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电影《回南天》宣

布定档 6 月 24 日，并发布定档预告

及海报。影片由高鸣执导并与刘兵

共同编剧，万玛才旦、耿军担任监

制，黄宇聪、陈宣宇、梁龙、林子熙联

袂主演。

影片故事发生在春夏之交的南

方，讲述了两男两女的日常，以及他

们貌合神离又暗生情愫的故事。生

活在城中村的杜鹃（陈宣宇 饰）与小

东（黄宇聪 饰）是一对情侣，杜鹃在

花店打工，梦想开一家花店。小东

做着守湖保安，期待有一天能够重

建游乐城小舞台，登台演出美猴王

的故事。

《回南天》以普通人的青春情感

为切口，在南方特有气候的垫衬之

下，展现了一段情感错位历程。影

片并没有关注人们日渐膨胀的欲望

和盲目追求的成功，而是将视角反

观，向观众传达着“想要飞起来，却

被人摁住的状态”，将两男两女躁动

却不得其法的青春爱恋，展现得淋

漓尽致。恰恰是这先锋独特的视

角、反思现实的心理状态，最能引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

除了有万玛才旦、耿军这两位

知名电影人为影片担任监制，导演

高鸣也早在十五年前就凭借一部迷

影纪录片《排骨》闯入影迷视野。摄

影指导大塚龙治曾担任《鸡蛋和石

头》、《笨鸟》的摄影师，剪辑指导则

由著名电影剪辑师廖庆松担任。

值得一提的是，二手玫瑰主唱

梁龙首次主演长片便演绎了与大众

认知形象具有强烈反差的龙老师一

角，势必成为一大惊喜，而于拍摄期

间创作的两首歌曲也已经通过新专

辑与大家见面。

（花花）

本报讯 日前，将于 7 月 8 日上

映的《开心超人》大电影《开心超

人之英雄的心》超前点映及 IP 十

二周年嘉年华活动一同开启，六

一、端午双节期间，众多大小朋友

走进影院，第一时间感受这一经

典 IP 全新大银幕之作的魅力。而

影片也不负众望，好评如潮，收获

了粉丝的认可。即日起至 7 月 8
日 ，影 片 也 将 在 每 个 周 末 开 启

点映。

作为国漫经典《开心超人》系

列暌违八年重返大银幕的作品，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自定档之

日起便备受关注，在各个平台引

发热潮。六一、端午双节期间，影

片点映现场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

友来“看超人、当超人”，还有许多

年轻观众到场观影，一位观众表

示：“一看到有点映马上就买了

票，这是我的童年回忆，没想到还

能有电影院看《开心超人》的一

天，所以必须来支持。”

在高考来临之际，影片也发

布了一张全新海报，超人联盟一

起乘着鲤鱼越过龙门，传递满满

超人正能量。

（花花）

本报讯 由杨秉佳编剧并执导，

魏君子担任制片人，张哲监制，秦鹏

飞担任动作导演，谢苗领衔主演，高

维蔓、向皓、刘奔、张荻主演的电影

《目中无人》正在爱奇艺云影院热映

中。近日片方发布侠义特辑，特辑

从人物设定到侠义精神，全方位为

观众揭开这一高品质武侠片的背后

故事。

《目中无人》讲述盲眼“捉刀人”

