元媒介发展和产业市场的进一步调整，

产生了多股力量共同推动并形成了中国纪

录片内容生产的新格局。在纪录片传播方

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纪录片的制作

播出形态，由于社交媒体的功能性更为多

样和短视频平台的爆发式增长，影像记录

与传播已经“去中心化”。2020年以来，新

媒体平台已经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形

式。

孙承健在总结中建议对纪录片本身

的创作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更深入的讨

论和更大胆的思考。“比如，未来电影的创

作和发展，能否有效穿透虚构叙事与非虚

构叙事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边界，能否

在虚拟与现实，在纪录片与情节片之间寻

找到新的叙事增长点，等等，诸如此类，都

可能成为我们未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研究，

所关注和思考的命题。”

本报讯 近日，由苏州导演执导、苏州

影视公司投资拍摄、根据苏州作家小说改

编、在苏州取景拍摄的电影《纸骑兵》，获得

第 55 届美国休斯敦国际电影节雷米奖最

高奖——评审团特别奖。

根据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官网显示：“A+
分等于评审团特别奖。A分是白金奖，A-
分是金奖，B+分是银奖，B分是铜奖。我们

不为低于B的分数颁发雷米奖。除非评审

团的分数高到足以获得荣誉，否则在任何

组别中，都不会颁发奖项。总体来说，只有

15%-20%的入围作品能在电影节上获奖。”

此前，《纸骑兵》获得第 13届澳门国际

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入围第4届平遥国际影

展、第16届中美国际电影节金天使奖、第11
届法国尼斯国际电影节（提名外语片最佳导

演奖、外语片最佳原创剧本奖、外语片最佳

配角奖、最佳服装奖、最佳音效设计奖）。

《纸骑兵》由范小天、陈聚之执导，范小

天、焦欢编剧，根据著名作家苏童的小说

《骑兵》和《纸》改编，是“印象·南方作家电

影”的第一部作品。影片讲述了贫穷的罗

圈腿少年左林有个小小的梦想，骑着马在

城市最繁华的地方走一下。忧伤的木马骑

兵、快乐的斑马骑兵、凄凉悲怆的铁骑兵、

灿烂千阳的纸骑兵融为一体。

导演范小天表示，《纸骑兵》作为“印

象·南方作家电影”的第一部作品，我们在

电影中尝试了一种印象派的表现方式，就

像梵高画向日葵，莫奈画睡莲，画出来的是

他们脑子里的样子，这就是印象。

据他透露，接下来还有多部“印象·南

方作家电影”计划推出。“中国乡村史诗三

部曲”的其中一部作品根据范小青的小说

《赤脚医生万泉和》和《夜归》改编，另两部

根据范小天的小说《三套车》和《悲怆的恐

龙》改编。范小天表示，希望能以一种大历

史观的视野，将我们国家乡村振兴，一步步

走向繁荣富强的发展成果通过影像表现出

来，呈现出苏南独特的乡村生活状态。

此外，《上海的耳朵》讲述民国时期上

海电影圈和文学圈的故事，范小天希望借

此作品实现民国上海电影与印象·南方作

家电影的跨越时代的传承与守望。《吕布与

貂蝉》、《葩Queen》、《狮虎兽》、《春光灿烂猪

八戒之情迷女儿国》、《春光灿烂猪八戒之

影子猪》以及根据范小青小说《哪年夏天在

海边》、黄蓓佳小说《危险游戏》姜琍敏小说

《心劫》改编的电影都在筹备中。

（影子）

本报讯 4 月 28 日，大型系列内

蒙题材纪录片《阿拉善人与骆驼的

故事》在腾讯视频正式播出。本片

选材于内蒙古最具价值代表性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共分为五个篇

章，包括“驼盐古道”、“神树祭祀”、

“迁徙之路”、“家庭那达慕”（上）、

（下），从多种角度探索和记录了被

誉为“中国驼乡”的阿拉善走过悠长

的驯驼历史，仍旧坚持做“骆驼文

化”守望者的故事。

“无边瀚海人难度，端赖驼力代

客船。”千百年来，智慧的阿拉善人

民头顶湛蓝星空、脚踏黑戈壁与金

沙漠，与善良的骆驼朋友相依为

命。该片的第一集将以“驼盐古道”

