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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规模，更广参与，更重引领
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

第二届 “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

览会”（简称“长三角文博会”）将于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举办。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以建设

长三角文化产业共同体”为主题，将以

更大规模、更加专业、更广参与、更重

引领、更强联动的面貌，展示长三角文

化产业的最新成果。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主旨演讲中提出的支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

国家战略的重要指示， 贯彻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关于 “创新引领，

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的要求， 由

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党委宣传部共同发

起举办长三角文博会。 首届长三角文

博会于去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

在上海展览中心成功举行， 集中展示

了长三角文化产业整体形象和创新活

力。 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将在此基础

上， 突出国际化、 市场化、 专业化的

办展定位， 发扬 “创新驱动、 转型升

级 、 跨界联动 、 市场运作 ， 国际合

作” 的办展特色， 凝聚举办国际会展

的先进理念和丰富经验， 成为推动长

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先手棋”， 把长三角文博会打造成为

一个立足长三角、 辐射全中国、 面向

全世界， 吸引国内外优秀文化产业资

源集聚 、 合作和交易的重大战略平

台。

那么今年长三角文博会有哪些变

化与突破？首先是规模更大。今年长三

角文博会将从首届所在的上海展览中

心， 移师至刚刚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国家会展中心 （上

海）。 届时，展会将在 7.2H 馆和 8.2H

馆举办， 其展览场地总面积为 54000

平方米，这一规模是去年的两倍多。其

次是更专业的布展格局 。 展会以展

览、 论坛、 “区城联动” 活动三大部

分组成。 其中产业展区由产业融合板

块和专题板块两部分组成， 形成 5+2

的结构 。 产业融合包含文化科技融

合、 创意生活、 文旅融合、 影视传媒

和综合发展五项内容。 其中文化科技

融合包括游戏、 电竞、 文化装备等内

容， 集中展示长三角在文化与科技融

合方面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成果。

在此基础上，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

也体现出更广参与的特点。 早在首届

文博会采访中， 记者就获悉今年展会

将着力扩大参展商的辐射面， 将触角

向全国、 乃至世界延伸。 因而在今年

的专题板块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其

包含的海外菁华展和国际文化授权交

易展两项内容， 均展现着上海作为改

革开放前沿， 联通世界的前瞻视野。

海外菁华展， 参展商分别来自 15 个

国家和 2 个地区， 包括美国、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韩国、 泰国

等。 而国际文化授权交易展将与国家

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上海） 合作， 引

入海内外约 80 余家文化授权开发企

业和机构， 形成从 IP 授权到衍生市

场开发、 从内容创意到跨界联动的全

产业链模式。

除了展会之外， 丰富的论坛活动

也彰显长三角文博会加强思想引领的

功能。 展会期间， 将有一个主旨论坛

和多个主题论坛相继举办。 其中引人

注目的是主旨论坛的主题———世界级

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建设。 届时海内外

的著名专家 、 文化产业领军企业代

表， 将围绕 “世界级城市群的文化产

业建设” 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多维度

集聚文化智慧， 根据党和国家赋予长

三角 “一极三区一高地 ” 的战略定

位， 多角度、 多领域地探索长三角文

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前景、 任

务和路径。

在沪苏浙皖谋求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 本届长三角

文博会也展现出更强的联动性。 以政

府端和企业端为服务对象， 首届长三

角文博会在文化金融 、 红色文化旅

游、 文化装备应用、 电子竞技等方面

已有不少合作成果， 展会上形成长三

角红色文化旅游区域联盟等十余个联

盟。 经过一年时间， 联盟有何成果，

届时都将在第二届长三角文博会上披

露。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也呈现出区域

间更紧密的联动与合作。 由上海相关

区发挥区位优势， 结合所在区文化产

业发展重点及特点， 与苏浙皖三省的

地级市共同举办专题活动， 建立长三

角地区城市 （区） 联动的交流平台。

让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不断向基层纵深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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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赵丽颖在微博上

借图说事， 暗指其正在拍摄

的电视剧改编与原著出入极

大， 随后被网友翻出该剧女

二、 女三两位演员疑似 “带

编剧入组”， 强行为自己加

戏。 短短几小时， 各种评论

迅速在相关演员个人微博账

号下刷屏、 发酵。

紧接着， 某作家高调现

身发声， 指控赵丽颖 “贪得

无厌”， 质问 “凭什么戏份

都给你一个人？” 随后 ， 原

著作者与版权方加入 “战

团”， 要求剧组抵制 “狗血”