成瞎子，遇上惨遭灭门和凌辱的酒

家女倪燕，原本不想插手的他逐渐

被卷入一场势力庞大的暗黑纷争

中，成瞎子开始踏上了复仇之路，他

的身份也随之揭晓。在近日发布的

侠义特辑中，主创团队从多角度为

观众解读该片的人物设定、美学元

素及精神内涵。就人设而言，成瞎

子与他藏在盲杖里的武器听风刀一

样不露锋芒，却在关键时刻为报杯

酒之恩拼上性命，这番侠义之举颇

具大侠风范；而他的对手宇文英却

是一个手握重权而丧失道德底线的

危险人物，二者对撞较量张力十

足。制片人魏君子在提及该片武侠

犯罪类型特征时指出：“《目中无人》

兼具现代动作片的爽感与古典武侠

片的美感”。而编剧兼导演杨秉佳

一句“正义、勇气、希望可能不容易

拥有，但他们确实存在”，道出了独

属于武侠犯罪片的精神内涵。

《目中无人》自上线以来多次登

上各平台热点榜，不仅获爱奇艺 9.2
高评分，还得到了许多业内人士的

喜爱和认可。创作出《无间道》三部

曲、《古惑仔》系列、《血滴子》等多部

优秀作品的导演刘伟强发博支持该

片：“这部电影让我觉得从前中国香

港的武侠片回来了，每个场景的张

力都非常好，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该片领衔主演、曾出演过多部动作

类型电影的打星谢苗也感慨道：“如

果有哪部戏让我完全地发挥了出

来，那我觉得就是《目中无人》。”

该片由天津轻刀快马影业有限

公司、上海联瑞小树苗影业有限公

司出品。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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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时代的记录者，而经典老电影则记录了时代文艺的精华，承载着一代甚至几代

人的集体回忆，寄寓和守护着人们的梦想与情怀。如何延展珍贵老电影的生命力，不断唤

醒其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及商业价值，是电影档案工作者坚持探索的一项课题。近年来，

数字藏品凭借其独特性、稀缺性、艺术性等特点走进了大众视野，并吸引了电影行业的广

泛关注和积极参与。本文从数字藏品的概念、国内数字藏品平台及藏品特色、数字藏品在

电影领域的应用、珍贵的经典老电影与数字藏品的创新融合等方面展开。

本报讯 5 月 31 日，电影《云霄

之上》特别献映，同时发布了“沉浸”

版预告和“向光而行”版海报。影片

由浙江影视集团、中国美术学院共

同出品，中共丽水市委宣传部联合

摄制，刘智海执导，在第十一届北京

国际电影节一举斩获“天坛奖”最佳

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三项大

奖，得到了评委会与在场观众的一

致好评。评委会称其“通过中国诗

性电影美学让世界看到了传承千年

的文化气质和日新月异的东方文

明”。

观影结束后，观众不仅盛赞其

诗意美学风格独特，还表示这种用

小人物群像展现伟大的革命精神

方式很生动。李睿珺导演在观影

后称赞《云霄之上》的影像完成度

高，聚焦在一个个真实人物的描摹

上，整体风格极其克制，作为同类

题 材 中 的 独 特 尝 试 ，探 索 非 常

成功。

《云霄之上》以1935年浙江西南

挺进师战略转移的真实历史事件和

人物为基础，为探讨个体的求生意

志与忠诚使命之间的矛盾创作，是

一部重点体现人与战争关系的诗性

电影。

影片直面真实，懦弱与勇敢并

存，正如制片人张凡凡所说：“这个

项目最初立项时，我们去实地做了

多次采访考察。最让我震撼的是，

当年参与浙西南革命的这些战士，

大多数人的年龄还不满 20岁，是什

么样的信念让他们愿意牺牲小我，

去保护我们的世界。他们也有家

人，也有牵挂的人，也想过放弃，那

都是真实的人性，所以我们的电影

就是去还原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

真实故事。”

