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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小麦成熟季。6 月的
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上遥镇的
数千亩金色小麦蔚为壮观。这
里日前举办了黎城县第二届“小
麦文化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重温割麦、打捆、碾麦等传统
农业生产方式。

无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的艰辛，还是“稻花香里说
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喜悦；无
论“卖书买农具，作业岂辞劳”的
归隐之乐，还是“一亩田无七斗
收，先将六斗送皇州”里的心酸，
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已融入每个中
国人的灵魂和血脉，成为中华民
族永远的记忆和忘不掉的乡愁。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
铸魂”。揆诸现实，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农耕文
明受到一定的冲击，许多地区村
庄空心化和“三留守”问题也日益
突显。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深入，
农具已经失去用途，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的“稼穑之事”已经与现代
人产生了距离。这是文明的进
步，也是农业发展的必要过程，然
而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之中，农耕
文明的魂变得越来越稀薄。

无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脉
传承，还是乡村文化的繁荣兴
盛，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在当
代都具有重要意义。众多游客
到上遥镇参与“小麦文化节”，不
仅能勾起儿时与“农”字相关的
许多回忆，体验到劳动的艰辛，
进一步认同了粮食的价值，也是
打捞乡愁的一个路径，更对当地
的农业特色发展大有裨益，取得
了多赢的效果。

让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
代展现出无穷的魅力和风采，为
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丰厚的精神

文化滋养，是时代的宏大命题。
2018 年，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
复，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有助于传承和
展示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对推动
传统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点。

从“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举办到各地农业民俗博物馆的
建设，从接地气的乡村游到“小
麦文化节”的红红火火，都具有
重大的意义和多元的文化价
值。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
兴，让农耕文明留得住、传下
去，使泥土里酝酿的独有文化
焕发新的魅力，需要全社会进
一步深化对农耕文明更大的价
值认同，并付诸于实践之中。

两只小猴，用力拉开淡蓝色的
水帘，如同大幕开启，露出经典动画
电影《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脸。画
面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孙悟空那
双灵动的眼睛，充满蓬勃朝气，好
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世界……

这是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官方海报。从 6 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这个中国唯一的 A 类电影
节，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 A 类电影
节，坚持着自己的好奇心，用探索
的眼光打量世界、锻造产业、扶持
新人……

这种珍贵品格，更是中国电影
的年轻态，是中国要从电影大国迈
向电影强国的坚强决心——

看到世界最美丽的风光

这个6月，来自全球各地的万余
中外电影人集聚上海。

今年，报名参加本届电影节的
影 片 达 到 112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3964
部，影片报名分布地域之广，报名
影片之规模，在全世界的电影节中
也不多见。

经过遴选，在电影节的 10 天
中，500部左右中外展映影片在上海
16 个区的 47 家电影院放映。其中，
世界首映59部，国际首映38部，亚
洲首映 113 部，中国首映 94 部，首
映片达到展映片的六成。

站在上海影城，上海国际电影节
主会场，一位影迷拿着自己写的片目
单，“电影节放的是从全世界挑出来
的好影片，是一扇特别好的窗口，让
我们看到世界电影最广泛最美丽的
风光。”

坐落于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诞生和成
长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性是其
必有特质。而电影节强调的国际
性，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广泛性。

6 月 15 日，电影节开幕首日，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在上海启动
新一轮合作。“这标志着去年成立的

‘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正在将电
影文化交流互鉴之路走深走实。”上
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电影

局局长胡劲军表示。
背倚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的

“朋友圈”不断扩容。“一带一路”
电影节联盟去年电影节期间成立
时，由29个国家的31个电影机构组
成，今年已经扩展到33个国家38个
成员机构。

以电影节为缩影，世界电影交
流格局，正在呈现出更为多元而流
畅的面貌。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奖的蒙古电影 《再别天堂》 等获
奖后，在所在国引发广泛反响，客
观上起到推动当地电影发展的作
用。同样，去年9月起，上海国际电
影节借助电影节联盟平台开启“一
带一路”电影巡展，成功将 《阿拉
姜色》 等一批中国新片推送到各国
电影节展映。

