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0 日，在现存最早中国故事片诞生 100
周年之际，由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次推出的《劳工

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在鲸探平台正式开售。

该系列数字藏品为一套 5枚动态电影海报，每枚

限量发售 10000份。藏品于 5月 17日一经上线，

便受到主流媒体及行业媒体广泛关注，在相关社

群中也引起数字藏品玩家热烈讨论。5 月 20 日

14时正式开售后，共 50000份数字藏品在 1分钟

内迅速售罄。

中国电影资料馆一直坚持遵循“要以时代精

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导思

想，积极推进数字化工作，在对电影档案进行数

字化转换、存储、修复的基础上，开展了多种编研

工作，不断探索创新数字化传播方式。

中办、国办刚刚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

孙向辉表示：“制作发行数字藏品是让更多的经

典电影在数字化浪潮中焕发新生，这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使命，而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是新时

代给予电影档案新生的机遇。运用数字化手段

创新表现形态、丰富数字内容，能够助力推动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让优秀的老电影文化回归到大

众的生活中。”

“5·20”浪漫发布

跨越百年的爱情故事

根据观察发现，在各家数字藏品平台中有多款

产品选择在5月20日发售，并将“爱情”、“情人节”等

作为宣传热词。而《劳工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无

疑是最“应景”且文化底蕴深厚的藏品之一。

在 5枚数字藏品中，以“结良缘”命名的数字

藏品截取了影片中郑木匠与祝医女这对男女主

角首次直白表达爱意的片段。“你可以同我结婚

吗”这句爱情告白，赋予了这个片段“中国故事片

现存最早求婚镜头”的美誉。这部影片摄制于

1922年，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影

响，这一场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颇为前卫的。

而本次发售选择 5 月 20 日这一特殊日期，也为

《劳工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增加了一抹属于电

影爱好者的浪漫色彩。

文物级电影档案与

数字藏品的首次结合

《劳工之爱情》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影片

中最早的一部中国电影，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现存

的最早的故事片。该片是早期中国短故事片创

作的压卷之作，也是中国短故事片艺术经验的集

大成者，历史和艺术价值地位重要。

诞生百年，《劳工之爱情》的放映胶片在中国

电影资料馆得到妥善保存。2013年，中国电影资

料馆曾对影片进行了全新修复，这次又选取它首

次将电影资料与数字藏品相结合，在原始资料的

基础上，通过多种数字技术手段再创作，完成了

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创作。

藏品内容上保留了影片中多个珍贵经典片

段，设计上充分融合二十世纪早期的艺术风格，

整体呈现历史感、艺术感十足，使得整套数字藏

品极具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这也是藏品开售后

迅速售罄的重要原因。

数字化创新形式

推动全民参与文化传承

近年来，数字藏品凭借“独一无二”、“稀缺

性”、“艺术价值”等特点，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火

遍全球。文化产业与数字藏品在内容上有着天

然的适配性，在电影行业，数字藏品的发行也逐

渐成为宣传营销的重要方式和新的营收增长点，

特别是数字藏品还让优质 IP的开发版图得到更

广泛的扩张。

而与当下电影 IP与数字藏品结合的方式不

同，本次《劳工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是中国电影

资料馆首次尝试将老电影 IP与数字藏品相结合，

在数字化时代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表达对这一珍

贵作品的重视与敬意，使优秀的老电影艺术数字

化再生，又多了一种重新走到观众的生活中的鲜

活方式。这既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尝试，也是对优

秀传统电影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

通过数字藏品，老电影从官方馆藏到个人收

藏，赋能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大众和市场

的充分认可，有利于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青

年参与到优秀艺术文化的创新与传承之中。

对于本次数字藏品发行，有资深数字藏品

玩家表示：“购入《劳工之爱情》系列主要是因为

这套藏品将老电影 IP 进行开发，这在此前的圈

里是极少见的，这部电影本身在电影艺术史上

的价值本身是很大的，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电影

资料馆’、‘5·20发售’等元素，因此我个人认为这

套藏品在同类藏品中，和电影本身一样，是有划

时代意义的。”

《劳工之爱情》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之《大欢喜》图样

《劳工之爱情》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之《结良缘》图样

《劳工之爱情》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之《郑木匠》图样

《劳工之爱情》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之《祝医女》图样

《劳工之爱情》动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之《祝医生》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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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廊亭》

