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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K修复版《祝福》：

寻回经典影片“原生之力”

本报讯 影片《八佰》将于 8月 21
日全国上映，影片日前发布片尾曲

《苏州河》MV。片尾曲由歌手那英携

手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

绎。歌曲将观众带回 1937 年的四行

仓库战场，展现北岸战士与南岸群众

遥遥相望之际，对脚下土地的坚守、

对家国山河的眷恋以及对和平的祈

望。MV 结尾更震撼展示真实“八百

壮士”名单（部分），这一个个鲜活的

名字都是守家卫国的战士，催人泪

下、令人肃然。

《八佰》片尾曲《苏州河》改编自

爱尔兰民间小调《伦敦德里小调》，那

英与安德烈·波切利共同演唱，这也

是二人首度合作。从那英低回深情

的吟唱，到波切利高亢厚重的歌声，

二人用厚实有力、充满故事的演唱，

带领观众一步步走进 1937 年的苏州

河的南北两岸。

作为历史的见证，四行仓库仿佛

成为了回首往事的钥匙，MV 画面由

如今的上海四行仓库遗址而起，破壁

残垣的建筑在车水马龙与高楼林立

的城市中格外乍眼。随着镜头拉近，

士兵悠扬的口琴声起，电影中1937年

的驻守四行仓库的北岸战士一一出

现在观众眼前，他们挂念父母、心系

兄弟、鼓励战友、眷恋故土，他们是一

个个平凡的普通人，是战争背后鲜活

的生命。北岸守军的英勇战斗也感

染、激励了南岸群众，继而燃起了群

众的抗战决心。

《苏州河》奏响了一曲乱世中呼

唤和平的声音。对四行守军来说，它

是对战友的承诺，亦是固守家国山河

的誓言。对南岸群众来说，它是“隔

岸相顾，盼愿再无喧嚣”的殷切祈

望。MV 尾声，真实“八百壮士”的名

单（部分）浮现，将音乐情绪推向高

潮。这些名字既是对那段历史的敬

畏，也是对那四百余守军的敬意，震

撼之余，惹人泪目。 （木夕）

本报讯 为庆祝“哈利·波特”系

列图书引进中国 20 周年，根据 J.K.
罗琳畅销小说“哈利·波特”系列第

一部改编的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

石》，推出全新4K修复3D版，将于8
月 14日登陆全国院线，中国也是全

球首个上映这一新版本的国家。影

片近日发布“神奇分院帽”片段，引

发一波高燃回忆杀。勇敢的格兰芬

多、智慧的拉文克劳、精英的斯莱特

林、忠诚的赫奇帕奇，霍格沃茨四大

学院散发着不同的迷人光彩，令人

心驰神往。

在麻瓜的世界里，入学分班可

能是一张试卷，或是一次谈话。而

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分班这件事

则交给了分院帽来完成。每个来到

霍格沃茨的学生，只要戴上分院帽，

就会被分入最合适自己的学院。霍

格沃茨千年的校史证明了分院帽的

一贯正确性。不过它偶尔也会遇到

为难的时候，比如遇见额头有闪电

伤疤的哈利·波特。如今随着片段

再看分院帽与哈利·波特对话这一

幕，细节与伏笔比比皆是。体内有

一部分伏地魔魂魄的哈利，在分院

帽看来，是拥有斯莱特林血统的。

然而，亲生父母都毕业于格兰芬多，

哈利也必然是适合那里的。于是，

分院帽与哈利·波特进行了一番对

话，11岁的哈利坚持说“不去斯莱特

林”，而分院帽纠结许久也最终为哈

利选择了格兰芬多，电影里的欢呼

声，邓布利多校长脸上的笑容，都像

极了看这段电影时的我们，不仅为

哈利感到开心，更对他接来下即将

开启的冒险之旅充满期待。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

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

夫、艾玛·沃森、鲁伯特·格林特等主

演。预售已全面开启。 （杜思梦）

▶ 延续：

深刻再现创作者的思想意图

“为了能够较好地表达出鲁迅原

著中的艺术风格，我在摄影的色彩运

用上尝试了使用暗淡的色调为基调，

并且用比较强烈的光的对比以期达

到再现鲁迅先生‘祝福’的艺术风

格。”该片摄影钱江提出，色彩不是为

了点缀画面，而是一种深刻地再现创

