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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11 日晚拉开帷幕，开幕电影
《1921》备受瞩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幕已有《开天辟地》
《建党伟业》等珠玉在前，《1921》又有哪些新亮点？

从“数星星”到“沉浸式”观影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在红色大片中“数星星”，

忙着辨认演员的面孔和姓名，已经成了不少观众的习惯。不
过《1921》没有让观众停留在简单“数星星”上。

扮演中共一大代表的多名青年演员说，在片场“分分钟
入戏”“入戏很深”。影片导演、监制黄建新说，创作《1921》的
初衷之一，就是希望把观众更好地带回到100年前的历史情
境中去。

银幕上，青年毛泽东在 100年前的上海街头飞奔，蒙太
奇手法将观众带入他的回忆和美好憧憬。专家纷纷为这段
合理想象点赞。“这能让不少观众第一次了解到青年毛泽东
堪称一名‘体育健将’的一面。”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
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说。

令首批观众印象深刻的除了扮演青年毛泽东的王仁
君，还有与王仁君有多场对手戏的中年演员张颂文。张颂
文为了演好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下了很大苦功，他为角
色塑造与导演来回探讨数小时，其钻研精神令剧组后辈演
员钦佩。

“还原”历史背后的情感与美学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当时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和妻子王会悟还是新婚燕尔。
史料显示，李达和王会悟曾一度在环龙路（今南昌路）老

渔阳里2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二楼朝北的房间借住，成为陈
独秀上海寓所的座上宾。1921年夏，李达为筹备中共一大忙
碌，妻子王会悟也积极参与其中。

在影片《1921》中，李达、王会悟分别由黄轩、倪妮扮演。
影片以这对新婚夫妇为视角，巧妙地打开石库门建筑二楼朝
北的窗，片中人物看到的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的邻家
小女孩。这个美学意象的设置，既有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
特色，又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美好情感和人文关怀，在影
片尾声处还有一处呼应，得到了专家和观众好评。

片中，王会悟设法借用博文女校，妥善安排中共一大代
表住宿的情节，在推进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丝风趣幽默。专家
认为，影片塑造了中国当时的一批进步女性形象，她们睿智、
机敏，对党的建立亦有贡献。

于初心使命中感受历史浩荡
《1921》不仅再现了百年前的上海，还试图呈现当时欧洲

和日本的历史关联场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与当时

的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城市史研究专
家苏智良说，《1921》给予观众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去观察
和思考党的创建史，革命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越是面对困难阻碍，党的生长发育
越顽强。

该片联合导演郑大圣介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打乱了拍摄节奏，原定赴海外拍摄多个场景，后来不得不
修改拍摄方案。其中，在日本的拍摄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进
行的，由身在北京的中国导演团队远程指挥，日本当地摄制
人员掌镜，最终完成拍摄。从道具、服饰等细节看，《1921》对
100年前日本东京警视厅的场景还原度较高。

还有一个描写法国国庆日的场景，则是剧组在各方协助
下在上海外滩选景完成。“当《马赛曲》在片中回荡，也会让人
联想到后来《义勇军进行曲》是在上海诞生的。”石川肯定了

《1921》于细节中呈现的“大历史”。
为全力保障《1921》拍摄，上海电影集团下属车墩影视基

地还等比例“复刻”了中共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博文女校等
历史建筑。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12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
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上说，《1921》尽可能根据已知史料还
原历史现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当代中国电影人
的工匠精神和使命担当。

见人见人··见事见事··见初心见初心
———盘点电影—盘点电影《《19211921》》三大看点三大看点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许晓青

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大同市民袁建琴购买了百余个粽
子，带上十余名志愿者，开车去看望长城脚下的羊倌。他们
希望与羊倌建立良好关系，杜绝羊群攀爬长城。

“在我们的劝说下，20多名羊倌戴上红袖章，成为保护
大同夯土长城的志愿者。”56岁的袁建琴如今已义务守护长
城近10年。她和志愿者们一起到长城沿线捡垃圾、发传单、
发现问题及时与文物部门联系。

