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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LM BY



芳的蜡烛  / 刘宇飞

中国美术学院

作品介绍 & 导演阐述：我们的身上有很多没有被观察到的情绪。在本片中，“我”因为一杯没有扔的咖啡而产生

了一种害怕被他人怀疑的情绪。全片围绕着对这种情绪的观察展开，通过描绘四件成长中的琐事，追溯它形成的

原因，最后“我”看到了这种情绪的样子。

导演简介：刘宇飞，1999 年出生于中国浙江，2021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现工作生活于杭州。

2021 年作品《芳的蜡烛》获林风眠创作奖金奖、第三届东布洲国际动画周论坛大奖；收藏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How I Grew Up

A FILM BY

芳的蜡烛

刘宇飞



The Hole or 
Broken Po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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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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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  /  马维佳

作品介绍：《河岸》是关于两个幸存下来的女孩的故事，一个哥哥去世才有了出生的机会，这是自然的选择；一

个在被亲生父母抛弃时得到拯救而活下来，这是人为的结果。但无论以哪一种原因幸存下来，她们都为自我的存

在而自卑。两个女孩惺惺相惜，友谊给了她们生存的力量。

导演阐述：《河岸》是《父亲与河》的延伸，故事依然发生在河边的村庄。人们的生活离河很近，赋予了它不同的意义，

有时候是生，有时候是死。河水就像一个历史的容器，承载着小到个人，大到时代的记忆。当我看着河的时候总

会想到很多，表面上风平浪静，深处暗藏能量和神秘，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如我们的社会。剧本以我自己的回

忆和朋友的回忆为素材虚构而成，故事通过孩子的视角展开了对女孩命运的探讨，呈现出在性别歧视文化中，孩

子对自身女性身份懵懂的羞愧，对于理想身份的向往，和超自然力量的想象。

导演简介：马维佳是一位独立动画电影导演，同时也是动画专业教师。她的纪录片作品《我的隔离熊》获得瑞士

真实纪录片电影节特别提及奖。动画短片《河岸》获得棕榈泉短片节最佳动画短片奖、奥地利女性动画节最高奖、

德国莱比锡纪录片与动画节最佳观众选择奖，和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动画银雨果奖。学生时期的动画短片《父亲与河》

《抢狮头》也曾获得国内外多个奖项。

Step into th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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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维佳



蟹子汽水  /  郭楚楚 

中国传媒大学

作品介绍：在小学同学的炫耀下，王五五想要喝汽水的愿望愈发增强；但是父亲辞职去做了螃蟹买卖，家里逐渐

变得入不敷出，更不会关心小女儿这样一不是生存必需的愿望。无奈的王五五试图从被丢弃的瓶盖中寻找到一个

带着“再来一瓶”的，以此靠自己获得一瓶汽水，却不想不仅没找到瓶盖，反而目睹父亲在店铺前被讨债的人殴打��

经历了长时间的家庭冷战、讨债纠纷，父亲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意，王五五也获得了她的汽水，只是此时的她并

不能再为此高兴。

导演阐述：短片由一个女孩的视角观察中年失意的父亲，目睹了父亲创业失败且垂死挣扎后落寞的一切，女孩逐

渐理解了父亲内心的苦闷，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人生。

年纪小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与家庭的一些隔阂感，但尚且可以向父母求取自己想要的汽水，而成年

的父亲，无法将自己的欲望拘泥于小小的汽水，也无法从高远的志向中获得回应。

设计角色的初衷是希望能尽量丰满一点，但出于时间和制作成本的考虑未能过多地刻画主角之外的角色。比如母

亲这个角色，其实她在努力维系家庭，也许不出现变故的情况下她会很温和，但我们在制作时只保留了大篇幅的

母亲的谩骂。

导演简介：郭楚楚，浙江嘉兴人，现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动画艺术学专业。平日行为与无业游民无异。喜欢看各

类小说、电影。最近在拜读日系叙事性诡计小说，因为看的不够多所以对《剪刀男》《杀戮之病》等感到震撼。

本科毕设也是本次参赛的短片《蟹子汽水》的灵感来自于布鲁诺·舒尔茨的短片小说《父亲最后的逃亡》。

费凌波，生于河北秦皇岛，因为喜欢画小人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大三联合创作《抓周》，毕业作品《蟹子汽水》。

