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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舌尖上的中国》到《我

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电影让“国潮”、

“古风”成为风靡年轻人的新时尚，互

联网和“Z世代”年轻人文化合力打造

最潮“非遗”，让众多沉睡的珍贵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的活力。2022
年 6 月初适逢中国文化遗产日，内容

丰富的非遗活动陆续呈现，华狮电影

发行公司将最新出炉、聚焦苏州传统

手工艺匠人的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

作》带给海外观众，进一步助力“非遗”

文化自信“出海”。《天工苏作》定档北

美，即将于6月24日率先在纽约、洛杉

矶、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五大城市

的主流院线献映。

纪录电影《天工苏作》由著名导演

孙曾田（豆瓣8.6高分代表作《神鹿啊，

我们的神鹿》）执导、《舌尖上的中国》

配音演员李立宏旁白解说。孙曾田表

示：“这是苏州非遗故事首次登上大银

幕，将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审美观念

得以传递，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

国的匠人也可以留下影像、也拥有姓

名。这是走进和了解非遗的一个最好

的开始，也是能在影院领略中国传统

文化和非遗魅力的难得机会。”

《天工苏作》将目光聚焦苏州九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瑰宝，形

成了精致精彩的九个故事篇章：灯彩、

核雕、宋锦、明式家具、船点、苏绣、香

山帮传统建筑技艺、缂丝、玉雕。透过

十二位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领域

的非遗传承人，讲述中国匠人“择一

事、终一生”的动人故事，传递精雕细

琢的中国匠心匠魂。影片在李立宏

（代表作《舌尖上的中国》）浑厚温润的

音色中娓娓道来，带领观众博古通今，

走进“苏作”的昨日与今朝，感受中国

文化精神内核与新时代匠人精神的

传承。

12 位传统手艺人是时代的记录

者，更是时代的创造者。一门手艺流

传千载，其间的流变、传承与革新，以

及手艺里所包含的“讲究、哲思和温

度”，都在影片中历历展现。

“灯彩”：

慢工出细活，传承匠人精神

在“灯彩”篇章里，汪筱文，苏州灯

彩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不肯向时间

妥协，为守住自己心中的灯，倔强地挑

战复制极为费时费力、传说中拥有数

万个光孔的万眼罗灯。万眼罗灯需切

割出至少 2 万个光孔，75 岁的古稀老

匠人，每天切割至少五百个，两孔间隙

不超过一毫米，日夜赶工，只为再次向

年轻人展现“慢工出细活”的苏灯匠人

精神。汪筱文娓娓诉说：“灯彩匠人，

十年出师，学出来正是最好的时候，手

稳、眼快。我今年 75 岁，我自己知道

再也做不了这样精细的工作。但我还

是想搏一搏，起码让孩子们看看真正

的苏灯匠人是什么样子，极致的苏灯

是什么样子。”

“苏绣”：古今中西文化碰

撞，苏绣走上国际舞台

姚惠芬，苏绣国家级代表性传

承人。她发明的“简针绣”，2015 年

申请到国家专利，构图手法近似于

起源于 14 世纪文艺复兴时的素描。

中西文化火花碰撞，解构这种精简

背后的复杂，耗费了她十年的时

间。绣娘的一生都献给了针与线，

她把中国苏绣在当代带向世界舞

台。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主题馆”

里，她的作品《骷髅幻戏图》将中国

美术史上的一大谜团，透过苏绣 50
多种针法演绎呈现，惊艳世界。

“香山帮”：传承和创新，开辟

中国“新匠人”之路

“香山帮”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

长河里，留下了许多伟大建筑：故宫

宫殿群、明代皇陵、苏州园林……时

代变迁，香山帮代代相传，屹立不倒

至今。薛林根，香山帮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他带领瓦匠、木匠、石匠、漆

匠、水泥匠一帮兄弟打天下，在他眼

里香山帮屹立千年，全靠“讲究”二

字。其观点是：只要房子盖得好，工

期延长是可以商量的；年轻人缺少实

战经验，设计图纸的准确性远不及匠

人行走瓦砾之间的丈量。可薛林根

的儿子，“香山帮”传人薛东却坚持，

施工要按明确图纸，要有准确工期。

两代人观念冲突碰撞，传统要捍卫，

但时代追赶着你去变化。最终在苏

州几百里外，薛东负责的大型项目竣

工，全部采用标准化流程、运用大型

机械建造，但又极大程度保留了香山

帮古建特色。“万物生长、草木枯荣，

都有自己的周期。世界上没有任何

事物可以永远繁荣，除非它能够自我

修正，新的时代需要转变一下脑筋。”