为发展更多“长城卫士”，袁建琴等人经常义务为研学游
的小学生、初中生讲解长城历史文化。她还会带领孩子们宣
誓保护长城：“世界遗产，万里长城。爱我中华，守望和平。
大同重镇，中国名胜。护之佑之，携手与共……涂抹刻字，极
不文明。乱踩乱踏，伤害长城。乱丢杂物，不讲卫生……”

长城是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的线性文化遗产，1987年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长城遗存数量大、分布广、管理难度大，我国从2003
年开始试行长城保护员制度，并于 2006 年在《长城保护条
例》中予以正式确认。2016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长城保护员
管理办法》加强长城保护工作。

尹成武是山西省山阴县第一个长城保护员。他从 1979
年底开始守护长城。最初，他靠一把皮尺、一根米绳、一部自
制的木梯，每天在山上待 10余个小时,一米一米地测量完了
山阴县境内的长城。在刚开始的几年里，他几乎天天在长城
上，劝阻人们搬砖。现在人为破坏大大减少，他又日夜操心
长城的“病情”。

站在新广武村北关楼下,记者看到仅剩两层的关楼依旧
雄伟有气势，下面长长的门洞更是少见。只是楼身上的几道
裂缝，让人看着揪心。尹成武对长城的“伤”从不掩饰，他希
望更多人了解、关心、修缮长城。

尽管长城保护员的工资不高，但尹成武一直坚持了 40
多年。“主要是和长城结下了缘。老祖宗的东西，你接触时间
越长越有感情。”他说。

如今，当地增加四名文保员和尹成武一起看护广武明长
城。人员多了，但他心里的担子并没有放下。“24小时手机
开机，怕长城发生意外。”

除了长城保护员队伍，越来越多像袁建琴一样的普通民
众也志愿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

山西应县北楼口村四位平均年龄 78岁的老人，十余年
守护身边的长城、古堡，编写了《千年古关——北楼口》。长
城1号旅游公路穿村而过，为防止施工人员用古长城遗址上
的砖石，87岁的李世盛和72岁的常亮多次现场“监工”。

山西偏关县退休教师秦在珍十年走遍偏关长城，著有
《偏关长城图志》《我的家园我的歌》系列丛书。一次，他和几
名志愿者在行走长城途中迷路，凌晨4点半才回到家。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长城爱好者、志愿者还通过建立微
信群，实现信息共享，共同守卫长城。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表示，山西越来越多民众自
觉守护长城的情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现在不少省、市、县
纷纷成立长城学会或长城保护协会等，自觉争当“长城卫
士”。

一支越走越壮大的“长城护卫队”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记者
孙丽萍） 一块重达1.5吨的天然龙
蛋石，在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爱光
和四位弟子手下幻化为陶渊明的桃
源仙境。数千朵“石雕”桃花在山间
盛放、落英缤纷。

“这件耗时五年完成的青田石
雕，刻画的是千百年来国人心目中
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在 12 日举
行的“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
统工艺邀请展上，来自浙江的非遗

“匠人”张通为观众解读非遗艺术
品。

6 月 12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百年百艺·薪火相
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在主会场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及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金桥碧云美术馆、
抱朴美术馆等五大展馆揭幕。此次
邀请展将持续举办至7月11日。

据悉，此次展览汇聚全国 1200
余位优秀非遗传承人创作的 1500
余件（套）精品。其中，既有展示建
党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工艺
精品，也有展示当代传统工艺传承
人创作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代表时代艺术高度的作品。

从 B 站 UP 主“才疏学浅的才
浅”创作的复刻三星堆黄金面具，到
媲美国际顶级奢侈品大牌的国家级
非遗——骨木镶嵌箱包；从几可乱
真的大型“贝雕”九龙壁到唐三彩造
型的“丝绸之路”……令人目不暇接
的全国非遗精品，不仅折射中华民
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也呈现出
它日益鲜活的生命力。

