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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广告

■文/本报记者 姬政鹏

本报讯（记者 姬政鹏）3 月 4 日，

中国电影资料馆、苏州市委宣传部、苏

州广电传媒集团（苏州广播电视总台）

共同就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项目

签署协议，并宣布项目启动。江苏省

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

梁勇，江苏省电影局副局长王明珠，国

家电影局技术处处长黄治，中国电影

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孙向辉，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洁，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区党工委书记、姑苏区

委书记方文浜，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杨芳，苏州广电传媒

集团党委书记、台长、董事长沈玲等参

加签约仪式。

中国电影资料馆有着丰富的电影

档案资源，在国内外均享有极高知名

度。苏州则是一座与中国电影百年发

展同频共振的城市，从中国电影初创

时期开始，沿着吴风文脉的苏州文人

就将影史文化基因植根在这里。此

次，通过江南分馆项目，中国电影资

料馆一流的电影专家团队、前沿的电

影修复技术和高品质影展策展能力

将与苏州市深厚的江南文化内涵进一

步聚合创新，用电影为城市带来新的

活力与文化吸引力。

孙向辉在致辞中说：“我们期待通

过江南分馆的建设和发展让苏州形成

电影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完美融合，更

期待江南分馆独具艺术品味的建筑与

景观、丰富多样的电影文化活动成为

苏州具有人文底色的品牌和文化传承

发展的新样态，助推苏州形成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城市气质与

人文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城市文化。”

金洁也表示：“电影照进城市，大

银幕的每次亮起都是一部作品的再

次新生。我们希望用历史的光影点

亮未来，期待在影像中寻找、发现更

多的江南故事，在光影中续写时代的

变迁”，她希望，江南分馆未来成为具

有高辨识度、高显示度、高认同度的

长三角电影文化地标，为中国“电影

强国”和“文化强国”建设贡献苏州

力量。

据介绍，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

馆系列活动将于近期逐步展开，坐落

于姑苏区老城河畔的景德路的分馆也

将于年内落成。未来，江南分馆将设

立电影文创产品研发中心，开展电影

教育和创作人才培养项目，组织电影

艺术欣赏活动。

3月 4日，由中国电影资料馆、江苏

省电影局主办，中共苏州市委宣传部

承办，中共姑苏区委宣传部协办的“互

鉴与共融——致敬经典·修复电影论

坛”在江苏苏州举行。中国电影资料馆

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

辉，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

影局局长梁勇，江苏省电影局副局长王

明珠，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

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区党工委书记、姑苏区委书记方文

浜等参加论坛，国家电影局技术处处长

黄治出席会议。论坛由中国电影艺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主持。

在开幕式致辞中，苏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金洁表示，“苏州市委宣传

部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连续举办了三次

国际修复影展和修复论坛，让苏州这

座有着影史文化基因的城市，与电影

艺术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结。”中国电影

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主任孙向辉表示，“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技术因共融而发展。在本届论坛

中，我们邀请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分

享和探讨与电影修复相关的实践经验

和创新成果，赋予致敬经典·国际修复

影展和修复电影论坛新的文化坐标和

精神高度。”

《苏园六纪》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苏

州园林的系列纪录片，从人文角度介

绍了苏州园林的古朴典雅。修复论坛

上，首次公开放映中国电影资料馆受

苏州市委宣传部、苏州市广电总台委

托完成的《苏园六纪》4K修复片段。

论坛共设“互鉴：修复电影作为文

化交流的载体”和“共融:影像修复融

合与创新”两个单元，业内外和中外专

家学者，以主旨演讲和沙龙座谈的形

式围绕修复电影的文化效能、理念标

准、技术创新融合等热点话题进行了

研讨和交流。

开掘文化深度展现鲜活历史

修复电影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互鉴：修复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

载体”单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左衡，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丁俊杰，江

苏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范小青，博洛尼

亚电影资料馆馆长、探佚电影节联合创

始人吉安·卢卡·法里内利，戛纳国际电

影节经典单元策展人杰拉尔德·杜乔松，

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谢伟烈，北京

国际电影节策展人沙丹进行了主旨演

讲。他们从广泛探讨电影修复对城市文

化塑造的作用，介绍国际电影节展对修

复电影的选片标准和策展考量。

左衡认为，电影可修复的历史虽只

有百年，却可以长远助力于文化和文明

复兴。他表示，随着大数据、AI等技术

的普及，影像修复的过程和结果会慢慢

成为城市的日常性文化服务，而技术也

可能有助于人类的情感和心理，为城市

培养出有文化深度和温度的新市民。

“在中国城市现代文化生态建设的

当下，各个地方影像的收集、修复和展

演，正如春风化雨，悄然润物。而这个

关于中国和电影的故事，应当由那些谙

熟城市和文化的声音来叙述甚至吟

诵。电影城主，就是承担这一事业的主

体。”

