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发

布 《关于开展 2020 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活动的通知》。 根据该

通知， 今年 6 月 13 日是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活动主题为“文物

赋彩全面小康” 。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活动

将加强抗疫文物的展示宣传。在

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组

织抗疫文物征集，鼓励举办疫情

防控代表性见证物或疫情防控

知识普及的展览展示活动，展现

各地各部门共克时艰、齐心抗疫

的生动事迹，体现文物抗疫的独

特作用。 此外，活动将开展文物

惠民活动。各地文物部门可因地

制宜举办文物保护单位预约参

观、线下或线上文物展览展示及

宣传教育活动， 提供网络展览、

线上讲解、文博云课堂等惠民服

务。 同时，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 开展媒体融合传播，宣

传传播文物工作在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方面

的显著成绩。

通知要求， 要加强疫情防

控，加大线上传播。 减少人员聚

集， 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加

强数字化展示和网络化传播。

据悉，今年的活动宣传口号

为 “传播文物价值 展现中华风

采”“全民参与保护 资源你我共

享”“文物珍藏记忆 见证抗疫历

程”“在线云观展 文博新样

态” ，主场城市口号为“一城文化

满城绿 多彩文化数桂林” 。

相关专家表示，世界遗产是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的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

自然区域和文化遗存。自 1972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

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 建立 《世界遗产名录》以

来，保护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普

遍价值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理念

作为人类应对生态危机和文化危

机最具认同感的战略， 在全球得

到广泛传播。 赵晓霞

2018年末、2019 年初， 饶晓

志、毕赣、陆庆屹这三位编织贵

州故事的贵州导演，集体站在聚

光灯下———

饶晓志的《无名之辈》依靠

超高口碑完成逆袭， 以 3000 万

元成本获得近 8 亿元票房；陆庆

屹执导的纪录片 《四个春天》，

以 1500 元 成 本 荣 获 第 12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

奖；毕赣执导，汤唯、黄觉、张艾

嘉 、李鸿其、陈永忠主演的《地

球最后的夜晚》，入选法国《电

影手册》刊发“2018 年最期待

电影” 封面专题，并成为当年金

马奖的开幕影片。

其中，凭借《路边野餐》获

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新导

演银豹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新

导演奖的毕赣，其执导的《路边

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更多

关注当下人的内心潜意识梦幻

世界， 叙事碎片化、 梦幻化，呈

现出某种近乎魔幻现实主义的

风格； 饶晓志的 《无名之辈》

《你好疯子》黑色幽默，夸张错

位， 呈现出荒诞性的美学品格；

陆庆屹的《四个春天》，和另外

一 位 黔籍 纪录 片导 演 周 浩 的

《棉花》《大同》， 则用影像记

录家庭以及社会的变迁，传达对

生命的关怀和对底层群体的记

忆；以欧阳黔森、肖江虹为代表

的“作家为主，编剧为辅” 的复

合型跨界作者浮出水面，代表贵

州影视群体中有着 “作家型编

剧” 的底子。 中国电影的“贵州

新力量” 、中国故事的“贵州表

达 ” ， 正在自觉自信地走出大

山———业界称之为 “贵州电影

现象” 。

在此背景下，电影《菩提本

非树》从出品方、导演 、编剧等

主创团队，到取景地，无不带着

浓厚的黔人、 黔地、 黔景的烙

印。 根据剧本的场景设定，电影

取景 所需 的横 向维 度 要 展 示

“新城、 古城、 城乡接合部” 的

演进关系，通过不同的时代空间

展现出时代心态的变迁；在纵向

维度上需要体现 “水 、 平地、

山 ” 的层次关系 ，水里的鱼 、平

地生活的人， 与山上的寺庙，象

征着人的现实处境，以及获得自

由的所在。清镇市市长王鸣明认

为，清镇的山水 、人文，无疑是

这一电影剧本拍摄的最佳取景

点。

与此同时，清镇本地正在打

造的“清镇电影工厂” 项目也在

为《菩提本非树》电影的摄制助

力赋能。 该项目依托贵州 （清

镇）职教城的 19 所职教院校的

教育和人才优势，集合包括“三

湖一寺 N 贵州”（红枫湖、 东风

湖、百花湖、巢凤寺、时光贵州、

乡愁贵州、四季贵州、寻味贵州

等）在内的优势资源群体。 去年

八月，印度宝莱坞电影制作龙头

公司之一的印度穆克塔艺术有

限公司曾到清镇市就贵州宝莱

坞电影工厂投资项目进行研讨，

拟在清镇市建设集电影制作、电

影发行、电影展览和电影教育为

一体的电影工程项目。

近年来， 清镇市以电影产业

为载体，利用自身原生态民族文

化丰富、自然生态环境优越的独

特优势， 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

进一步扩大城市知名度，打造出

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 微电影

《清清小镇》荣获“金桂花奖”

最佳城市微电影奖和“光年奖”

最佳城市微电影奖，清镇市人民

政府作为联合摄制单位参与拍

摄的正能量打拐题材电影 《再

见，陌生人》也将登陆全国院线。

下一步，清镇电影工厂项目将把

清镇打造为电影创作制作、取景

拍摄为核心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贵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与清镇市举行合作拍摄协商座谈会———