耗时 8年完成的海派非遗巨作
——朵云轩木版水印任伯年《群仙
祝寿图》，以流光溢彩、富丽堂皇的
画卷，描绘了 46位仙人为西王母贺
寿的宏大场景：骑牛的老子、天上的

星君、人间的八仙，纷纷腾云驾雾赴宴……而琴筝和鸣、书画
相酬的文人生活也蕴含其中。

“这不仅是天上画卷，也是人间生活，它表达了人们对更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非遗传承人郑名川说，这幅非遗巨
作涉及水印工序多达万余次，每一根线条中都蕴藏“匠心”。

徽州漆器髹饰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甘而可，耗时20
余年“复兴”了从三国时期就已存在、却濒临失传的“犀皮漆”
漆器工艺。经过数不胜数的“失败”、甚至浑身长满“漆疮”，他
将绿松石、丹砂、珊瑚、黄金等“奇珍异宝”加入天然生漆，终于
让漆瓶的表面焕发出如无尽涟漪般荡漾的金色斑纹……甘而
可创作的漆器如今已被一些国际知名博物馆收藏。

“非遗，不仅要恢复记忆，而且要传承创新，飞入寻常百姓
家。”甘而可说，年轻一代如今用这种特殊的非遗艺术创作手
镯、茶杯、储物盒、背包，俨然成为“时尚新宠”。

同日在上海举办的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文化
和旅游部党组成员王晓峰说，我国传统工艺正呈现出发展振
兴的新气象，未来将“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推动传统工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不断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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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6月12日电（记者 周文冲 陈国洲） 作为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重庆主场城市活动之一，重庆故
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近日正式开馆。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位于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慈云老街 1号，是我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
主题历史纪念馆。该馆以图文、影像、实物相结合的形式，
纪念抗日战争期间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生动还原了相关
史实。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闫宏斌在开馆仪式上说，故宫文物
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
抗争历史。纪念馆的设立，有助于广大公众深入了解故宫
文化、抗战历史。故宫博物院长期以来十分重视故宫文物
南迁史迹的整理调研、学术研究和展示传播，未来将继续
支持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工作，通过全社会的积极
参与，共同开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文物活化利用的新时
代。

重庆市南岸区区长陈一清表示，南岸区将打造以重庆
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为核心，融合数字展示、紫禁书院、故
宫文创等内容的城市文旅新地标，使之成为重庆“两江四
岸”核心区的又一璀璨明珠。

抗战期间，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安达森洋行存放了
3694箱故宫南迁文物，为保护国宝、传承中华文脉作出了
重要贡献。在故宫博物院、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南岸区政
府的共同推动下，重庆市经过文物建筑修缮、周边环境营
造、多元业态呈现，将安达森洋行旧址片区的8栋建筑打造
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该馆占地约2500平方米，包
括纪念馆展厅、文化大讲堂、教育课堂、紫禁书院、书店等
文化场馆。

纪念馆建成开放后，将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小型演出
等形式展示南迁史实，传播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同时，故
宫博物院与重庆市还将依托纪念馆，在文创产业、学术科
研、文化教育、数字化应用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

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开馆

6月12日，在西藏拉萨市的自治区群艺馆，演员表演扎念弹唱《普伊桑林贡巴》。
当日，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非遗展演展示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自治区群艺馆（区非遗保护中心）举

行。
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新华社上海6月12日电（记者 孙丽萍 陈爱平） 在今年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上海集中展示一批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
范项目，以推动文物保护工程质量提升，促进不可移动文物周边
的建设工程与历史环境相协调，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惠及社会。

这 10个示范项目涵盖中共一大会址（含博文女校）、《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上海宋庆龄故居等的
保护修缮工程或预防性保护项目。