薛东接受现代教育，但血液里仍留存

着香山帮匠人精神，让香山帮既有传

承、又有创新，走上一条开阔而艰巨

的“新匠人”道路。

“玉雕”：坚持艺术创新，“苏

州玉雕”开辟50亿核心产值

近十年，苏州以和田玉籽料为主

的玉雕产值超过五十个亿，江浙沪一

带最大的和田玉籽料市场就在苏州

老城。“对于一个匠人来说，重复劳动

是没意思的，但是超越自己也是最难

的。而每一次超越，都代表下一次超

越更难。”苏州玉雕国家级传承人杨

曦如是说。一块石头变成晶莹剔透

的玉雕，个中滋味常人难以理解。杨

曦坚守的不仅是技艺，也是对自己艺

术创作的不断超越，而这也是苏玉价

值迭代创新的核心。

另一位是苏州玉雕省级传承人

蒋喜，他经年累月躺在太湖渔船上，

在几十吨、上百吨的鱼虾蟹贝间，寻

觅一枚枚沉入太湖湖底的古玉。他

撰写了著作《太湖沉宝》，并将经年打

捞、研究的太湖湖底千年石玉器捐给

博物馆。蒋喜表示：“一种延续千年

的手艺，从不缺乏大师，但一个产业

如果要延续下去，需要多种角色的配

合。在苏玉千年历史里，我不过是短

暂浮现的一朵轻浪，但玉雕就是我毕

生唯一。”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我国第一个入选该名录的项目。截

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

目总数达 42项，位居世界第一。苏州

共拥有人类非遗名录 6 项，国家级名

录 3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 50人，苏州和江南文人千年沿袭传

承的风骨和云志，为“非遗”纪录电影

《天工苏作》的诞生贡献了深厚的

土壤。

华狮公司表示，纪录电影《天工

苏作》文化出海，于 6 月 24 日海外院

线上映，将会进一步引领“非遗”文化

走向大众，走入海外年轻人的社群文

化，代表中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的

观众透过大银幕探访千年遗存，感受

中华历史长河里中国匠人手艺的精

妙，中国匠心不变的坚守。（李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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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高考之后我等你”

毕业季 MV 及海报，众人合唱跨越 30
年的华语经典《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并

大胆放出暗恋宣言，情感真挚引人共

鸣；海报中，洛枳在天台满怀期待写下

与盛淮南之间的爱慕秘密。八月长安

同名小说改编，由黄斌执导，张雪迎、

辛云来领衔主演的电影《暗恋·橘生淮

南》首周票房已突破 7500 万，正在热

映中。

MV中，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共同献

唱跨越 30年的华语经典《你知道我在

等你吗》，歌名是拷问也是宣言，众多

暗恋中的人剖白心动故事，大胆说出

珍藏心底多年的告白。“莫名我就喜欢

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

因”歌词描绘出了情不知所起的懵懂，

歌曲至动情处，有男生在与心上人相

识的操场脱口而出：“毕业了，我还能

等到你吗”；也有人在电影《暗恋·橘生

淮南》片尾“表白吧，就现在”彩蛋亮起

时，勇敢地向影厅中一同观影的女孩

告白：“做我女朋友可以吗？”众多暗恋

数年的普通人动情献唱，将歌曲情绪

与个人情感一并爆发，真挚美好令人

动容。

在此次发布的“高考之后我等你”

毕业季 MV 的悠扬旋律中，洛枳与盛

淮南双箭头的浪漫勾起了许多人的暗

恋记忆，而电影片尾 5.2秒的彩蛋“表

白吧，就现在”更是助推了许多观众向

身边的心仪对象表白。同步曝光的海

报中，洛枳在天台墙上写下暗恋密语，

盛淮南脸上则是藏不住的笑意。正逢

毕业季，有观众计划约喜欢的人一起

观影：“毕业季最后的心愿是带她看

《暗恋》，电影替我表白过，遗憾的就不

是我了。”

（影子）

本报讯 近日，由麻赢心编剧并

执导，双雪涛任艺术总监，顿河任制

片人，周冬雨、章宇、张宥浩主演的

爱情悬疑电影《鹦鹉杀》正式杀青。

该片于 4 月下旬在福建开机，预计

2023 年上映。

《鹦鹉杀》以真实的“杀猪盘”新

闻为灵感，讲述了经历“杀猪盘”骗

局的周冉（周冬雨 饰）到福建小镇寻

人，通过一只鹦鹉，意外认识了林致

光（章宇 饰）和许照（张宥浩 饰），却

渐渐发现他们与她过去遭遇诈骗的

经历有关。

导演麻赢心曾谈论到本片的创

作初衷，“我很关心这些被称为‘猪

’的女性，如何面对巨大的谎言和

伤害”。《鹦鹉杀》从女性的复仇心

理出发，混搭了爱情和悬疑的类型

元素，会让观众对“真相”充满了恐

惧和好奇。

（花花）

本报讯 6月10日，电影《云霄之上》

发布“倒计时48小时”版预告与“前赴后

继”版海报，宣布影片定档6月17日，届

时影片将在全国艺联专线与观众见面。

该片以 1935年浙西南挺进师战略

转移的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聚焦战场

上的“无名之辈”，是一部体现人性以及

人与战争关系的诗性电影。影片讲述

了一个刚经历战斗挫折的红军战士洪

启辰接到命令，要在 48 小时内集结战

友、炸毁敌方弹药库的故事。这是一个

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为了挺进师

大部队的 350名弟兄、为了革命火种延

续，他们必须取得胜利。

导演刘智海表示，《云霄之上》是一

部视觉风格与叙事模式非常独特的战

争电影，全片以文献式老胶片的视觉营

造年代质感，用空灵场景创造久远而梦

幻的视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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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1日起，电影《云霄之上》走进