为主题，回望其百年兴衰。清康熙

年间，鹅掌公主下嫁给阿拉善王阿

宝，因年景不好百姓生活困苦，公主

甚为忧愁，康熙帝闻知即将吉兰泰

盐湖赐予公主，从此阿拉善王有了

盐湖的开采销售权。在遥远的历史

年代，这条驼盐古道通过浩浩荡荡

的驼队，将优质湖盐运到黄河渡口，

然后装船分运各地。每年成千上万

峰骆驼从大漠云集而来，人声沸鼎、

骆驼嘶鸣，勤劳的阿拉善人民与温

顺的骆驼为伴，共同谱写着一段悠

久的传奇故事。

骆驼，既是阿拉善的“名片”，也

是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从远古走

来——它们用宽大坚实的脚掌于无

垠沙海间穿梭往返，在祖国的西北地

区踏出一条纵横百余里的驼盐古

道。跟随镜头“穿越”古道，今人仍能

一瞥曾经的繁荣，运盐驼队的阵阵驼

铃声仿若回荡耳畔。向未来走去

——朴实的阿拉善人民向神树祭祀，

祈求风调雨顺、草畜兴旺；举办盛大

的“那达慕大会”，享受丰收的喜悦；

在戈壁与大漠中不辞劳苦地迁徙，寻

找美好家园；人与大自然在斗争与交

融中随着历史的车轮一同前进。

该片由北京根原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出品，谢晓晶总导演，罗

登、罗攀担任摄影指导，黄亚运担任

总制片人，每周四更新一集。

（杜思梦）

本报讯 4 月 24 日至 29 日，第 78
届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年会在匈

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年会期间举办

“可见的档案：非故事片的归档、保

藏、数字化和共享”主题研讨会。

4月 25日，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

史学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李镇

通过线上形式在研讨会上进行了

《科教电影与中国扶贫工作》的主题

演讲，介绍了中国科教电影的制作、

收藏和使用情况，以及建国以来科

教片在中国农村人口脱贫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

本次年会主题着眼于各国电影

资料馆普遍大量收藏的“非故事

片”，即新闻纪录片、实验电影、家庭

录影、业余影片等档案的价值以及

资料馆对此类档案保藏工作的探

索，会议由匈牙利国家电影协会电

影资料馆主办。

（影子）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公益电影

放映监管工作，规范放映秩序，提高

放映管理和服务水平，内蒙古星河农

村牧区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

开发运营“内蒙古公益电影放映智能

化监管平台”，并负责平台移动端操

作培训工作。

4月 14日起，星河院线面向电影

主管部门和基层放映员，启动阿拉

善、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海

五个盟市的系统培训工作，为期七

天，培训人数共计 100多人。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此次培训严格控制现

场参会人数，部分放映员参加了线

上培训。

现场培训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一是放映前准备工作；二是放映中的

规范化操作；三是放映后的整理工

作；四是操作疑问汇总及解决方法。

星河院线公司平台运营部编制

了《内蒙古公益电影放映智能化监管

平台移动端操作手册》，针对平台各

模块的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与会

人员认真了解和掌握“内蒙古公益电

影放映智能化监管平台”的意义和方

法，并进行模拟实操，收效良好。

会后部分院线公司及放映员对

软件后续的升级更新、数据维护提出

了意见建议。目前，后台端已收录

300多人的安装注册信息。

下一步，内蒙古星河院线将尽快

完成其他七个盟市的培训工作，通过

培训和日常调研跟进，全面掌握各地

区放映员使用情况，确保放映信息的

上传更加及时、准确、客观。

（稿件来源：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

本报讯 近日，《海底小纵队》系

列大电影的第二部《海底小纵队：洞

穴大冒险》宣布定档 7 月 9 日。相较

于系列首部大电影《海底小纵队：火

焰之环》，这次无论是探秘水下洞穴

的情节，还是酷炫的新舰艇，都将全

面升级。

海底小纵队是一群活跃在海底

的小小探险家，集结了巴克队长（北

极熊）、皮医生（企鹅）、生物学家谢

灵通（海獭）、摄像师达西西（腊肠

狗）、机械工程师突突兔（兔子）、小

队中尉呱唧（小猫）和章教授（章鱼）

7 名伙伴。在巴克队长的带领下，一

直向着未知的海域不断探索前进。

这次全新的系列大电影中，巴克

队长和皮医生为了送小章鱼酷巴回

家，结伴前往加勒比海。然而他们

在途中遭遇了突发事件，必须穿过

丛林，探索神秘的洞穴。在小纵队

其他队员的支援下，他们展开了全

新的探险之旅……

最新公布的海报中，海底小纵队

在这个夏天再度集结！漂浮的竹筏

上，巴克队长带领着皮医生、呱唧和

达西西踏上征程，只见他昂首挺胸，

伸手指向前方，发挥着队长该有的

“领导力”。在他们身旁的还有影片

中的新角色，小纵队“队宠”：小章鱼

酷巴，他在鱼缸中兴奋地望向前方，

似乎很期待这一次的探险。另一

边，突突兔和章教授占据了水下的

“赛道”，一同向前进发。充满活力

的欢乐气氛扑面而来，让人十分期

待即将到来的夏日探险。

2021 年，系列第一部大电影《海

底小纵队：火焰之环》在国内收获了

超过 5300 万的票房成绩和不俗的亲

子口碑。相信系列第二部大电影

《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也会在

这个夏日得到小朋友们的超多关注

与好评。 （影子）

第78届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年会匈牙利举行

中国电影资料馆代表发表
《科教电影与中国扶贫工作》主题演讲

内蒙古星河农村院线开展监管平台培训工作

《海底小纵队：洞穴大冒险》定档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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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骑兵》导演范小天和摄影指导Andrzej Bartkowiak

纪录片《阿拉善人与骆驼的故事》
讲述“大漠守望者”的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