喜欢不着修饰的，直觉的美术风格和作品，但仍苦于技巧的限制，希望有一天能呈现给观众更诚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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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子汽水

郭楚楚

Crab S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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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War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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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elon and 
M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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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  /  艾麦提·麦麦提

北京电影学院

作品介绍：伊尔盼兼职攒下来的钱被爸爸瓜分，使得他买不到心爱的手风琴。伊尔盼跟朋友穆萨鬼混，挨了卡米

力一伙人的打，只好跟着妈妈回家。最终阿伊莎帮他，伊尔盼得到了手风琴，并且在此过程中俩人的关系变得亲近。

导演阐述：故事讲的是一个朴实而笨拙的男孩，购买一台心爱的手风琴的过程中，发生的有趣的事。在创作中，

我一直以来对风格是有追求的，不想只局限于熟练的运用视听语言讲故事。《手风琴》就是我这种创作理念的一

次实践。我想这部冷幽默喜剧里，以风格化的视听语言，呈现出一种轻松的幽默调性，给观众带来愉悦和趣味。

导演简介：出生于新疆喀什，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他作品经常聚焦于日常现实中的生活琐事，擅长

以幽默的方式，风格化的视听手段，表现人物关系中的微妙变化。

手风琴

Accord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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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eliest
Whal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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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c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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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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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ng of 
Cormo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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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ing 
Breeze Kisse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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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 of 
No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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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Time



Quan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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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 to the 
Lotus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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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  唐方昊

中央戏剧学院

作品介绍：2006 年的一次意外事件中，涂鑫间接害死女朋友张晓雨。四年后，他发现了张晓雨的爸爸张磊，并主

动成为了张磊汽修店的员工，涂鑫在张磊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而涂鑫也弥补了张磊情感的空缺。然而在新年

夜里，张磊发现了涂鑫的身份，一番纠葛之下，涂鑫还是说出了那个藏在心底的秘密。

导演阐述：这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面对张晓雨的去世，父亲张磊沉溺于过往的痛苦之中，男朋友涂鑫则逃避过去，

因为两人的互相接近，张磊愿意敞开心扉，随着真相浮出水面，涂鑫也做出了那个勇敢的决定。

导演简介：唐方昊，1996 年生人，江西南昌人。2014 年—2018 年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拍摄短片《未来的主人翁》、《naive》、《下沙耕事》、《云遮归途》, 曾获得米道杯金奖、浙江省大学生摄影竞赛、

宁波国际微电影节等奖项。

2018 年—2021 年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影视编导专业（研究生）。2021 年拍摄毕业作品《新年快乐》，

已入围海浪电影新力量 NEW ERA 青年电影季主竞赛单元，AME 影像计划月度六佳影片、世界游牧电影节、金荷

奖短片竞赛单元。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A FILM BY

唐方昊





研讨课程介绍
Seminar 

时间 _ 
11 月 26 日 
周五 14:30
地点 _
杭州当代美术馆
嘉宾 _
谭墨、艾麦提·麦麦提、荣章歆

教学研讨 _
短片的意义













研讨课程介绍
Seminar 

时间 _
11 月 26 日 周五 16:30
地点 _
杭州当代美术馆
嘉宾 _
竹原青、吴正怡、肥内 

教学研讨 _
一位导演的剪辑分享





教学研讨 _

\ 竹原青
 

导演作品《星溪的3次奇遇》，入围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获未来之狮（最佳处女作）奖及威尼
斯日导演奖等多项提名，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银气球奖”。

剪辑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恋曲1980》等，其中《不成问题的问题》荣获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提
名，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奖。

青年导演、电影剪辑师

\ 肥内

 

著有《在巴洛克与禅之间寻找电影的空缺⸺马克斯欧弗斯和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美学的呈现》，发表影评文章散见

《电影欣赏》（台湾）、《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看电影》、《周末画报》、

《橄榄古典音乐》、《外滩画报》、《世界电影画刊》、《DVD导刊》、《虹膜》七百馀篇文章计超过二百五十

万字。

影评人、电影学者、讲师、编剧

\ 吴正怡

 

浙江传媒学院华策电影学院剪辑教师。本科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获电影学学士学位，后就读于美国查普