中国美术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浙江工

商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等院校开启特别献映，获得师生们

的热烈欢迎。

有人称赞影片美学镜头极富艺术

魅力：“光影变幻间留足遐想的空间，冲

击力很绝”；有人感慨人物的真实感：

“在溃败的情况下到底该不该执行军

令，有彷徨有挣扎有逃避，但最终知难

而不退，这就是军人”；有人表示“这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观看过程

中像做梦一般地在感受水、光、影、梦的

力量”；有文史专家给予本片高度评价，

表示以往国内战争片大多聚焦于一些

重大战役，此次电影做了大胆的尝试，

切入角度非常难得，更多地展现了人性

的多元化、复杂化。

电影《云霄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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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美术学院电影

学院教授、导演刘智海执导，徐小明担

任总监制，万玛才旦、崔斯韦担任监制，

陈伟鑫、吴嘉辉、聂劲权、应林坚、林裔、

陈文元、陈雨泽主演。

该片曾获第 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

（团体）男主角、最佳摄影三项大奖，并

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国

际电影节、日本京都国际电影节、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长春电影节、澳大利

亚金考拉国际华语电影节、日本冲绳国

际电影节等国内外知名电影节展。

（姬政鹏）

本报讯 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

并执导，朱一龙领衔主演，杨恩又特别

介绍出演，王戈特邀主演，刘陆、罗京民

主演的电影《人生大事》将于6月19日、

6 月 23 日超前点映，6 月 24 日全国上

映，已开启预售。近日片方发布了由音

乐人赵照作词作曲并献唱的电影同名

主题曲《人生大事》MV，在温暖疗愈的

曲调中娓娓道尽平淡生活的珍贵与人

间美好，给再次度过疫情的人们送上慰

藉与信心。

《人生大事》讲述了殡葬师莫三妹

（朱一龙 饰）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

出殡中，遇到了孤儿武小文（杨恩又

饰），小文的出现，意外地改变了他对职

业和生活的态度。近日，由“音乐诗人”

赵照作词作曲制作并演唱的电影同名

主题曲《人生大事》MV上线。歌词“我

爱这离合爱这悲欢，爱这烟火的人世

间”与画面中普通人的生活片段、烟火

人间在温暖疗愈的曲调中交织，不仅抚

平了疫情期间众人的迷茫、压抑、失落，

也唤起了大家对平淡生活的渴望与珍

惜。

《人生大事》虽然是市场稀缺的殡

葬题材，但故事借一段温暖的非血缘父

女情向观众传递了“好好活着”的态

度。对此朱一龙感悟道：“不管处于怎

样的环境当中，都要积极地去面对生

活。”刘江江也表示：“希望人们看完电

影好好去谈个恋爱、去吃个火锅、去好

好享受一下生活。”据了解，该片在点映

后获得了业界和观众的双重认可，自媒

体桃桃淘电影评价道：“在死亡的底色

上恣意描绘生命的真挚与热烈，这便是

整部电影最美的余韵。”也有观众认为：

“在后疫情时代，这部电影是给我们的

一份独特的精神安慰剂。” （影子）

本报讯 近日，制片人方励通过微

博再次分享电影《断·桥》的片场花絮，

晒出一张与王俊凯和合照，并配文写

下：“这川渝两爷子笑豁老，前景李玉导

演监视器里给他们看的啥子嘛？可以

感觉下，是孟超的笑，还是王俊凯的

笑？ ”照片中，王俊凯以片中灰头土脸

的造型出境，与方励老师并排看着李玉

导演监视器，笑得开心，看来二人对拍

摄效果都很满意。

《断·桥》由李玉执导、方励监制，马思

纯、王俊凯、范伟领衔主演。影片原定于6
月2日上映，后宣布改档至2022年暑期上

映，具体上映时间待定。该片讲述了在大

桥坍塌后惊现一具人骨，从而牵连出一桩

多年前的凶杀案。死者女儿闻晓雨(马思

纯饰)被修车工孟超(王俊凯饰)告知当年

的目击画面，而这一切都牵扯到闻晓雨养

父朱方正(范伟饰)身上。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在淘

票票的想看人数已经突破30万。

（花花）

“非遗”纪录电影助推中国文化“出海”

《天工苏作》将在北美影院上映

周冬雨章宇主演《鹦鹉杀》杀青

《暗恋·橘生淮南》发“高考之后我等你”毕业季MV

《云霄之上》发“前赴后继”版海报
6月17日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人生大事》发同名主题曲MV

《断·桥》片场花絮照露出

方励与王俊凯灿笑看监视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