本土电影《菩提本非树》

聚焦黔人黔地黔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 / 图

5 月 20 日， 大型系列纪录

片《航拍中国》第三季———《一

同飞越》云端发布会举行。 该纪

录片共 10 集， 每集 50 分钟，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

片中心出品，央视纪录国际传媒

有限公司承制。 5 月 21 日起，该

片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

合频道、纪录频道晚间黄金时段

以及总台新媒体各端口播出。

新一季节目以独特的空中

叙事与航拍美学为载体，全方位

展示中国历史人文景观、自然地

理风貌及建设发展成就，颂赞大

好河山，传递中华文明，讴歌人

民奋斗，展现时代巨变，全景式

俯瞰一个美丽中国、 生态中国、

文明中国。

发布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编务会议成员薛继军在致辞

中说：“自 2017 年《航拍中国》

第一季节目开播至今，这部纪录

片已经飞越我国 23 个省市自治

区，飞越大半个中国，以独特的

空中叙事与航拍美学为载体，展

现祖国的大好河山，传递中华文

明，讴歌人民奋斗，展现时代发

展，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

纪录片中心召集人庄殿君说：

“抗击疫情，脱贫攻坚，在这一

段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更加强烈

地意识到 ‘我和我的国家 ’ 、

‘我和我的家乡’ 这种特殊的、

真挚的情感力量。 《航拍中国》

第三季用珍贵的 4K 超高清空中

影像，为大家呈现出的正是这样

一个美丽的、可爱的、生动的中

国。 ”

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副

召集人梁红表示 ：“《航拍中

国》 第三季正在从传统电视端

产品逐步探索成为新型融媒体

产品，从创意阶段便对融媒体传

播进行布局， 多线产品并行，形

成多样态、多手段、多媒体的传

播态势，在表达语态上进一步年

轻化、互联网化与国际化，打造

具有生命力和传播力的 ‘文化

爆款’ 产品。 ”

《航拍中国》 第三季———

《一同飞越》犹如一本“地理教

科书” ， 让观众在观看的同时，

重新发现中国地理图景。透过镜

头，观众见识了“中国天眼” 的

巨大威力，见识了阜平盘山公路

的巧夺天工。

全片用“润物细无声” 的方

式，把热爱祖国的概念融入到神

州大地的景色之中；用影像将大

国风采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进行客观呈现， 在河川山林之

间， 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之中，突

显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

纪录片不仅看山河风光，更

看重景色背后的人文故事。

观众可以感受到哈尼族人

耕田种地， 将山雕琢成无数阶

梯，把哀牢山变成了一种线条与

色彩的艺术；感受到苗家人相传

600 余年的“摸鱼节” ，不仅是

为了延续传统，更是给了出门在

外的人们一个回家看看的理由；

感受到安徽商人穷则思变、勇于

追梦、吃苦耐劳、负重前行、贾而

好儒的“徽骆驼” 精神，是他们

创造了“无徽不成镇” 的历史辉

煌。

纪录片采用了载人直升机

和无人遥控机相结合的方法，针

对于不同的对象，针对不同的天

气，选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拍

摄。这一季特别注重了四季的拍

摄，对于同一地点同一对象在不

同季节下呈现出来的不同美景，

有计划进行了多次拍摄，展现时

间流动之下的非凡之美，呈现这

片大地真实之美、质朴之美和原

生态之美。

该片总制片人、央视纪录国

际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向东

介绍说，“第三季的制作团队坚

持了《航拍中国》系列节目既有

的优秀特征和鲜明风格，以精益

求精的态度，努力实现体量最大

的一季制作。 参与人员之多、航

拍器数量之众、 拍摄时间之久、

素材量之大，都是创纪录的。 ”