在“向光而行”版海报中，战士

们循着光走出山洞，带着必须完成

任务的决心从容奔赴战场，山洞外

的光明与山洞内的黑暗形成巨大反

差，战士们“向光而行”的使命感跃

然纸上。

在“沉浸”版预告中，我们能看

到故事的主人公穿行在幽深隐秘的

南方山水中，雾气缭绕的山林、暗藏

危机的滔滔江水、深不可测的芦苇

荡、幽暗冷峻的溶洞……浙江山水

赋予了电影独特的美学气质，配合

着惨烈震撼的战争场面，残酷与诗

意两个极端在影片中并存。

同时，影片以文献式老胶片的

黑白视觉营造年代质感与折射战争

残酷，以行云流水般的长镜头赋予

观众极大沉浸感体验。全片在诗意

画境中筑就人性的生与死、残酷与

坚忍，反思了战争对于个体的影响

以及对群体的意义。

（花花）

《云霄之上》特别献映口碑获赞

《目中无人》发侠义特辑揭武侠片背后奥秘

《开心超人之英雄的心》发新海报祝福高考学子

万玛才旦监制《回南天》定档 6月24日

激活电影文化的创新探索
——经典老电影与数字藏品的结合

■文/ 杜丽华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意见》明确，到

“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

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

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

给体系。

数字藏品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

表，其与文物、艺术品、传统文化的融

合给文化传播带来全新的表达形式，

拓宽了文化产业的影响边界。一方

面，数字藏品将继续凭借其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提升品牌的传播

度和影响力，助力品牌完成价值变现，

实现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新业态。另一

方面，数字藏品将充分发挥赋能作用，

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以数字藏品为核

心，将数字藏品与实体产业、实物商

品、线下权益等紧密链接，以虚实联动

的新型销售方式持续挖掘价值，打造

更加立体的、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发

展模式。

对电影文化行业而言，数字藏品

不仅为发行和营销提供了新思路，还

拓展了当前影视衍生品的消费途径，

使影视 IP的衍生品不再局限于盲盒、

手办等实物，还能发展为图片、动画、

角色 3D 模型等数字内容。未来可以

进一步探索线上权益与线下权益相结

合的影视文化类数字藏品，推动电影

行业全产业链及关联场景消费，如关

联影院电影票、主题乐园、剧本杀等，

进一步加速电影文化消费场景和消费

模式的创新，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

中国电影资料馆是我国国家级电

影档案馆，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已从

单纯的档案保管机构发展为以电影档

案工作为核心，业务和功能多元化的

电影文化机构，在中外电影档案的收

藏、保存、整理、研究、利用、交流等方

面做出了积极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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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档案数字化

的实施工作：开展“电影档案影片数字

化修护工程”、建立“安溪数字资源中

心”、成立融媒体中心，加快用数字化

手段对电影档案的存储、修复、传播工

作的实施，对保护文化遗产做出重要

贡献。同时致力于对文化创新工作的

开发，用数字化新形式激发文化创造

活力，使传统文化档案绽放新魅力。

今年是“现存最早中国故事片”

《劳工之爱情》诞生一百周年。5月 20
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数字藏品平台

鲸探APP上推出了《劳工之爱情》系列

数字藏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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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藏品以原始电影档案素材为

基础，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再创作，既保

留了浓郁的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化风

情，又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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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正式

开售后，共50000份数字藏品在1分钟

内迅速售罄。《劳工之爱情》系列数字

藏品是中国电影资料馆开发的首部系

列数字藏品，是数字时代背景下对传

统电影文化融入现代化表达、推动电

影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创新尝试。

通过数字藏品这种形式，实现了经典

电影资源的活化，赋予经典老电影全

新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使其从

官方馆藏转变为个人收藏，推动社会

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人参与到优秀电

影艺术的创新与传承之中。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中国

电影资料馆将持续探索科技与经典电

影的创新融合，推动电影文化产业数

字化布局，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电影有着丰富的视听元素和文化

艺术价值，与数字藏品在内容上有着

广泛的适配性。当前，电影行业已步

入数字藏品的赛道之中。

2021年8月，国漫电影《白蛇2：青
蛇劫起》通过蚂蚁链技术实现了小白、

小青两位角色数字藏品的链上发售。

2022 年春节档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筐出未来》、《奇迹·笨小孩》、《四海》

也先后推出了数字藏品。2 月 28 日，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在淘票票APP上