作者思想意图的手段。因此，影片色

彩朴素沉着，有些淡彩画味道，契合

影片朴素、简练、含蓄的风格。

由于胶片本身的脆弱性，《祝福》

原片上的颜色已经严重失真。钱江

先生的摄影造型意识随着时间对胶

片本身的破坏也变得模糊而难辨。

在一开始确定修复调色方案时，由于

《林家铺子》的叙事空间也锁定江南

小镇，幕后团队的阵容也相似，于是

我们在考量沿用同一个美术师迟宁

的色彩处理风格。但经过反复揣摩

《祝福》本身的影片格调及意识形态

之后，最终在李亦中（导演儿子）教授

的指导与肯定下完成了对影片灰蒙、

暗淡基调的视觉呈现修复方案。此

外，导演在导演阐述中提出，“在美工

设计、服装、道具各方面，要求简单朴

素，避免琐碎和自然主义的倾向。例

如祥林嫂和贺老六，尽管他们过的是

非常贫困的生活，但他们的衣服和屋

子内的陈设也不宜过于破烂脏污。

这当然不是意味着要粉饰生活的真

实，而是要用诗意的概括来表现真

实。”于是，在具体到每个人物形象的

修复时，我们严格遵从了导演起初的

拍摄要求，运用“消色”法，只还原了

原本服装、道具饱和度的 50％，这样

既避免了颜色过于饱和打破整体基

调平衡，又复原了人物本身的典型性

与立体性。

▶ 再创作：

弥补当年技术限制与主创遗憾

电影《祝福》当时在拍摄时，演员

的妆面与原著中阴郁、悲惨的情绪

不符合。在影片开始，祥林嫂偷听

婆婆与阿根的对话这场戏中，演员

白杨的面色和唇色过于红润，与当

时祥林嫂在婆婆家悲惨的生活和当

下听到自己要被卖的惊慌十分不

符。在调色过程中，即使将画面颜

色整体调淡，红润的肤色也十分明

显。所以在调色后期，经李亦中教

授建议，将该场景中演员的面部色

彩进行了调整，使祥林嫂面色和唇

色更显苍白，与影片故事情节相吻

合，将祥林嫂在婆婆家生活悲惨、当

下惊慌失措的表情完全体现出来。

此外，谈到影片的拍摄年代，是

在1956年，时代与技术的限制使得现

在看到的胶片电影出现了相关“病

症”。首先存在“丢帧”、“跳帧”，例如

在影片 55:15:00 的原素材画格丢失，

修复团队利用插帧替补的方案成功

解决。其次是“呼吸闪烁”的现象。

由于胶片片基褪色的不均匀，于是出

现在同一个镜头中，色调不统一，颜

色忽明忽暗。我们采用大量人力，尝

试多种修复方法，直到全部完成帧与

帧之间的色调统一。最严重的是镜

头的失焦，导致画面模糊，对影片观

看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对失焦镜

头进行了多种尝试，对画面进行高反

差处理，最终将画面修复得清晰、有

层次。

对于《祝福》的再创作，是基于弥

补当年技术限制与主创遗憾为立足

点的，恢复作品原始的艺术形态，从

而促进电影档案不断产生可持续性

的价值。

▶ 追求：

展现独特时代气息与文化符号

在一幅画中要求每个细节和整

体要和谐统一，同样在电影中也要求

一系列画面的和谐统一，这样才能称

之为完整的电影。每个电影档案都

有特定时期的精华与灵魂，它蕴含独

特的时代气息以及与此相辅相成的

文化价值与符号。由此，在修复影片

中，每一个细节都要与整体相匹配。

大到场景空间，小到衣服纽扣，都要

精益求精。在修复贺老六婚宴喝酒

那场戏中，我们运用调色软件调完色

之后，虽然整体基调符合原创所想，

但是由于夜戏的打光问题，贺老六脸

上的肤色显得过分黝黑而变得突

兀。于是我们又对角色本身的肤色

等细节进行局部调整与补充，使得画

面整体协调，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

每当完成一部影片初步的修复

工作，我们都会将修复版本的影片小

样放到专业影院的大银幕上观看，审

核影片本身的清晰度、稳定性、反差

层次、色彩还原度等要求是否过关。

大银幕放大细节，寻找瑕疵，弥补不

足。多个版本的小样反复被考量与

调整，最终呈现出理想的效果。

2020 年 4K 修复版的《祝福》，让

世界再次看到中国一直有在飞速进

步的电影数字修复技术。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中国现存的珍贵历史档案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国数字修