探究5G光影面貌

打量世界，是一种好奇。探究
前沿，是另一种好奇。

本届电影节金爵盛典首次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4K超高清频道进行
全程 4K 超高清直播，并实现了 5G
环境下的信号回传，这成为我国运
用最前沿的媒体技术直播国际性大
型文化活动的首个案例。

5G，一个绕不开的话题。6月6
日，5G商用牌照正式发布，意味着
5G商用元年的开启。作为重要的视
听内容供给方，5G对电影产业的影
响不言而喻。此起彼伏的 5G 讨论
声，在电影节现场碰撞出璀璨的火
花，成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
大亮点。

电影节期间，聚焦5G和影视产
业密切结合的第三届中国影视领袖
峰会举行。现场，与会人士指出，

技术革新内容，内容创造市场，谁
能把握住5G风口，谁就能在全新的
5G 时代领航文化产业。“电影在中
国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要保持电影
基业常青，永远有活力，就需要不
断变革进步。”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王
健儿表示。

“5G 时代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
通讯升级，它将再次重塑影视行业
生态，带来新的市场空间。”慈文传
媒创始人马中骏认为。

在5G的加持下，超高清视频在
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
宽色域、高色深等5大方面将显著提
升视觉效果。这样的升级，整个技
术团队有一句简单的形容：“给化妆
老师添麻烦了！”金爵盛典总导演章
瀚说，因为超高清的信号和技术，
演员每一个毛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
楚。此次金爵盛典的灯光、音响、
舞美、化妆等，技术规格和质量要
求，都要比以往更高。

更加看重产业未来

演员王景春，是本届上海国际
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的评委。
在接受采访时，这位老戏骨感慨，

“现在我们处在中国电影最好的时
代，这些年发展速度太快、太快
了，我觉得这就是时代带来的美好
现实。”

随着电影产业的逐步发展，中
国年度票房已突破600亿元。在电影
节现场发布的 《中国电影产业研究
报告》 显示，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
电影市场第二大票仓，且9.06%的增
幅令中国仍是全球票房当之无愧的
增长最快国家。

同时，中国电影正将目光更多

聚焦于内功的修炼。“金爵盛典的很
大篇幅给了今年的新片 《攀登者》，
不光是为了推广这部影片，而且是
强调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中国电影
从大国向强国攀登的过程中，应该
体现出的精神风范和时代追求。”胡
劲军说。

事 实 上 ， 所 有 电 影 节 的 好 奇
心，指向的都是中国电影的未来，
代表的都是中国电影攀登电影强国
的年轻态。

上海国际电影节聚焦中国电影
产业的工业化提升，《上海科技影都
总体概念规划》和《松江区关于促进
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业发展的若干
政策》 在电影节现场发布，备受国
内影视行业关注的上海科技影都，
美好蓝图正逐步从规划成为现实。

为 补 上 电 影 人 才 培 育 这 块 短
板，电影节坚持“亚洲、华语、新
人”定位，构筑起由短视频、短
片、创投训练营、电影项目创投、
亚洲新人奖和金爵奖层叠组成的阶
梯型新人培育体系。

电影节珍视中国电影的既往。6
月 21 日晚，修复版 《家》 在上海影
城首映。1956 年，导演陈西禾和叶
明将巴金的名著小说 《家》 搬上大
银幕，集结孙道临、张瑞芳、王丹
凤、黄宗英等艺术家，可谓文学作
品影视改编的标杆之作。

更注重中国电影的未来。电影
节期间，第二届“你好新时代——
中国永远在这儿”融媒体作品大赛
正式启动，鼓励创作者运用逐格、
航拍、VR、AR、手绘、沙画等富
有创意的手段，反映新一代年轻人
对新时代的生动理解。

历时 10 天的电影节，盛会掩上
帷幕，而属于中国电影的更多精
彩，即将开始。

本报电（记者邹雅婷） 头顶繁
星闪耀，脚下绽放出朵朵向日葵，
四周变幻着会动的画作……近日，

“心灵的畅想——梵高艺术沉浸式体
验”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
览采用 360 度全景全息视频影像技
术，完美还原 200 多幅梵高作品，为
观众奉上一场多感官艺术盛宴。