其中，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
人初心的始发地，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与会代表的宿舍旧址。
此次修缮工程采用了传统工艺传统材料“修旧如旧”。重新对外
开放后，它们以最接近百年前的历史原貌，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文
化基因、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修缮工程，则修复了门楣山花、木质
雕花等石库门住宅特色细部，恢复清水砖墙的里弄原貌；对外开
放后展示早期革命者工作的场景，对传承革命薪火、弘扬红色文
化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宋庆龄故居的预防性保护基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
文物建筑的分析、监测、评估和日常管理，力求尽早发现潜在风
险，及时干预，是上海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从抢救性向抢救
与预防并重转变的有益探索。

近年来，上海积极探索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和方案，在推动
文物保护利用方面开展有益实践。上海全民参与文物保护意识
显著提升，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和格局基本形成，文物保护利用成
果不断惠及人民群众，文物工作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成
为推动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修旧如旧”、预防性保护、多元“活化”

上海推动建筑遗产保护利用惠及社会

新华社重庆6月12日电（记者 周文冲 施雨岑） 作为今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重要活动之一，三峡文物科技保护
基地揭牌暨三峡文物保护成果展开展仪式近日在重庆举行。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活动现场表示，三峡文物科技保
护基地是三峡出土文物后续保护修复的主要场地，要立足三峡
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加强技术推广应用，辐射带动三峡库区乃
至西南地区文物保护能力的全面升级。依托重庆中国三峡博
物馆建设的“馆藏文物有害生物控制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基地”，担负着我国馆藏文物生物病害防治科学研究的重任，要
持续深入研究，产出更多高水平研究成果。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重要组
成部分，定位为国家级文物科技保护基地，于2018年12月开工
建设，2021年 5月完成施工。项目建筑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文物修复室、有害生物研究
与控制科研实验室、珍贵文物预防保护实验室等。

基地将为三峡文物保护修复、预防性保护、数字化保护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作为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基地还将直接参与文物保护装备产品研发，提
高文物保护装备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速率。

基地同时开放“世纪工程国家行动——三峡文物保护成果
展”“数字体验馆”“再现光华——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科普
展”三个主题展览。其中，“世纪工程国家行动——三峡文物保
护成果展”集中展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成就，以及为此
付出30余载艰辛努力的文物工作者的卓越贡献。

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在重庆建成投用

新华社郑州6月13日电（记者 史林静） 如今，博物馆已成
很多人假期热衷的去处。记者从洛阳市文物局获悉，为了提升
博物馆的质量与“人气”，目前当地正大力推进“东方博物馆之
都”提质增效工程，依照博物馆考核管理办法对全市各类博物
馆、纪念馆“打分”考核，不及格或被“摘牌”，并对优秀博物馆进
行奖励扶持。

洛阳素有“东方博物馆之都”之称，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类
博物馆 102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达 53家，内容包括三彩艺术、
石画艺术、青铜艺术、保险文化、留声机、饮食文化等十余个门
类。

为提升博物馆质量，洛阳市对各类博物馆、纪念馆依照社会
效益优先，公开、公平、公正，奖优罚劣、激励先进的考核原则，由
洛阳市文物局负责协调组织，按照“单位自评，专家组实地验收，
市考核机构组织抽样考核并确定考核等级”的程序每年考核一
次。考核设定为优秀、良好、基本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对连续
两年考核不合格的博物馆、纪念馆，洛阳市文物局将按照有关程
序，向河南省文物局建议撤销博物馆的备案。

据了解，在此次“东方博物馆之都”提质增效工程中，共有4
家非国有博物馆被建议撤销博物馆备案。按照考核管理办法，
未来洛阳博物馆数量将基本保持动态平衡，根据考核结果对博
物馆施行“优胜劣汰”，给更多高质量博物馆发展机会。

“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博物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藏品资源、
陈列展览、社会服务等保障条件。”洛阳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期待以此考核促进“东方博物馆之都”建设实现规模和质量

“双提升”。

河南洛阳实行博物馆“打分”制
不及格或被“摘牌”

在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的文物修复室内，文物修复师成
佳苧利用显微设备为一件鎏金青铜器除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