丁俊杰的发言围绕城市文化展

开。在他看来，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最大

不动产。文化能让一个城市的标识性

特别的鲜明，可以彰显一个城市的格

局，并让一个城市有无穷的魅力。

“电影修复就是一件文化意义上的

事件。苏州这座城市能把电影修复这

件事放在自己的城市运作当中、放在自

己的城市的生存发展当中，足以说明苏

州在文化这件事情上比别的城市可能

早走了一步、多做了一点。”

范小青的发言结合《苏园六纪》阐

释了江南文化。她认为，普遍性和渗透

性是江南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它渗透

在江南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我

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最普通的地方感

受到江南文化的存在和影响。无论是

达官贵人、才子佳人还是普通百姓，无

不与江南文化融为一体。所以很多时

候，我们都说江南人的生活就是文化，

文化就是江南人的生活。江南文化既

高雅，又接地气、有烟火气。”

吉安·卢卡·法里内利先生是博洛

尼亚电影资料馆馆长、探佚电影节联合

创始人，在他眼里，“复苏和修复”单元

是探佚电影节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修复

工作需要从彻底研究现存的最优素材

开始，而且必须利用现有的技术作为工

具，重现特定电影制作时期的确切氛围

和“味道”。“我们对模仿当代审美的修

复完全不感兴趣，但我们更喜欢那些尊

重电影的修复，尊重胶片素材的原始性

和独特性，包括它的脆弱性和不完善之

处。”

杰拉尔德·杜乔松先生是戛纳国际

电影节“戛纳经典”策展人，他对戛纳国

际电影节经典单元的选片标准进行了

介绍，戛纳经典单元每年会收到约 160
部电影报名，此外还有大概 80 部纪录

片，最终将会有 20到 25部电影和 5到 9
部纪录片入选，“每年具体数量会有不

同，但都会呈现出鲜活的电影发展史，

为的是向全球观众呈现新修复好的影

片。 ”

香港国际电影节节目策划谢伟烈

先生分享了香港国际电影节修复电影

单元的选片标准。“第一种令我们兴奋

的情况，是发现了很难看到或是之前遗

失的重要作品；第二种是由于各种原

因，以前留全的版本不完整，现在可以

看到导演原来的创作；第三种就是一些

榜单上的经典，是一堆历久常新的好电

影，它们刚完成修复不久，可以让观众

在大银幕先睹为快。现在前两种情况

相对较少，通常是第三种情况了”。

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和北京

国际电影节策展人沙丹以生动的案例，

分享了在国际电影节和艺术影院进行

的修复影片策展并将其中有特殊价值

的影片成功带回电影市场的经验和启

示。他拿经典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

举例，这部影片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做了

修复版的世界首映后，很快进入到全国

院线市场进行复映，收获票房超过 300
万元，之后再次进入到电影资料馆的日

常放映，完成了从电影节到产业再重回

日常学术放映的三位一体循环。

“这个循环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健

康的模式。如果所有的修复影片，或其

中的部分影片能实现这种循环，就可以

提供更强的动能，让电影修复发展的更

好。”沙丹说。

用科技赋能艺术 让经典重焕新生

影像修复融合与创新引专家热议

“共融:影像修复融合与创新”单元

分为“科技赋能艺术——修复电影的理

念与标准”和“经典重焕新生——修复影

像的创新开发与应用”两个沙龙环节。

“科技赋能艺术“沙龙由中国电影资

料馆数字资源管理部主任黎涛主持，国

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数字声明》联合作

者、旧金山无声电影节主席罗伯特·伯

恩、北京电影学院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李铭、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镇、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刚刚从纽约

大学毕业入职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修复师

蒋诗洋展现并探讨了电影修复的不同理

念和标准设置的多样视角，对修复的关

键性概念进行了厘清。

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普及和修复成

本的降低，各个国家的电影资料馆和视

听遗产机构拥有更加强大的工具来修

复、复原和开发利用所保管的资料。罗

伯特·伯恩认为，“数字修复工作的目的

是在最大程度尊重历史电影特点的前提

下，为影片创造一个展示版本，在此过程

中的每一步都必须严格尊重道德考量因

素。 ”

