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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故宫六百年
☆

《一色一生》

华说：
“ 老雷（雷建军，
《我在
故宫修文物》制片人、
《我在
故宫六百年》总策划）讲过，
‘宁可不拍，
也不能给文物带来
任何可能造成损害的风险’。
故宫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
动文物。
”
“纪实摄影更多关于人，
人和文物之间是有情绪和情
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的 感上的互动的。一下雪，游
张典在拓印养心殿外墙铭文。
张典在拓印养心殿外墙铭文
。
客赶着进宫拍照，但修缮者
就担心工程刚结束，天气变
钟的长镜头，被完整保留在了第一
化会不会对建筑有影响。
“ 这些故
集的结尾。他们来给故宫过生日， 宫的老师，干活儿时眼睛里有光。”
他们也讨论着自己的年龄；他们在
张华拍木工组，发现老师们一边干
回顾历史，也在回顾人生。这大概
着活，一边聊着天逗着嘴；而在另
就是《我在故宫六百年》，
“我在”的
一边彩画组的人，就凝神静气，一
一个注解。
声不吭，
“同一个空间内，有着两种
从 2015 年起，故宫博物院开
神奇的气场，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
启了对养心殿百余年来的首次大
的。
”
修，到紫禁城建成 600 年时，这座
在故宫拍摄，会有很多受限条
著名的宫殿已经与世隔绝了 5 个
件，比如，要遵循故宫的时间表，无
年头。第二集讲述的就是养心殿
法使用无人机等航拍设备。拍摄
的秘密。
场地分散在故宫的不同方向，在脚
养心殿正殿的屋顶上，一根扶
手架爬上爬下、绕着房子跑，都是
脊木腐烂，需要整根替换，而替换
常态，张华每天手机上的步数没下
的木头将从河北运来。纪录片团
过两万步。为了拍出建筑与周边
队得知后，决定把木头如何运进紫
环境的关系，他不得不爬得比屋顶
禁城的过程拍下来。没想到，这成
还高，
“ 脚手架上就搭一块三四十
了全片最
“坎坷”
的拍摄经历之一。 厘米宽的安全板，
只能站一个人”
。
梁君健回忆，运木材的货车只
虽然辛苦，但惊喜随时有可能
有晚上 11 点之后才能进北京二环
发生。
“ 这是我第一次拍到晚上的
路，也就是“夜黑风高”才能进宫； 故宫在干什么：运输建筑垃圾的大
而木材什么时候加工好、哪天运， 车只有晚上才能进宫，深夜的故宫
也都是未知数，所以只能等着，随
热火朝天！”
张华说。
时 待 命 。 那 是 一 个 周 五 ，下 午 3
《我在故宫六百年》由中央广
点，梁君健突然接到电话，说今晚
播电视总台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摄
要运，司机准备五六点出发，
“我吓
制，内容制作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了一跳，一查路线，两个小时还是
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创作团队和清
有希望赶到河北起运点的。我们 4
华大学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在
点凑齐了人和设备，赶紧出发”
。
这个团队中，80 后的梁君健和 70
出发不久，遇上北京周五晚高
后的张华算是年纪最大的，其他几
峰，梁君健和执行导演、摄像，陷入
乎都是 90 后。
《我在故宫六百年》
了高速堵车的滚滚洪流；到晚上 6
制片人徐欢来自总台，和故宫很有
点，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半个小时车
渊源，从 2003 年开始，曾担任 12
程的地方，前方发生车祸，彻底走
集人文纪录片《故宫》总导演、100
不动了。这时，执行导演付曼菲很
集历史纪录片《故宫 100》总导演、
机智，一查打车软件，发现高速下 《我在故宫修文物》监制……故宫
面是个村庄，能叫到车。她和摄像
不是一天修好的，能在几个月时间
扛着设备就翻下了高速，顺利打到
内完成一部讲好故宫故事的纪录
一辆车，奔赴木材市场，留下梁君
片，
背后是团队十几年的沉淀。
健在高速上看车。幸好，他们最终
古建修缮是一门非常专业的
赶上了，那天拍完回家，已是凌晨
学问，有一次，梁君健在古建部的
两点。
书架上发现了几本书，从磨损程
这段奇遇，在第二集呈现。不
度判断应该是经常被翻阅的。于
出意外，这根木头将在养心殿的屋
是，回来后他也买了两本书，成为
顶用上数百年；而因为这段记录， 他之后为纪录片撰稿时查阅的工
后人将知道，与这根木头有关的
具书——关于木工，他查《中国古
人，除了修缮者，还有货车司机，还
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关于砖瓦，他
有这些身手矫捷的纪录片工作者
查《中国古建筑瓦石营法》。而遇
们。与故宫发生着关系的，并不只
到与皇帝有关的历史，他就去查清
有宫里人。
华大学图书馆的电子版《明实录》
如果说办展览、
修养心殿，
都只 《清实录》。
是紫禁城一个时间段的项目，那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我在故
么，
第三集讲述的
“岁修保养”
，
就
宫六百年》开播，
与它同档期的是各
是 600 年来不曾间断的日常。在
大卫视和视频平台的跨年晚会。有
这座城里，不论是砖、瓦、木、石， 人问这个纪录片团队，要不要提前
出现任何状况，都有人会及时修
播，
修房子这件事，
即便修的是故宫
理更换。一代代匠作学徒，也在
的房子，似乎也及不上跨年晚会的
这个过程中逐渐熟练技艺。
热度。但他们都觉得，
没关系，
慢慢
《我在故宫六百年》摄像张
来，
紫禁城都 600 年了，
纪录片大家
华，也曾担任《我在故宫修文物》 也可以慢慢看，
慢慢想。
故宫博物院修缮技艺部的宫
摄像，对比拍修文物和修房子，
我们看完纪录片，
紫禁城进入了
墙抹灰试验区，
墙抹灰试验区
，
学员们正在练习。
学员们正在练习
。
后者有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张
下一个600年。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读书

