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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日，由中国科协科技传播

与影视融合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

社会联络部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共同

主办的“创新技术赋能中国科幻电

影发展”主题沙龙在线上举办，沙龙

由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协办，《电影艺术》杂志社、

《电影新作》杂志社提供学术支持。

活动邀请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研究机

构与电影行业的多位学者、专家、导

演，围绕“创新技术与中国科幻电影”

话题进行多角度交流分享。沙龙由

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

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普研究所所

长、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主任王挺和复

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蕾主持。

开场环节，王挺宣布 2022 科幻

沙龙研习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李晓

东发表开幕致辞。李晓东表示，作

协社联部作为负责作品版权保护与

开发的专业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文

学作品影视转化，尤其重视作为电

影工业蓝海的科幻文学发展，希望

有更多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顺利进

入影视改编，为中国影视事业的长

足发展提供文学内涵与精神动力。

随后，王挺介绍了中国科幻研究

中心的基本情况。中国科幻研究中

心成立于 2020年，旨在政策咨询、产

业拓展及国际交流等方面建设科幻

研究高地。“科幻十条”发布以来，中

国科协科技传播与影视融合办公室

积极推动科学顾问专家库的建设，

以期为影视制作提供专业参谋，增

强中国科幻电影的世界影响力。

在嘉宾分享环节，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会长丁亚平以“科幻电影的身

体转向与后人类的伦理困境”为题

首先发言。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和

赛博格都展示出技术维度对身体的

全面包围，凸显出科技力量之强大

的同时，也不断提醒着科幻电影的

现实性。他认为，不论身体如何变

化，思想始终是人的尊严所在，优秀

的科幻电影一定是在新的场域中不

断探讨终极关怀的哲学命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以“电影工业：软科幻与硬科幻”为

题进行发言。他认为对科幻电影的

理论探讨需要回归中国科幻电影的

创作和生产语境，一方面要转变中

国传统的伦理性、现实性思维，提升

想象力思维，更好地表达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考；另一方面，要根据当下

中国电影的工业水平、市场水平等

发展“软科幻”，不盲目追求“硬科

幻”。要在科技界、文学界的跨界合

作下，不断提升电影工业水平，推动

中国科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分享的题

目是“想象未来与安置人”。她认为

科幻具有双刃性：一面是与科学、技

术、国家战略紧密相关的类型，另一

面是通过锁定未来对现代主义发起

的质询。这种双刃性应当要进入当

下中国科幻的整个构想和思考之

中。其次，新技术革命不能改变电

影艺术的两个基本前提，即单向传

播媒介和二维平面艺术。第三，科

幻电影应回应机械视觉带来的新技

术冲击，由此带来人文学框架下的

思考和人类中心主义反思。最后，

电影作为公共艺术，成功的关键在

于带来追问和质询现实的勇气，安

置现实中的人。

导演陈思诚分享的题目是“从蚂

蚁到星辰，科幻就是理想主义”。他

首先谈到即将上映的奇幻喜剧家庭

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和即将执导

的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再次强调

电影的造梦意义，认为科幻电影最

终表达的是对普遍缺失的信仰的坚

守，以及“爱”的永恒主题。他用科

幻电影作品表达自己的理想主义信

念，指出宇宙中人类虽渺小如蚂蚁，

却因为从未放弃对星辰的思考而伟

大，表示将用未来的电影创作继续

追问、追求。

《电影艺术》杂志主编谭政以

“发展中国家视域下中印科幻片比

较”为题进行发言。首先，他指出科

幻片与国情紧密联系，中印同属发

展中国家，特定的文化和民族心理

影响科幻片发展；其次，中国科幻片

出现虽早，但数量有限、类型模糊，

相比之下印度科幻片以更高的完成

度凸显了完整的电影工业优势；第

三，印度科幻片题材更丰富、类型融

合更自由，但在观念上两国同处人

类中心主义阶段；最后，他提出要立

足国情、加强合作、突破思想，推动

发展中国家科幻电影的未来发展。

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分

享的题目是“想象力‘变现’：中国科