1500 平方米的体验区包括 9 个
部分：梵高生平序厅、沉浸式主
厅、星空沉浸式厅、花瓶投影厅、
纪录片放映厅、梵高卧室还原厅、
互动绘画体验厅、VR 体验厅、梵
高艺术衍生品商店等。沉浸式主厅
采用声光技术，让逾百幅梵高名作

“活起来”：画中的人物互相抚摸手

臂，螃蟹爬出了画框，雪花从天空
飘落，乌鸦扇动翅膀飞过金色的麦
田……“梵高的卧室”还原了梵高
1888 年在法国阿尔勒居住的小屋，
明艳的色彩、非凡的透视效果，让人
仿佛走进这间对于梵高有着特殊意
义的房间。互动绘画体验厅里，孩子
们尽情发挥想象力进行绘画创作。
在VR体验厅，戴上VR眼镜，就能穿
越到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的阿尔勒，
感受梵高所见的景色和人物怎样变
成一幅幅经典画作。

本次体验展由国博 （北京） 文
化事业中心、皕博国际文化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将持续至 9
月22日。

本报电（记者郑 娜） 第二届
“中国白”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 6 月
21日在北京举行。经过国际知名陶
瓷专家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专业评
审，10位中外艺术家获奖。

“中国白”国际陶瓷艺术大奖
赛是每两年举办一届的艺术盛事，
旨在推动中国陶瓷艺术与国际的交
流，推动陶瓷艺术与当代艺术的融
合与创新发展。各国艺术家以不低
于 50%白瓷材料为材质创作的作品
参赛。本届大奖赛自去年 10月 1日
启动征集，至今年 5月 10日截止，共
有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69 位艺术
家、785 件作品参赛，最终来自 24
个国家的 101 位艺术家进入北京现
场终评环节。

“中国白”是西方国家对产自福
建泉州的德化白瓷的美誉。泉州德
化白瓷以“白”见长，因白如雪、明如
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享誉世界，以
明代“瓷圣”何朝宗为代表的德化瓷

雕作品将当时中国陶瓷创作艺术水
平推上了巅峰。在长达数百年间，

“中国白”扮演着世界文化交流使者
的角色。如今40多个欧美国家知名
博物馆典藏泉州德化的中国白瓷。

据悉，“中国白”国际艺术陶瓷大
奖赛作品展于6月23日至7月5日在
北京798艺术园区正式对公众开放。

正 像 电 视 连 续 剧 《共 和 国 血
脉》 的剧名显示的，石油在国家建
设中有着重要意义。这部讲述新中
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的匠心巨制，全
景呈现了石油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
世界，通过展现石油人“流血流汗
不撤退，拼命也要找到大油田”的
信念，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业史
全景式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剧集一开篇，后来被改编为石
油师的战士们便接到了全力保护玉
门油矿安全的命令。战斗过程中，
战士们经历了战友牺牲、艰辛跋涉
与亲情危机，是炽热的革命热情让
他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
取得了胜利。后来这支队伍奉命在
汉中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

改编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枪。交枪仪
式举行的这天，下起了瓢泼大雨。
风雨中，战士们满怀深情、恋恋不
舍地放下了跟随自己多年、彼此生
死共担的枪。泪水与雨水混在一起

的场景，让观众感慨万千。在新疆
时，为了让油矿有更高的出油量，
战士们倾尽全力请苏联专家指导工
作。他们满怀诚意，终于获得了珍
贵的资料。

该剧以厚重的叙述风格，展现
了石油人不管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
设时期，都对祖国建设抱有的满腔
热忱。该剧首次将共和国成立到大
庆会战的6次石油大会战有机地融入
到剧情中，全景展现了这支英雄队
伍为祖国崛起、民族振兴所做出的
无私奉献与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剧中，战士们在寻找石油的过
程中战胜了地震、洪水、火灾、井
喷、雪灾等艰难险阻，相继开发了
玉门、柴达木、克拉玛依、四川、
大庆、胜利等大油田。

这部颂扬石油人伟大担当与奉
献精神的匠心之作，传递了石油人
与时俱进、艰苦奋斗的精神血脉，
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

上影节的好奇心
中国电影的年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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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外国艺术家在创作“中国白”
泉州瓷路艺术发展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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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走红海内外

10位中外艺术家获陶瓷艺术大奖

去国博体验梵高

国产新片《攀登者》主创在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亮相 新华社记者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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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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