编剧：文宁、许渌洋、张士栋

导演：来牧宽

主演：任素汐、刘敏涛

故事梗概：讲述的富商离世，巨额

遗产等待分配，各怀鬼胎的高家众人齐

聚回廊亭，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财产，而

是一场审判。一年前发生在回廊亭的火

灾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律师周扬（任

素汐 饰）此番归来，誓要为爱复仇，找出

隐藏在回廊亭中杀害男友的真凶。

▶《检察风云》

编剧：赵鹏、麦兆辉

导演：麦兆辉

主演：黄景瑜、白百何、王丽坤、王

千源

故事梗概：讲述了作恶多端的富商

突然身亡，由此牵扯出一起陈年旧案。

年轻的检察官尝试探寻更大的黑幕，正

义和罪恶的势力展开生死对抗，看似已

定的终局下竟然还隐藏着更触目惊心的

答案……

▶《暗杀风暴》

编剧：沈锡然

导演：邱礼涛

主演：张智霖、古天乐、吴镇宇、胡杏儿

故事梗概：轰动全城的连环杀人

案接连发生，凡是收到“死亡通知单”的

人，都将按预告日期，被神秘杀手残忍

杀害。为尽快破案，爆炸案目击者黄少

平（古天乐 饰），警察罗飞（张智霖

饰），专案组韩灏（吴镇宇 饰）一起入

局。真相不断在反转，惊人的秘密逐渐

浮出水面……

▶《新秩序》

编剧：马浴柯、顾浩然

导演：马浴柯

主演：张家辉、阮经天、王大陆、秦沛

故事梗概：横跨黑白两道的洪泰集

团长期暗中从事人体器官交易等犯罪活

动，陈安（张家辉饰）的妹妹便是受害者

之一。为报仇，陈安与以麦朗汶（阮经天

饰）、马文康（王大陆饰）为首的势力短兵

相接……

▶《彷徨之刃》

编剧：杨薇薇、陈卓、李佳颖、徐翔

云、东野奎吾

导演：陈卓

主演：王千源、王景春、齐溪

故事梗概：电影保留了小说中原汁原

味的情节脉络，讲述了一名单身父亲在女

儿被几名未成年人凌辱杀害后，与凶手和

警方展开情与法终极较量的故事。

▶《风再起时》

编剧：翁子光

导演：翁子光

主演：梁朝伟、郭富城、杜鹃、谭耀文

故事梗概：讲述曾经叱咤香港警坛

的四大探长南江、磊乐、严洪、胖子韩在

20世纪60年代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

纵横黑白两道，几经沉浮却最终因香港

反贪新篇章的开启，而归隐的故事。

▶《被害人》

编剧：吴菁

导演：徐伟、何文超

主演：冯绍峰、陶虹、黄觉

故事梗概：围绕着一起抢劫杀人案

展开，冯绍峰饰演的警官袁文山在逐渐

深入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案情的真相远

非表面那般简单，三案并行，一场利益和

正义的较量愈演愈烈。

▶《猎狐行动》

编剧：张立嘉、夏侯云珊

导演：张立嘉

主演：梁朝伟、段奕宏

故事梗概：国内首部将“海外追逃”