幻电影价值新空间”。他指出，体现

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科技实力和体现

电影产业化的消费能力是科幻电影

实现想象力“变现”的两个引擎。一

方面，上影对标全球顶尖电影工业

化标准体系，加速打造高科技影视

基地；另一方面，上影聚焦“IP 上

影”、“数字上影”政策方向，搭建 IP
新消费“风洞”，推动影视产业新发

展。他表示，上影集团一定会奔跑

在高科技 3.0时代的最前沿。

复旦大学教授杨俊蕾的发言题

目是“技术奇观与科幻影像的视觉

价值”。她认为，技术发展的不断强

化、普遍化、系统化，一方面提高了

观众对科幻电影视听价值和奇观满

足的期待值，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

中增强了每个人的技术体感和微观

控制，这也使最新科技产物越来越

紧密地转化为科幻电影中的故事叙

述。她通过梳理科幻电影工业技术

的发展脉络，指出科幻电影与技术

相生、共生和伴随的关系，在某种意

义上科幻电影是技术的驱动因，也

是技术的受益者，最终将在技术赋

能下推动世界性的接轨。

在交流环节，线上观众向参会嘉

宾热情提问、活跃互动，杨俊蕾对各

位嘉宾的发言报告进行了梳理和学

术总结。沙龙最后，王挺在闭幕词

中充分肯定了本次沙龙的现实意

义。学界与业界之间的深入交流和

思想碰撞，将为我国科幻事业的发

展注入新的智慧和活力，也让我们

对中国科幻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7 月 12 日，由中国科幻研究中

心、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办，

未来事务管理局承办的“新航天与新

时代太空科幻电影”主题沙龙举办。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原主

任吴季，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原特

聘教授张晓敏，导演李霄峰，华人影

业副总裁、制片人许志湧和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

左衡作为特邀嘉宾出席，沙龙由未来

事务管理局创始人、CEO 姬少亭主

持。

新航天，

科幻电影最应关注的话题

老航天，以阿波罗任务为代表，

是政府投入和主导、举全人类之力将

宇航员送入太空的探索项目。新航

天，则以马斯克 SpaceX 为代表，在策

略、技术、成本和应用上截然不同。

2000年以后，国际上迎来了一波

商业航天发展热潮，如 SpaceX、蓝色

起源、维珍银河等，我国也开始出现

大量的商业航天公司。进入近地轨

道的成本持续下降，人类走出地球摇

篮甚至太空移民的话题，又开始引起

关注。

张晓敏表示，“新航天”彰显了

“大国重器”的一面，其不断突破技术

极限，拓宽着科学边界。同时，它也

有着“接地气”的一面，当不断来往于

地球和太空之间的门槛将大幅降低，

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去往太空，太空将

被进一步祛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神

话符号。因此，当代科幻电影应该反

映的是人类航天成就中“新航天”的

部分，即电影要将太空与普通人的生

活结合。

电影，尤其是太空电影，能将普

通人无法体验的东西呈现于大银幕，

提供无法拒绝的诱惑。无论《月球旅

行记》还是《2001 太空漫游》，都永远

无法满足人类对星空的好奇。左衡

称，“我们渴望技术奇观，渴望真实

感。失重怎么解决？火星土豆是什

么味道？类似《火星救援》的近未来

想象，是观众在过去电影中未曾获得

的，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吴季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引领

人类未来的历史节点。人类文明的

进步总是伴随着技术发展，有了大航

海，才有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有了

新航天，人类文明会产生什么变化？

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因此，新航天

不只有商业意义，还有文化意义，我

们需要用更通俗的方式思考人类去

向何方。

大银幕需要

怎样的中国太空想象

真正的太空旅游时代尚未到来，

但近在眼前。大银幕亟需新的故事。

“我们的科幻电影的首要任务，

是打开观众的眼界，对新时代感同

身受，展望近未来可能的变化。这

需要好几代电影人跟着新航天的发

展一起探索。”导演李霄峰说。

电影面对的问题跟新航天类

似，都需要技术、资金的支持。许

志湧表示，面对航天题材的影视项

目，制片人要考虑的因素很多。要

满足观众的冒险欲望，满足他们对

未来生活的向往，要评估剧本如何

变得可信，有效地到达观众脑海、

满足欲望，但最先考虑的，还是故

事里的人。他进一步表示，“人与

人的接触最重要。无论动作片、警

匪片、战争片还是太空片，最后讲

的还是人的故事。太空只是给了

一个客观的因素，让人有了追求、

冒险、困境，让人去解决，通过太空

来拥抱人性。”

许志湧认为，太空带给人的改变

如同登山。“爬过珠峰和上过月球的

人一样，格局会彻底不同。格局是

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流浪地球》

让我们激动，是因为我们在里面看

到了中国人的格局……作为电影

人，我们拥有好莱坞级别的预算和

中国这么好的电影市场，要思考如

何利用这两个东西把自己的格局抬

高，输出软实力。”

