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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5G数智新时代元宇宙

发展论坛”在厦门举行。论坛由 2022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组委会主办，中国移

动咪咕公司联合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

厦门文广传媒集团、福建移动共同承办。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单霁翔，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

丕民，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中

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等参加论坛。

与时代积极拥抱：“中国传统文

化咪咕研究院”成立

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如何将中

国电影及文化资源进行价值传承与科技

转化，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

为当下时代命题。论坛现场各界代表分

别从实际出发，分享精彩观点。

以“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为主题，中

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单霁翔在论坛现场讲述了他与厦门

鼓浪屿的渊源，并围绕闽南特色文化作了

深入浅出的阐述，提出中华文化传播应与

时代积极“拥抱”。

单霁翔介绍说，自己前年在山西壶口

参加了国际旅游联盟的大河文明旅游论

坛，其中有一位嘉宾是外国驻华大使，在

致辞里面非常骄傲地说，他的国家有五千

年的文明，比你们中国早了两千年。“听了

他的讲话我真的很崩溃，连小学生都知道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国际社会老是有人认

为我们实证的文明只有3300年甚至一些

所谓的汉学家也长期这么说。在随后我

的发言里，调整 PPT，讲了良渚遗址申报

的故事——13分钟的专家陈述，十个国

家支持表态的发言，大会主席一锤定音良

渚 5300年的历史进入了世界遗产，实证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

他还介绍说，今年是《世界遗产公约

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制度中华文明文物法40周年。“在福建

的福州召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44届
世界遗产大会开的很成功，并且泉州以宋

元时代的中国海上贸易商贸中心这样一

个辉煌的历史进入了世界遗产，所以我们

想应该讲好世界遗产的故事。”

“我在福建走了鼓浪屿历史国际社

区。鼓浪屿很多人认为是美丽的海岛，其

实不仅仅是美丽海岛，是我们国家很少有

的一个最早形成的历史国际社区，最早的

岛民居住后来一些外国人看上这个地方

开始建造房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侨

回来以后岛上新建了建筑，医疗设施、教

育设施、文化设施非常健全，岛上制定当

时很进步、很开明，也是很开放的政策。

比如规定养狗、遛狗必须要拴绳，不能在

海边换泳衣等等这些在一百年前就已经

开始制定了。所以我们走进历史国际社

区，我们希望它成为一处世界遗产讲好中

国的故事，反复的摸索进行环境的整治。”

单霁翔说。

论坛上，单霁翔专家团队、河南卫视

与咪咕公司共同启动成立“中国传统文化

咪咕研究院”，携手探索元宇宙场景下优

质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发展赋能。单霁翔表示，“通过中国

传统文化咪咕研究院对文化遗产的正能

量价值传递，我们会讲好中国故事，更好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也在

致辞中表示，继今年7月厦门市人民政府

和咪咕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后，双方积极推

进厦门元宇宙建设，在投洽会期间创意打

造了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的首个元宇宙

AR夜景秀。作为金鸡百花电影节连续四

年的官方合作伙伴，咪咕坚持将“5G+4K+
XR”等领先技术与电影文化相结合，为探

索电影文旅产业数智化转型共寻方向。

咪咕将在冬奥冰雪元宇宙、鼓浪屿元宇宙

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立足元宇宙第一岛

“鼓浪屿元宇宙”新场景，结合金鸡百花电

影节特色文旅 IP，打造全球首个元宇宙电

影节。

XR影视元宇宙工厂，

“做导演要有’算法’”

纵观 2022年，中国电影产业生态产

业发展有何特点？由每日经济新闻和万

达影视集团大数据中心联合出品的《2022
强影之路》电影产业白皮书给出答案。这

是《强影之路》第三次在金鸡奖发布，也是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第二次作为独家特约

合作伙伴，见证这一时刻。白皮书从6个
维度的观察、6大趋势的判断，以专业的

财经视角呈现 2022 年电影产业的发展

态势。

随着5G技术和元宇宙建设的飞速发

展，影视产业迎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影

视产业与元宇宙碰撞所带来的颠覆式变

革将会传导到摄录技术、虚拟制作、发行

传播以及观影方式等四个环节，进而助推

全产业链的数智化升级。得益于在影视

领域的深入探索，中国移动咪咕在论坛上

发布影视行业元宇宙解决方案——“基于

算力与云渲染的XR影视元宇宙工厂”。

咪咕公司数字化解决方案部总经理孙翔

云介绍说，XR影视元宇宙工厂具有算力

与云渲染平台、XR虚拟影棚、影视数智

人、元宇宙XR制作能力、超高清裸眼 3D
制作能力、创意策划能力、沉浸式观影现

场以及宣发八大能力，“将能够更好地赋

能影视产业向摄制虚拟化，生产数字化，

以及体验沉浸化转型。”