改编。 多位演员工作室或经

纪人相继发文撇清或相互指

责， 引发一波新的话题……

事件几番反转， 最终演变成

一场口水乱战， 而这股乌烟

瘴气之中， 实在没有真正的

赢家。

网友对女星 “强行加

戏 ” 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 ，

不少演员都被爆出有 “临场

改剧本” 的问题。 角色竞争

本是演艺圈的正常现象， 演

员通过成就角色成就自己 ，

但因为资本过多干涉创作 ，

借助 IP、 主演的人气培植

新人， 导致很多剧本进入拍

摄后被改得面目全非， 情节

严重 “注水 ”。 如此一来 ，

“资本位 ” 影响了 “剧本

位”， 难免遭到观众的强烈

反感和抵触。

不要忘记， 前车之鉴已

有不少。 今年暑期的爆款剧

《陈情令》， 曾在拍摄时被爆

出女配孟子义带资进组强行

加戏， 引起原著粉丝的联合

抗议， 最终剧方不得不删去

加戏部分以平息众怒。 电视

剧开播后， 从主角到配角均

收获颇多好评， 但强行加戏

的她依旧默默无闻， 甚至少

了许多观众缘。

事实上， 在近年的热播

剧中， 一些对艺术有追求 、

凭演技说话的配角也成功收获了很多掌声。 如 《琅

琊榜》 中静妃扮演者刘敏涛、 《伪装者》 中于曼丽

的扮演者宋轶、 《延禧攻略》 里扮演富察皇后的秦

岚等， 戏份不多却令人过目难忘， 一次又一次证明

了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众所周知， 成就一部好戏， 离不开制作方、 演

员主创与观众之间的相互成全。 而对于演员来说，

需要时刻牢记的是 “戏比天大”， 是那份追求艺术

本体的初心。 那些热衷于炒作 、 成天忙着 “撕资

源” “争番位” “抢戏份” 的演员们， 怕是根本拿

错了剧本。

文化

彩云之南舞出文化产业“最炫民族风”

云南将组建最强文化产业展团来沪参会

长三角文博会不只是沪苏浙皖文化

产业展示风采的舞台。 第二届长三角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 就将迎来一位特

殊的“来宾”———云南省。记者昨天获悉，

云南省将在长三角文博会集中首发项

目、首秀产品，围绕产品展示推介所展开

的主题秀，把彝族“赛装节”平移至展会

现场，刮起一阵“最炫民族风”。

本届长三角文博会期间，“四叶草”

展馆内不仅将“盛放”鲜花绿植，打造高

颜值展区，34家参展企业还将带来最具

代表性的“金木土石布”民族民间工艺品。

立足长三角的文博会缘何会出现云南省

的身影？记者获悉，云南省此次参展是上

海“对口援建”工作的一次深化和创新。

以 “七彩云南 滇沪协作 文化交流

合作共赢”为活动主题，旨在加强沪滇文

化交流合作，搭建更多合作平台，推动云

南文化产业利用上海的国际化市场、资

本、人才等资源优势，得以寻求更多的合

作伙伴， 进一步活化云南省的特色文化

资源，谋求更大市场。在云南省委宣传部

主办之下，云南文化企业“组团”来沪，力

求能充分展示出云南文化成果及上海帮

扶云南脱贫攻坚成果， 并令成果实现有

效转化，助推云南文化产业发展。

本次长三角文博会云南展区总面积

为 450 平方米， 届时将以鲜花勾勒出云

南地图、绿植打造知名景点微缩景观，配

合数字影像，将“彩云之南”的绚丽风光

搬到长江之东。 展馆主体设计围绕体现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云南生态文明建

设排头兵、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

云南三大定位展开。 参展产品以云南民

族民间工艺品为主。为此，云南省遴选了

34 家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品企业参展，涵

盖了“金木土石布”五大方面。 在精品展

示区，将有百余件甄选优秀作品“高亮”

展示， 以此展现云南手工艺人对工匠精

神的执着追求。 其中不乏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制作的珐琅银器、

建水紫陶、华宁陶，来自怒江的彩云玉作

品更是首次亮相上海。

为了吸引更多的观者驻足云南展

区，其主题发布区将上演“丝路云裳·七

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主题秀，把彝族

最具特色的“赛装节”带到上海，刮起“最

炫民族风”。 何为“赛装节”？ 就是彝族村

民自发组织的服装、服饰比赛，作为其特

有的民俗已传承1300多年， 被誉为中国

原生态的“乡村T台秀”。 每年农历正月

十五， 彝族人都会穿上亲手刺绣缝成的

新衣，盛装打扮。 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

学龄童，在那一天都会以黄土地为舞台，

以蓝天白云为幕景，比一比所穿服饰，唱

歌跳舞，好不热闹。而长三角文博会上的

“赛装节”主题秀，在原生态民族文化的

基础上，融入了时尚创新的元素，为观众

呈现一场民族元素与时尚趋势完美搭配

的民族服装秀。 这一部分充分体现了沪

滇双方的共赢。其现代创新的民族服饰，

正是由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设计师多

年深耕云南彝族文化， 以其为灵感元素

创新设计而来。

展会期间， 沪滇文化帮扶协作就将

得到进一步深化。据悉，中共上海市委宣

传部与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将在现场共

同签署 《加强沪滇文化交流合作框架协

议》。现场签约的合作项目将涵盖智能印

刷、文创开发、建水紫陶采购、上海影视

协会帮扶云南重大题材影视剧创作合

作、 上海德必集团帮扶红河县脱贫攻坚

合作等一系列内容。此外，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 云南还将在长三角文博会的平台

上首次发布 “大滇西旅游环线规划”项

目， 吸引长三角等区域文化企业到云南

参加大滇西旅游环线的投资。

此次云南参展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

宣传部主办，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

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特别支持， 云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云南省扶贫办、云南省