曼大学道奇电影学院， 获电影制作硕士学位， 曾就职于美国Panavision Light Iron电影后期制作公司。

导演作品  《Unspoken》入围英国卡马森湾电影节，美国罗德岛国际电影节半决赛，Cinecina 地平线计划。

 剪辑作品《Etana》入围克利夫兰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单元。

剪辑师





研讨课程介绍
Seminar 

时间 _
11 月 26 日 周五 19:00
地点 _
德信影城杭州之翼店 3 号厅
嘉宾 _
徐磊、肥内

教学研讨 _
从短片到长片：徐磊创作谈



从短片到长片：徐磊创作谈







概述：一直以来，杭州青年影像计划以“上天入地”来鞭策自己。“上天”是要以国际性、全国

性的标准来遴选作品，“入地”是希望短片作品能与公众，尤其是这个城市着更紧密的关系。作

为一个区域性的活动，她应该是深深扎根于这个城市，并能与她发生奇妙、甜蜜的化学反应。

我们曾举行杭州电影新人新作展、“看见杭州”电影短片展，也曾经在校园、书店、文创园区、

某品牌手机旗舰店举行过短片交流活动，在电影与短片中遇到不同观众，也看到不同面的杭州。

今年，我们推出了一次只存在 24 小时的电影海报展，她包括了此次入围的 22 部年轻导演的作品

海报、杭产电影海报以及那些曾经举行过，并被人喜爱过的电影活动 .

光影易逝，但可雕刻时光。

时间 _
11 月 26 日 周五 10:00-20:00
地点 _
杭州当代美术馆

西子光影  城市电影

展览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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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记》/ 周浩然

作品概要：向上就一定有答案吗？

为了找回心爱的玩具，稻草人踏上冒险之旅。沿途光怪陆离，失乐园、移民潮、流水线、

游行��他不停地向世界问着相同的问题，但总得不到回应。最终玩具还是回到了他的手

上，而在他身上，变化已然发生。

作者简历：周浩然，1995 年出生于中国（国家）湖南（地区），2017 年本科（本科 / 硕

士 / 博士）毕业于同济大学（学校），获得 文学学士（学位），2021 年工作于杭州娃娃

鱼动画设计有限公司，职业 导演，现工作生活于杭州。2017 年作品《Harry》获得蒙特

利尔国际电影节 2018 年度最佳中国学生动画短片，第十六届北京电影学院影视作品展

（ISFVF）优秀作品奖，第八届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金鹏奖，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动画节

Aniwow! 最佳风格奖，提名最佳动画。

《你不是诺塔奇维》/ 玛丽亚·萨维列娃

作品概要：这不仅仅是羽毛或手指的数目。

诺塔奇维先生想加入社区，社会准备好接受对方和他的歌了吗？

作者简历：玛丽亚·萨维列娃出生于圣彼得堡。2010-2016 年，在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学习图形。

2020 年，从爱沙尼亚艺术学院毕业，获得动画硕士学位。目前在动画领域工作。

《春之祭》/ 伊奥格斯·桑格瑞斯

作品概要：这是他的处女作。基督教东正教传统和带有异教根源的旅行剧团是两个看似对

立的世界，对作者来说既神秘又迷人。这部电影表达了一个美丽但正在消失的世界的情感

和视觉冲击。

作者简历：伊奥格斯·桑格瑞斯是一位平面艺术家、动画实验电影制作人，也是塞浦路斯

官方国际动画电影节（est 2002）的创始人和艺术总监。

作品概要：我们的身上有很多没有被观察到的情绪。在本片中，“我”因为一杯没有扔的

咖啡而产生了一种害怕被他人怀疑的情绪。全片围绕着对这种情绪的观察展开，通过描绘

四件成长中的琐事，追溯它形成的原因，最后“我”看到了这种情绪的样子。

作者简历：刘宇飞,出生于中国浙江，2021 年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 

现工作生活于杭州。

《芳的蜡烛》/ 刘宇飞

作品概要：小镇凭空出现数个大洞，没有人知道它们是什么，从哪里来。接着人头攒动，

所有人都在以洞为借口做平时想做的事。

作者简历：税源，女性，1999年出生，202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动画系。

《坏掉的土豆》/ 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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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影计划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