影视人才必须是有想法又懂算

法的复合型人才

在论坛的圆桌对话环节，中国电影家

协会电影影视制作工委会会长江海洋首

先发言，“过去拍电影，作为导演来说，我

们只说你要有想法，你的想法好不好？你

有什么好想法？从今往后，我想还要加上

一个’算法’，那就是高科技技术。面对今

天的形势，换了一个时代，换了一种方法，

能够给电影导演可用的武器、可用的资

源，大大地丰富了未来电影的创作。”

江海洋介绍说，2019年上影集团出品

的《攀登者》，自己当时是厂里派去的监

制。“这部电影用传统的拍摄方法是不成立

的，肯定完不成，甚至是没法拍的。接了任

务后，（当年）9月20日必须交片，因为是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三部重点献礼片

之一。片中，90%的内容是攀登珠穆朗玛

峰，但摄制组不可能去珠穆朗玛峰拍戏。”

“我们是在天津的一个采石场里搭景

拍摄，可以说珠穆朗玛峰我们一天都没有

去，但是诸位看这部电影时，可能绝没有

想到，一个90%的内容都是写珠穆朗玛峰

的电影，居然不在珠穆朗玛峰地区拍

摄？！这件事情给我震动非常非常大。”江

海洋在发言最后强调，无论科技、金融如

何发展，再新的技术也要靠人想出来，最

后也要靠人去执行。“所以培养人才是任

何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天的影视人才

必须是同时既有想法，又必须懂算法的复

合型人才。” （姬政鹏）

由林德禄执导的《扫黑行动》已于 11
月 11日上映，取得了相对不错的成绩，票

房已突破1亿元。

《扫黑行动》导演林德禄曾执导《反贪

风暴》系列影片，该系列影片在内地收获

超 20亿元票房。这位从 1979年就开始创

作的导演至今仍旧充满活力，希望“有机

会的话还能够继续在内地进行电影创作，

拍摄出观众喜欢、表达自己内心的影片”。

全力而为，顺其自然

当导演被问及是否有将《扫黑行动》

做成系列电影时，有着《反贪风暴》系列

电影经验的林德禄，抱着“不考虑太多，

做好当下，投入自己”的心态去创作《扫

黑行动》。

林德禄导演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知

名的交响乐团指挥家，有一次记者问他，

“你指挥过的作品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

一个？”他说：“我现在演奏的就是我最喜

欢的。如果我不投入自己百分之百的兴

趣，我的指挥一定不好。”林德禄觉得这其

中的道理与做导演一致，那就是，“我们的

每一个作品都要全力而为、全神贯注。”

“电影导演要拍摄出好的作品，因为

你的电影作品会影响到你下一部作品，唯

有把当前的影片创作好，观众喜欢看，投

资人才能够继续找你去拍电影。电影导

演其实很简单，没有观众看，你还觉得自

己是一位导演吗？你要有作品，才有观

众。”

所以在创作《扫黑行动》时，林德禄将

自己全身心投入，希望自己能够在当下的

创作中尽到最大的努力。“有时候不需要

将做系列电影的‘担子’压在身上，顺其自

然，你拍得好看，自然就会有人敲你的门

让你做导演。”

做一名“厨师”

林德禄导演在影片上映之前就表示，

“这部影片跟我过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就

是这次打击势力更强大、案件更复杂、冲

突更激烈、拍摄难度更大，希望用作品致

敬一线的扫黑英雄们。”

除了故事背景不一致，很多内地演

员参演也是导演新的尝试。不论是周一

围、秦海璐，还是曾志伟、吴孟达、张智霖

等演员，都让林德禄导演觉得“合作非常

愉快”。

首先，最让导演高兴的是，内地与香

港演员合作的效果比他预想的还要好。

从演员们的风格来看，没有分别，各个“实

力派”融合起来没有困难。其次，这些演

员都给了导演很多支持、很大信心。“我们

之间会有火花，开机之前都要对稿，有意

见就会很直白地交流。”多年的导演经验

也让林德禄深知，“当导演不是高高在上

的，导演只是一名‘厨师’”，需要将演员、

美术、服装、摄影等多部门的人员进行“调

配”，最终将影片做成一道“美味佳肴”送

到观众面前。

很多时候做导演是有一定妥协的，导

演与演员会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有些

导演会采取“拍两条”的方式，一条根据

演员的意见来，一条根据导演的意见

来。但林德禄从不这样做，他觉得，“做

导演是会有妥协，但是妥协的方式也一

定是与演员走同一条路。我们的创作过

程不是这边跑一跑，那边做一做，我喜欢

与演员沟通，确定一个方案，这需要导演

的判断能力，也需要导演能够清楚地表

达自己的意图。”