《航拍中国》第三季参与创

作人员超过 300 人，动用直升机

18 架，飞行近 400 架次，使用无

人机 118 架， 飞行总里程超过

25 万公里。

“我们拿自己没办法。 ” 十六

年前，这句话被贵州作家冉正万当

作短篇小说《连环套》的结尾。 其

中的“我们” ，是指派出所所长和

火锅店老板， 两人分别是基层里

“权” 和“钱” 的象征，却因为鸡毛

小事相互“斗狠” ，导致矛盾层层

升级，最终酿成大错。

如果说冉正万的 《连环套》提

出了“我们拿自己没办法” 这一人

性困境，贵州新锐导演刘才华和冉

正万根据该作全新改编的电影《菩

提本非树》， 则将主题放在深挖

“没办法” 的缘由，并给出“没办

法” 的救赎之法上。 日前，电影《菩

提本非树》出品方贵州电影电视制

作有限公司与清镇市举行合作拍

摄协商座谈会。

电影的构思 ， 源于贵州青

年编剧、 新锐导演刘才华驾车

行驶在路上的一次所见所悟 。

“有一些人，你看他一眼 ，他都

要骂你一句 。 ” 刘导这样形容

他当时的境遇。 看到比自己开

得快的，就骂一句 ：“你急到去

投胎呀？ ” 看到比自己慢的，也

来一句 ：“骑个蜗牛也好意思

上路 。 ” 看到和自己速度一样

的，也有说的 ：“儿哦 ，要比不

是 ？ ” ———他将这一源于生活

中的场景 ，写进了电影《菩提

本非树》剧本。

“当时，我体会到的是‘戾

气’ 二字的可怕。 更可怕的是，

面对戾气， 我在一念之间也生

出了一丝戾气。 ” 刘才华坦言。

意识到这点的他， 顿时联想起

了十多年前读到的冉正万老师

写的短篇小说《连环套》。

这是去年春天的事。 等到

去年夏天， 刘才华将第一稿剧

本发给冉老师指正。

“起初，我对电影剧本的事

不感兴趣。 毕竟电影是很复杂

的综合性艺术。而写作不同，小

说家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 ” 冉

正万笑着说 ，“我习惯了当作

家，也只能当作家。 ” 但看完刘

才华的剧本， 冉正万说自己不

得不参与其中，原因是“才华

有能力将方方面面组织起来；

才华很有才华， 最初的剧本虽

然还存在一些问题， 但整体上

是一部完整的作品； 我和才华

沟通剧情，两人都能理解、能契

合。 ” 这样一来，冉正万参与到

剧本创作的漫漫征途上来。

剧本最初将人物角色的主

要矛盾定位为“误会” ，因“误

会” 造成“隔阂 ” ，反映当下的

人们都急于自我表达、 不善于

倾听沟通的现状。冉正万认为，

“误会” 本身作为一种冲突，是

可以推动电影叙事发展的，但

“误会” 本质上只是一种偶发

状态， 现实中造成的冲突往往

不显著。 ” 他用“戾气 ” 取代

“误会” ， 作为冲突产生的根

源。 对此，冉正万的解释是，戾

气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的， 与人

外在的身份、场合，以及内在的

个性、修养都有关，“当下的熟

人社 会逐 渐向 陌 生 化 社 会 转

化，加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

们的身份越来越繁杂， 一个活

生生的、 综合的人被等同于一

个身份 。 每个人都被套在‘身

份 ’ 的笼子里 ，所有的喜怒哀

乐都是‘身份 ’ 带来的喜怒哀

乐 ， 而 不是 人本 真 的 喜 怒 哀

乐。 ” 他说，这种非“本真 ” 的

“本非” 的状态，是戾气产生的

根源。

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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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身份” 而起的戾气

灵动的“鱼” 与设限的“套”

目前， 最新的 《菩提本非

树》电影剧本已是第 20 稿，故事

围绕“身份” 问题展开，讲述一

位身怀戾气的年轻老板，如何被

女派出所所长救赎的故事。

老板叫何必胜， 十八岁时，

他母亲因所“种” 房屋倒塌不幸

身亡， 前去帮忙善后的城管队

员却被何必胜一砖头拍下楼 。

当时， 刚从警校毕业的公安干

警李明强担心何必胜的安全，

也担心他再攻击他人， 瞅机会

一把将何必胜控制住。 建违章

建筑又故意伤人的何必胜穿上

囚服进了监狱。 从此，在何必胜

眼里， 凡是穿公家制服的人，都

是有特权的人，他以为这是不公

平的根源。

多年后，李明强成为主持工

作的派出所副所长，深知基层工

作者的难处。 何必胜出狱后开了

一家酸汤鱼馆， 开业时锣鼓喧

天、鞭炮齐鸣，而接到扰民举报，

前来处理此事的人又是李明强。

何必胜认为李明强是有意刁难，

将李明强“一怼到底” ，对公职

人员这个“身份” 的偏见，使得

何必胜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 在

一连串的错位与误判中，矛盾不

断升级，根植于“身份” 的曲解

进一步加深……最后，何必胜看

到了李明强公正大气的为人，戾

气消散，众人达成和解。

《连环套》小说里钻进“身

份” 套子里再也没钻出来的众

人， 在 《菩提本非树》 中打破

“身份” 笼子回归到人的本真状

态，从而获得了救赎。

“困人的，往往也自困。” 冉

正万说。 《菩提本非树》有个细

节， 何必胜因李明强身着 “警

服” 而对她充满偏见，他自己却

脱不下那身“囚服” 。 “卸下画

地为牢的‘身份’ ，他们本质都

是心思单纯、心地善良的人，因

此才能达成和解。 ” 冉正万说。

电影剧本穿插着 “鱼 ” 和

“套” 这两个富有深意的意象，

来展现人心的状态。在中国文化

里，水中游的“鱼” 和天上飞的

“鸟” 是灵动、 自由的象征，故

而有“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

类霜天竞自由” 的诗句。 “鱼”

本来自由， 但一旦进入到由概

念 、戾气编织的“套 ” 中，便是

自我束缚，也束缚他人。 从这些

“本非” 的状态中觉醒过来，才

能重获自由 。 在这一意义上，

“人” 就是 “鱼” ，“鱼” 就是

人。

“贵州电影现象” 下的清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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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突出展示抗疫文物

时讯

聚焦

电影《菩提本非树》的取景地清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