搬上大银幕的电影作品。讲述的是中国

公安部经侦局猎狐专项行动小组跨境追

捕被列为国际“红通”名单的金融犯罪嫌

疑人的故事。

▶《明日战记》

编剧：罗志良、杨倩玲

导演：吴炫辉

主演：古天乐、刘青云、张家辉、刘嘉玲

故事梗概：背景设定在2055年的未

来。讲述一支精英部队肩负起拯救地球

的任务，与陨石带来的外星生物作战、卷

入惊天阴谋的故事。

▶《平原上的火焰》

编剧：曹柳

导演：张骥

主演：周冬雨、刘昊然、梅婷

故事梗概：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由

刁亦男监制，讲述刑警庄树在追查一起

出租车杀人案时，意外发现昔日青梅竹

马的好友李斐也被牵扯其中，由此揭开

八年前一段往事。

▶《光天化日》

编剧：尚可

导演：王大庆

主演：沈腾、张雨绮、高捷

故事梗概：讲述港澳回归不久，内地

的尊非到富商黄朝晋的手下谋生，成为

了黑社会的小头目。尊非意识到应该换

一种活法，决定金盆洗手。但黄老板想

让尊非继续为自己卖命，尊非到底如何

选择？

▶《天才游戏》

编剧：程亮

导演：程亮

主演：彭昱畅、丁禹兮

故事梗概：讲述身份迥异的天才少

年刘全龙与富家少年陈伦，在因缘际会

下开始了一场人生交换的故事。两个少

年的人生镜像，一场命运的冒险游戏，就

此开启。

▶《坚如磐石》

编剧：陈宇

导演：张艺谋

主演：雷佳音、张国立、于和伟、周冬雨

故事梗概：讲述了一个供职于市局

刑事鉴定中心普通的青年警察，为了保

卫人民群众的安全，开始了一趟惊心动

魄的侦查之旅。

▶《神探大战》

编剧：韦家辉、贾淕、李捷、王易冰

导演：韦家辉

主演：刘青云、蔡卓妍、林峯

故事梗概：讲述了自封“神探”的凶

手与真正的“神探”鬼才之间展开的斗智

斗勇的故事。

▶《扫黑行动》

编剧：管彦杰

导演：林德禄

主演：周一围、秦海璐、张智霖、王

劲松、曾志伟

故事梗概：以全国扫黑办重点督办

案件为原型,讲述了政法干警运用科

技、金融等新型手段与黑恶势力斗智斗

勇,全力维护群众利益,坚决打击犯罪

的故事。

◎链接

什么是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即数字化的藏品。随着技

术的进步，特定的作品、艺术品可以进行

数字化，这样更利于保存、利用和传播。

但是，数字化伴生了一种“极易复制”的特

性，这是影响作品“唯一性”的副作用。

因此，“数字藏品”借助区块链技术，为某

件数字化的作品、艺术品生成一一对应且

不可篡改的凭证，俗称“上链”。数字凭证

使得每件藏品保证了唯一性，充分保护其

版权，进而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

购买、收藏和使用。

中国电影资料馆为何要发行动

态电影海报系列数字藏品？

电影是时代的记忆，传统电影片库存

是每个时代重要影像资源，实现这些资

源的数字化有利于对时代经典内容的保

护、传播和再开发。区块链技术可以帮

助数据库在上链确权的基础上实现永久

保存，数字藏品则可以进一步进行商业

开发，也让更多爱好者可以留念、收藏。

孙向辉表示，每一份数字藏品对应特定

的作品、艺术品，拥有链上独一无二的序

列号作为唯一所有权凭证，不可篡改、不

可拆分、不可复制，实现一种可追溯的正

版化文化消费。

首次发行数字藏品为什么选《劳

工之爱情》这部影片？

电影《劳工之爱情》是中国现存最早

的故事片，也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最早

的故事片。孙向辉说：“今年是《劳工之爱

情》诞生100周年，100年来它承载的艺术

和历史双重价值鲜活生动，我们选择它开

发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首个数字藏品，是在

珍贵的传统老电影资料基础上，利用技术

手段进行的一次创新文化表达，这种全新

的呈现方式对老电影来说是传承也是‘新

生’，而这种新生对于中国电影档案保存

事业意义非凡。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开

发的首部系列数字藏品，《劳工之爱情》数

字藏品将成为我们以‘数字化+文化创意’

引领潮流的一次有益尝试。根据藏品的

发行效果看，不到1分钟的时间，5万份藏

品全部售罄，可见大众对这部作品和数字

藏品也是非常喜欢。”

《劳工之爱情》数字藏品海报的

设计有何巧思？

该套数字藏品是国内首套基于珍贵

电影影像素材创作的数字藏品，一套5枚

动态电影海报。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

史研究专家和多媒体创意师们是在文物

级电影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技术手

段，将影片中郑木匠、祝医生、祝医女三个

主要角色及“结良缘”、“大欢喜”两个剧情

节点等核心元素提炼出来。“结良缘”是中

国故事片史上现存最早的求婚镜头，“大

欢喜”则是中国故事片史上现存最早的大

团圆喜剧结局，所以每个藏品的选择都具

有特殊意义。

整套藏品的设计，采用了上世纪的海

报风格，搭配复古的海报框架，将原画面

中的背景去除，只留下诙谐幽默又生动的

人物动作，整体风格既保留了浓郁的二十

世纪早期的文化风情，又体现了现代数字

媒体技术的创意涌动，使传统老电影焕发

新时代生机。

《劳工之爱情》系列数字藏品的

定价是如何考量的？

孙向辉表示：“在国外，数字藏品很多

藏品是以孤品形式存在的，往往能被炒到

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价格。在国内，数字

藏品是可以发售多份的，我们本次发行的

定价参考了发行平台的规则，同时希望单

份藏品的价格不要太高，让普通用户也能

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收藏和欣赏优秀的作

品，这有利于优秀电影文化的传播，也利

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的目

的和初衷。”

中国电影资料馆推出《劳工之爱情》数字藏品

5万份动态海报“5·20”上线“秒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