希望继续在内地创作

随着香港回归，两地电影人交流增

多，香港导演“北上”拍摄出了《桃姐》、《一

代宗师》、《中国合伙人》、《智取威虎山》、

《窃听风云》、《十月围城》、《建军大业》、

《中国机长》、《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

等多部观众反响热烈、票房成绩亮眼的

影片。

“作为一名导演，我很希望自己能够

在内地拍戏。”内地有很多资源和机会，具

有比较大的优势，“这对于导演来说是非

常好的事情”。林德禄说。

现在，林德禄导演最感兴趣的是希

区柯克的悬疑片，“他的镜头运用、戏份

的处理很有悬念，能够让观众进入他的

世界。”尤其令他深刻的是希区柯克在

1979年获“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现

场的发言，“通过观察我发现，人类并不

仅靠谋杀生存，人们需要关爱、认可和鼓

励，以及时不时的一顿美餐。”这位悬念

大师总会绞尽脑汁在各种场合将“观众”

带进他的世界。

除了希区柯克，日本的黑泽明、英国

的大卫·里恩都深刻地影响着林德禄，这

些导演也让林德禄走上了导演之路。“我

没有很强烈的野心去拍摄出特别卖座的

影片，希望拍出观众具有共鸣感、观赏性

比较强、可以表达自己理念的作品。”

由 曹 茜 茜 导 演 执 导 的《您 好 ，北

京》以北京为背景，讲述着三位主人公

——创业者、歌手、快递小哥为梦想艰

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过程。导演表示

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是，“想要拍

一部以首都北京为背景的现实题材电

影，用光影的力量去激励正在逆境中

奋斗的万千中国劳动者们。在面对困

难和逆境的同时，能够不怕困难，向阳

而生。希望能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用这部影片温暖人、鼓舞人。”

曹茜茜谈到自己选择现实题材进

行创作时表示，她觉得好的故事有很

多种表达方法，她本人比较喜欢现实

题材，因为这样会和生活非常贴近，能

够 反 映 人 民 、反 映 各 行 各 业 的 现 实

情况。

多年龄段的现实困境

影片区别于传统剧情片以单人物

为主体叙事，而是采取了在同一时空

中用三个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生

活阅历的小人物奋斗拼搏为主体，将

三个主人公的故事连接在一起，互相

共鸣。

选择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主人公去

进行表达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要

把三个故事汇总成一个故事，又不能

过于简单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

们前期设计了多种身份的人物形象，

如餐饮老板、脱口秀演员、画家等，最

终从中选出更能代表其年龄层、观众

喜爱的职业身份，每一个故事都是从

现实生活中所汲取的。”

电影中跨年龄段的设计还是想要

更多的观众能够在银幕前与人物产生

共鸣。不论是刚毕业踏入社会的毕业

生，还是需要结婚买房的“打工人”，抑

或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都能或

多或少在影片中看到一点自己的影

子。曹茜茜表示，在电影有限的时间

内，需要选择各个年龄段最有代表性

的表达，努力呈现他们可能会在年龄

段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以及他们是如何

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

找到最贴近角色的演员

为 了 能 够 找 到 最 适 合 角 色 的 演

员，曹茜茜从海选到最终确定演员经

历差不多七八个月的时间。导演表示

自己的选择标准非常简单，在科班出

身的基础上，哪位演员最适合角色、最

投入角色就会启用他。

影片中饰演快递小哥的李斐然除

了要经过最开始排练的筛选，剧组还

特意联系到圆通快递，让他亲身体验

去送了近两个月的快递。同样，饰演

歌手的刘犇不仅要会弹吉他、表演之

外，还要去地下通道，真正的像一名流

浪歌手在寒风中唱歌。

“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两到三个

备 选 ，都 要 让 他 们 去 真 正 地 体 验 生

活。有的能坚持下来，有的坚持不下

来。李斐然每天要送一百多单，中午

和快递员一起吃馒头，他回到剧组时

手、脸、嘴唇都皴了。刘犇唱到真有人

扫码给他钱。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对这

部电影的全身心投入程度，也希望他

们真挚的表演能够让全国观众感受到

角色的真情流露。”曹茜茜说。

“不怕困难，向阳而生”

人在面对生活困境的时候，有选

择“躺平”的，有选择奋斗的，甚至还会

有越挫越勇的。《您好，北京》中的三位

主人公在面对困境时，因为坚持没有

放弃，最后都坚持到了“曙光”来临。

“影片很容易表达放弃等‘下滑’

情绪”，但这都不是曹茜茜想要创作这

部影片的初衷，“我希望这部是一部

小、正、大的影片，是能够在这个冬天

给大家提气的。能够让大家不怕困

难，向阳而生。”

中国电影基金会副理事长阎晓明

肯定了影片的积极意义，“《您好，北

京》呈现于疫情背景下，解剖它给人们

带来的困境，呈现底层小人物即使遇

到辛酸艰苦但仍然没有怪罪时代，而

是充满乐观主义，努力去奋斗的精神

形式，是时代的典型记录。”

通过对现实的呈现，曹茜茜导演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让那

些迷茫的人、受打击的人相信我们的

祖国，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共同

面对困难时不要害怕，坚持朝着自己

梦想努力奋斗！”

《扫黑行动》导演林德禄：

投入自己，做好当下

《您好，北京》导演曹茜茜：

希望影片能够在这个冬天温暖人、鼓舞人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文/本报记者 李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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