600 年 历 史 的 紫 禁 城 ，
仿佛有打开时空隧道的神秘
力量。
紫禁城养心殿外墙的墙
皮掉了，修缮前需要先把破
损的墙皮铲干净，这就露出
了里面的砖。人们发现，其
中一块砖上有铭文，清晰地
记录了这是一块嘉靖十四年
（1535 年）、来自山东临清的
砖，烧砖的工匠名叫陆奎。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正在
修玄穹宝殿，修完玄穹门上的木
梁，管理组组长齐飞在木梁上标
记，这一天是 2020 年 10 月 15 日。
下一次再修，又该是百年后，后人
会看到这个小小的标记，可能还会
想象，当年写下这行字的是哪位前
辈同行。
2020 年 12 月 31 日，3 集纪录
片《我在故宫六百年》开播。600
年是一个时间概念，
“我”如何能在
故宫 600 年？本片导演之一梁君
健解释，有三层含义：一是 600 年
的古建筑，二是一代一代保养、修
缮、研究古建的人，三是古建所承
载的 600 年的历史和文化。
这么说可能还是有点抽象，于
是，梁君健和他的小伙伴们，把镜
头对准了各色各样的人，宫里的，
宫外的，甚至北京城外的，他们与
紫禁城在 2020 年发生了什么。
2020 年春天，故宫博物院古
建部接到了一项不是修房子的任
务——他们要为紫禁城建成 600
年策划筹备一个名为“丹宸永固”
的展览。纪录片第一集就记录了
策展过程中的经历。
1988 年生的吴伟，总是调侃
自己是在“挖土”，他的考古发掘
揭示了紫禁城地下的秘密；专攻
彩画绘制的王光宾，正在复制一
幅具有江南气息的建筑彩画，来
呈现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变化；
修过角楼，是一个木匠可以回味
一辈子的荣耀，谢安平顺着一张
重要的照片，揭开了三代匠人修
缮角楼的故事……
以上，都是很“专业”的故事，
纪录片还想把时间留给一些别的
意味。
在“丹宸永固”展览的开幕式
上，古建部的退休老专家王仲杰，
是现场嘉宾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平日不怎么出门的他，被搀扶着回
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宫，还遇到了老
同事。他和同事聊天，但现场众声
嘈杂，俩人耳朵也不灵，于是在不
断重复的对话中，他才搞清楚对方
比自己小 4 岁。王仲杰感慨：
“这 4
岁啊，在人中年时候不显，到这个
岁数，4 岁就有点差别了。
”
两位老人闲聊的一个 30 多秒

7

日本染织界“人间国宝”
志村福美的第一本自
传性随笔集，作者以诗性之眼，向我们展现她在染
织道路上，对汲取大自然色彩最初的探索和思考
以及其中种种无与伦比的体验，是了解这位染织
大师和日本现代民艺的必读之作。
正如诗人大冈信的作序推荐，他写道：
“ 在这
本书中，我们与一位染织家相遇，了然她的思想，
领悟生命只有一次的真意。同时，通过对一色一
生的凝视，我们能不可思议地从其深处，窥得多色
一生的人生真相。
”

☆影视

《杀马特我爱你》

作为国内一部特别题材的纪录片，导演李一
凡花了两年时间，专门拍摄了这群古早网红——
杀马特的生活日常和内心独白。他们被大众熟
知，却游走在社会边缘，这群曾经是亚文化青年的
代表，以七彩发色，奇形怪状的发型，山寨版朋克
一样的穿着风格，再搭配上各种非主流文字，成为
大众嘲弄的对象。
但是这部纪录片，将带我们回溯过往，了解杀
马特群体到底从何而来。这群从农村到城市打工
的年轻群体，用特立独行的造型来表达自己平凡
的人生。影片通过镜头土味朴实的记录，去传递
更多有价值的理念，
关于理解、尊重和宽容。

☆音乐

《日久生情，与这波澜不惊》

炸鸡少女阿肆推出全新晚安单曲《日久生情，
与这波澜不惊》，用温柔嗓音安抚了无数人的不安
与疲惫。
当生活停滞不前，
所有的情绪都被安置在最直
白、最纯净的音乐中。一把吉他，
不加修饰的曲调，
这本是阿肆的一场自言自语，
却变成了最有效的镇
静剂。
“一腔热血，
下落不明；
日久生情，
与这波澜不
惊”。看清生活的底色才明白，珍贵的不一定是架
空一切的梦想，
而是那些平淡却柔软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