“电影修复师要有敬畏之心，要还原

历史、再现历史 ，否则做不好数字修

复”，李铭坦言：“在进行影片修复时，我

们要尽可能地了解历史在这部影片上的

摄制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这

些历史背景我们都不清楚，那么我们的

工作就很难做好。”

随着修复影片越来越得到社会关

注，“修旧如旧”等专业词汇也得到了行

业内外的探讨。在李镇看来，修旧如旧

的本意是不把不属于影片的“新”东西加

到胶片上，而不是保留影片的因衰变或

使用而残留的陈旧痕迹。他说：“数字修

复电影和修文物有本质区别，文物修复

是在原件上修，电影不同，原件依然存在

库房中。修复电影所说的还原到影片最

初的样子，那恰恰是影片最新的样子，其

实我们要的是修旧如新。”

石川也赞同“修电影不是修文物”的

观点，他表示：“修复文物时不会改变文

物的原貌，真的叫修旧如旧。但是修复

电影，我们不会改变原件，只是修复原件

的副本。所以它在传播学上，它的用途，

它为了满足现代观众的消费需求，这样

的多声道或者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我觉

得这是允许的。”

北美最大的电影资料馆组织（动态

影像档案员联合会）在 2010版的《道德

准则》中提出：“应当尽一切可能，在不改

变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修复和保存文物，

谨慎记录任何修复保存过程中的决策，

并做出符合创作者意图的决定。”蒋诗洋

从中提炼出尊重创作者意图、记录修复

过程、不损坏/改变原始材料三条准则，

她认为：“修复师实需要用自己的经验，

用合作的、跨领域的方式，结合技术和艺

术的考量，在工作中成为这个复杂领域

的引路人。”

“经典重焕新生”沙龙由中国电影资

料馆规划与信息处刘文宁主持，爱奇艺

资深算法工程师蒋紫东、天津理工大学

副教授郑文广、火山引擎视频云资深产

品经理张婉莹、中国电影资料馆修复师

王峥、中国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修复师孙

帆从技术层面分别介绍人工智能、人机

交互在影像修复的创新应用，以及不同

介质影像修复区别和声音修复领域的探

索突破。

在谈到人工修复和AI的关系时，蒋

紫东认为，AI并不会取代人工修复，更多

的是和人工修复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

过程。他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工作方

法，“可以拿AI先做一遍初修。初修后

它大概可以解决掉 95%或 98%的问题，

接下来那些比如像透明划痕、半透明的

划痕，或者是污渍大片的霉斑、画面的撕

裂这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就交给人工

修复来进行逐帧的处理。 ”

郑文广则希望人工的经验和知识能

够更好地融入到人工智能的模型当中。

他表示：“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叫

专家经验嵌入，目前，如果修复人员想再

重新调一下色，重新调一下内容，实际上

还要通过人工复杂的重复性劳动，我们

希望这一部分的内容能够通过机器、人

工智能自动去完成。”

张婉莹介绍了火山引擎研制的全自

动化云端修复流程，据称，流程中包括画

质检测、修复增强和编码输出等多个模

块。2021年起至今，火山引擎已参与修

复了百部经典动画影片，2022年北影节

期间重映的 4K 修复版《大闹天宫》和

Beyond乐队演唱会的影像资料修复工作

中，都有火山引擎的助力。

在王峥看来，AI目前还只是算是相

对智能，他表示：“目前来说，利用AI进
行电影修复，我们要像教育孩子一样把

它教育好，要告诉它现在这个镜头要达

到什么样的预期，要提前去做各种各样

参数调整，这样才能让重新生成的4K影

像显得更加逼真，更加真实。”

孙帆的研究领域是声音修复，据她

介绍，早期进行声音修复其实就是对电

影的原声进行修复，处理声音中的噪音、

杂音等一些简单的处理。那么随着电影

技术的发展，画面修复从标清2K到现在

的 4K修复。对于声音的修复也要求越

来越严格，目前在影片修复中，已经开始

使用影片原始声音去进行 5.1的重置，

“这样既能呈现出更好的声音效果，也保

持了声音修复的原始风貌”。

电影修复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抢救

濒危影片是保护电影遗产的重要举措。

在苏州举办的电影修复论坛所提供的专

业研讨交流平台将不断推动电影修复的

标准化、理论化、专业化，在行业内建立

共识，从而让电影在促进城市文明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工作中发挥更多

积极作用。

中国电影资料馆江南分馆项目在苏州启动

“互鉴与共融——致敬经典·修复电影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

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洁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

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