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中共昆明市委

宣传部、中共楚雄州委宣传部、上海市云

南商会、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协办。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那一隅之地，却是他的海阔天空
经典电影《海上钢琴师》4K 修复版再度热映

影史佳作 《海上钢琴师》 的 4K 修复版

正在国内院线热映， 这也是该片自 1998 年

在意大利首映后 21 年来首度在银幕上大规

模与中国观众见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希

望中国观众可以接纳它、 喜欢它。” 导演吉

赛贝·托纳多雷在视频信中这样说道。

不亚于新片的票房成绩， 居高不下的口

碑评分和讨论热度都证明了经典永不过时的

魅力 。 关于男主角 1900 惊人的音乐天赋 、

关于他终生不下船的传奇， 始终都是萦绕在

影迷心头的一道谜题。

通过 4K 修复，走近弗吉尼亚号

“一场视觉的盛宴。” 这是不少走出影

院的观众一致发出的感叹。 此次放映的电影

修复版使用了先进数字技术， 将因年久磨损

的影像和声音最大程度还原到当年被捕捉时

的模样， 同时也保留了当年的胶片质感。 无

论是荡气回肠的斗琴场景 ， 还是 1900 敲打

琴键的手指纹路， 都精准地传递给影迷。

其实， 影片在上世纪 90 年代制作时就

遇到了不少困难。 在 110 天的拍摄过程中 ，

剧组投入了 45 名演员、 75 名工作人员以及

多达一万名的群众演员和 2500 套服装 ，

2000 万美元的成本也远远超过当时意大利电

影的一般水平。 “所有和电影拍摄相关的人

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们会投入巨大的精力。”

托纳多雷表示。

在片中承载了 1900 一生的弗吉尼亚号

虽然近景拍摄使用了真实的退役舰艇， 但为

解决拍摄海上航行镜头的问题， 剧组用树脂

等材料手工制作了一件 1誜40 的模型， 之后

再配以细致的特效呈现出梦幻的画面 。 而

1900 的扮演者， 贡献了上佳表演的英国演员

蒂姆·罗斯为达到“形似”效果，前期苦练六个

月的钢琴指法， 原声配乐则是由意大利国宝

级女钢琴家吉达·布塔亲手弹就。

片方的用心得到了回报， 电影不仅在当

年横扫多个欧洲电影节， 更是牢牢占据着各

国一代代电影爱好者的必看片单。

情怀之外，“不下船” 的勇气
令人赞叹

“陆上的人喜欢寻根究底， 虚度很多的

光阴。 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 夏天担心冬天

的将至。 所以你们不停到处去追求一个遥不

可及 、 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

从一个被遗弃在钢琴上的婴儿成长为名声在

外的钢琴家， 1900 始终没有走下过生他养他

的 “故乡” ———弗吉尼亚号。

八岁那年第一次走出船只底仓触摸到琴

键的那一刻起， 1900 就注定为音乐而活。 年

复一年， 他弹着钢琴为上等舱的客人助兴，

为下等舱的游客送去动听的旋律， 在这艘从

欧洲开往美国新大陆的游轮上送走一批批旅

人登岸。 他不是没有过徘徊， 好友麦克斯一

句 “为什么不去试一下” 也让他动了心。

于是， 他接受爵士乐鼻祖杰利的钢琴挑

战， 却只在大胜之后看到名利之辈对音乐的

亵渎； 他录制了唱片， 欲将它送给一见钟情

的姑娘帕多万 ， 却只能目睹爱情的渐行渐

远； 他穿戴整齐拿着行李准备走下舷梯， 但

面对纽约鳞次栉比的高楼， 他选择将帽子丢

入海中， 毅然回头上船。

有影迷评论， 过去看 《海上钢琴师》 充

满了因 1900 一生未下船而生的惋惜，这份感

叹如今已化作对其勇气的钦佩。 太美的女人、

太长的航线、太浓烈的香水，这是 1900 眼中

船下的世界。 世俗看来是华丽的追逐，对他而

言只是没有结果的负担。电影末了，1900 和爆

破的船一起沉入了大海， 麦克斯和帕多万都

没能留住他。 这并非是什么向死而生，弗吉尼

亚号与广阔世界相比显得这样逼仄， 却早已

装载了他内心世界里所有的海阔天空。 当船

不复存在，那生命的意义也随之走向完结。

1900 用 88 个琴键演绎了无限的旋律和

广袤的人生， 也为电影外的人们带去思考，

生活中那些难以企及的欲望， 有多少值得奋

不顾身。

影史佳作 《海上钢琴师 》 的

4K 修复版使用了先进数字技术 ，

将因年久磨损的影像和声音最大

程度还原到当年被捕捉时的模样，

同时也保留了当年的胶片质感 。

无论是荡气回肠的斗琴场景， 还

是 1900 敲打琴键的手指纹路， 都

精准地传递给影迷。

图为《海上钢琴师》电影海报。

云南省将带来彝族 “赛装节”。 图为彝族 “赛装节”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