复技术也会继续在世界上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

本报讯 近日，陈坤首次以电影

《侍神令》“晴明”一角扮演者的身份

“空降”上海漫展活动，以一身黑白拼

色装亮相，呼应“阴阳师”主题，并惊

喜还原影片里晴明“摇扇”的姿势。

在播放《侍神令》预告片之后，

陈坤在大家的热烈期盼中帅气登

场，即兴还原晴明经典的“摇扇

杀”，引发台下观众阵阵欢呼。与

此同时，电影的首款海报也在现场

揭开了庐山真面目。一袭白衣的

晴明持扇而立，目光坚毅，精致清

俊的侧颜十足“吸睛”。海报上方，

难辨身份的妖怪面露诡异之笑，对

峙感破屏而出。当提及自己诠释

的阴阳师晴明这个角色，陈坤认为

晴明既是人又是妖，他经历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自我认同的过程，与妖

怪的种种羁绊支撑着晴明为了彼

此守护的信念而战。作为同样喜欢

《阴阳师》游戏的玩家，陈坤希望可

以通过电影的载体给没玩过游戏的

朋友带来震撼。

随着预告和海报的陆续发布，

广大影迷对《侍神令》的上映时间颇

为关注。陈坤在活动上也开启“爆

料”模式，透露电影仅视效镜头就有

2172 个，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不

过在创作团队的努力下，电影后期

制作已经完成85%左右。

《侍神令》由工夫影业（宁波）有

限公司、北京网易影业文化有限公

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出品，陈

国富、张家鲁监制，李蔚然执导，陈

坤、周迅、陈伟霆、屈楚萧、王丽坤、

沈月、王紫璇、王悦伊主演，将于

2020年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继《坚如磐石》之后，

张艺谋导演的又一部新作《悬崖之

上》创作完成。片方日前发布该片

“阅后即焚”版预告及角色海报，张

译、于和伟、秦海璐、朱亚文、刘浩

存、倪大红、李乃文领衔主演，余皑

磊、周晓凡主演，雷佳音、沙溢特邀

主演。《悬崖之上》是张艺谋导演首

次尝试谍战类型，全片绝大部分戏

份都在零下数十度的极寒环境中完

成，所有主演在戏里戏外都遭遇残

酷挑战。

该片改编自全勇先同名剧本，

故事背景设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伪满洲国，由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

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

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

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从跳伞

降落的第一刻起，就已置身于敌人

布下的罗网之中。同志们能否脱

身，任务能否完成，雪一直下，立于

“悬崖之上”的行动小组面临严峻考

验。

《悬崖之上》阵容强大，张译、于

和伟、雷佳音、李乃文、余皑磊此前

都与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倪大红更

是第四次与张艺谋导演合作。首次

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秦海璐、朱亚

文在片中贡献了精彩的表演。张艺

谋导演曾表示，演技过硬和角色匹

配是选角的“唯二标准”。

“我希望这部影片带给观众冷

冽、冷峻和冷酷的观影感受，它将不

同于我们看过的所有国产谍战电

影。”一向以视觉美学著称的张艺谋

导演选择将大部分场景都安排在东

北的极寒环境中拍摄，让现实当中

台前幕后的创作团队成员，设身处

地感受到片中角色所面对的残酷处

境。特别是影片开机的第一个月，

所有演员每天必须在逼近零下四十

度的林海雪原中实景演出，按照张

艺谋导演的要求，“我要让他们的每

一口呼气都能带着戏。”

电影《悬崖之上》由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英皇影业有限公司、华

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择

日将与观众见面。

（木夕）

■文/杨丽娜

《八佰》发布片尾曲
那英与波切利动情献唱

张艺谋新片《悬崖之上》首发预告海报

陈坤携《侍神令》亮相上海漫展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发布“神奇分院帽”片段

“贺老六婚宴喝酒”原照片 “贺老六婚宴喝酒”修复后照片

祥林嫂在影片中的原照片 祥林嫂修复后照片

7月中旬，中国电影资料馆迎来了4K修复版《祝福》入围2020戛纳电影节经典单元的好消息。这在疫情当道的

新闻报道里，无疑足够振奋人心。电影《祝福》是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拍摄的献礼片，由夏衍编剧，桑弧导演，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影片完成了由黑白片向彩色片的转变，既是一场技术上的成功实践，也是中

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影片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编剧夏衍在创作电影文本时，保留了鲁迅先生所寄予的痛感与热望，同时强化了

戏剧冲突。桑弧导演在拍摄中充分传达原有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同时也赋予了个人的思考，集大成的“清新醇厚的

抒情味”贯穿影片始终。在修复《祝福》时，我们在原有“尊重主创，修旧如旧”理念之上，针对原有的缺陷与瑕疵进行

“再创作”。由此，经过全新修复后，真正寻回了这部经典影片原始的固有力量，且这种原生之力更加强劲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