推出了“地球移民”、“太空逆行者”、

“地球驾驶室”、“红色巨星”、“命运的

安排”六款数字藏品。在国外，电影业

也深入到 NFT 市场当中，主要方式包

括将未公开内容、未公开电影片段制

作成 NFT、发行电影周边 NFT、在 NFT
平台上宣发电影等。2021 年 11 月，

《蜘蛛侠：英雄无归》向预定该片首映

（首映票价高达 200美元）的观众赠送

86000枚与电影相关的NFT藏品，预售

时就非常火爆，一票难求。最终，该片

斩获2021年度全球电影票房冠军。

数字藏品不仅帮助电影作品和观

众建立了更加深刻的情感连接，为电

影的营销、宣传、发行等提供了新的思

路，同时拓宽了优质电影 IP的开发版

图，让电影 IP获得更持久的生命力，为

影视衍生品开发、影视产业文化发展

都增添了新的活力。

根据市场追踪机构 DappRadar 的
调查，2021 年 NFT 总销售额为 249 亿

美元，相比 2020 年暴涨 260 倍。在这

股热潮的刺激下，国内已涌现出大大

小小一百多家数字藏品机构，阿里巴

巴、腾讯、京东等大型互联网公司都

先后推出数字藏品平台，这些平台多

数采用预约、定价、限量出售的经营

模式。经过近一年的发展，众多互联

网公司的数字藏品业务发展稳定，其

中鲸探和幻核（腾讯公司下属的数字

藏品平台）更是处于行业领先位置。

与实体藏品相比，数字藏品有一

定的优势：（1）价格较低。在一些数

字藏品平台上，收藏者只需花几元到

几十元就能买到心仪的藏品，符合大

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能力。（2）保存保

管便利。数字藏品解决了实体藏品

易损坏或丢失的缺点，收藏者可以不

受时空限制观赏藏品，同时借助数字

技术还能带给用户独特的文化体

验。（3）价值内涵丰富。当前发布数

字藏品的大多数机构拥有强大的品

牌力量，知名度、权威性较高，藏品蕴

含了丰富的文化价值及艺术属性，并

实现了馆藏藏品向“个人藏品”的转

换。这些共同构成了数字藏品的价

值序列，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消费

需求。（4）丰富社交。以鲸探 APP 为

例，用户可以通过数字展馆功能展示

和分享藏品，展现其艺术品位，还可

以将自己的藏品转赠给好友，一定程

度上满足其社交诉求。

数字藏品是指利用区块链技术，

对应特定作品、艺术品生成的唯一数

字凭证，在保护其数字版权的基础

上，实现真实可信的数字化发行、购

买、收藏和使用。数字藏品与国外火

爆的 NFT（Non-Fungible Token，即非

同质化代币）相似但却有明显的不

同，数字藏品可以说是 NFT 在中国本

土 化 、合 规 化 的 应 用 探 索 和 展 现

模式。

两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外 NFT 底层链是基于公链，而

国内的数字藏品平台大多数是基于

各自的联盟链。（2）NFT 发布不需要

经过人工审核，任何人都可以开发或

上传 NFT，其交易主要采用虚拟货币

进行，如以太坊（ETH），但数字藏品

不论是平台、产品形态还是授权链路

等都受到严格监管，且只能以人民币

购买。（3）NFT 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多

数 NFT 因炒作拥有较高的价格，而国

内数字收藏平台大多数不支持藏品

的二次转卖，以鲸探（蚂蚁集团旗下

数字藏品平台）为例，收藏者持有某

一藏品 180 天后可以转赠。（4）NFT
应用的典型领域包括游戏、艺术品、

版权和收藏品等，国内数字藏品最常

见的是文博类藏品，也包括艺术品、

数 字 潮 玩 、非 遗 、数 字 形 态 衍 生

品等。

自 2021 年起，国内各大文博机

构率先进驻数字藏品领域，各平台推

出的藏品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喜爱，几

乎全都“秒光”。随着越来越多的机

构涌入数字藏品赛道，数字藏品的发

展路径也越来越多元化。

◎什么是数字藏品

◎国内数字藏品平台及藏品特色

◎数字藏品在电影领域的应用

◎经典老电影与数字藏品的创新融合

◎拓展影视衍生品的消费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