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为普通人

造梦。如今，越来越多的梦是去往

太空。新航天的使命和电影非常相

似，都是让大众感受星辰大海的魅

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下一步。

带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记忆仰

望星空，本土创作者在处理新航天

题材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截然不同

的表达。故土情结、共同体意识、愚

公移山精神……都会成为大银幕上

新的风景。

嘉宾一致认为，更多的太空电影

会是将来的趋势。

科幻总是与时代和技术紧密结

合。半个世纪前，以阿瑟·克拉克

《2001 太空漫游》为代表的科幻黄金

时代，与当时太空探索的高潮相辅

相成。那是激动人心的时代，但随

着阿波罗时代的落幕，科幻的黄金

时代也就慢慢消失了。后来，《地心

引力》出现，是因为当时“太空垃圾”

成为社会议题，《火星救援》上映，则

是因为火星任务重启。

“科幻电影会随着社会话题演

变，新航天的发展而发展。2021 年

是太空旅游元年，太空电影一定会

越来越多。”吴季表示，“太空题材的

科幻电影需要资金支持。我们呼吁

投资人，关注新航天和太空科幻电

影，就是关注太空给人类文明带来

的影响。除了 AI 和虚拟世界，我们

还有一个太空在那里。我们一定要

走出去。”

本报讯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城市

发展与电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发展

的关系。1949 年新中国建国至改革开

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电影的主要受众

群体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而在银幕

之上，农民形象、农民英雄成为那个时

期的典型形象，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组

成部分。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电影产业化改

革之后，中国电影在题材类型层面，出

现了从建国初期以农村题材为主导向

以城市题材为主导的结构性变化，出现

了大量以表现城市生活为主导的，旨在

表达城市中的人及其情感与生存状态

的城市电影，这些影片所折射出了改革

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文景

观与视觉文化图景。

7月 15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举办题为“影像·城市与记忆：文

化地理学视域下的城市电影”的第42期

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请中国艺术

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北京

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陈晓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所

长赵卫防、研究员孙萌、副研究员金燕

担任主讲嘉宾，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

院影视所副所长孙承健主持。

贾磊磊认为：不能以单一的地理因

素作为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的划分依

据。因为某些地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

境遇中取得了在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的优先权，并且成为一个引领时

代和国家发展的引擎地带，在地缘文化

学上它类似于一种国家发展的枢纽地

带。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

特的文化生态空间。

他以深圳特区举例，“尽管深圳的

自然地理环境与广东周边地区的客观

境遇相差无几，可是它在地缘政治上却

获得了其他地方不可企及的优势。特

区电影包括电视剧有着在相同的地理

区位上得天独厚的文化特质。”

赵卫防则聚焦香港电影中的城市

表现及文化再生产，他认为，香港电影

经过五六十年代的城市空间再生产之

后，至 70年代之后，其城市空间继续文

化再生产，渐渐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空

间文化形态，并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城市

文明。

“其一，以地标形成了代表香港都

市文明的文化符号。其二，成为营造类

型元素的不可获取因素。其三，成为引

发港人怀旧、表达香港情怀、表达香港

现实人文的重要依托。其四，以王家卫

电影中的城市空间迭代和拼贴为代表，

体现出后现代意识。其五，以关锦鹏电

影为代表，体现出了对 20 世纪 30 年代

旧上海的城市追忆，建构旧上海的城市

想象。”

在大讲堂上，陈晓云围绕城市电影

的“时间性”进行发言。他表示，中国城

市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以北京、上海、

广州为核心的影像表达，转向对于重

庆、贵州、东北等城市的影像叙事，以及

数量、名目更为庞杂的小城镇叙事，在

可以辨识的空间表象背后，其实蕴涵着

某种时间和历史性。深入到文本内部

可以发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同一

影像文本中的并置，既是一种文化标

识，也意指着不同的“时间”和“历史”。

孙萌关注影片所体现出的景观人

文与城市精神，她表示纵观世界电影

史，电影与城市彼此观照、渗透与影响，

互为镜像，电影中的城市承载着人类文

明的发展进程，电影将流逝的城市凝固

在胶片上，使之成为可追溯的永恒。城

市影像中凝聚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独

特的城市精神。

金燕从台湾街景中的电影记忆展

开发言。她分别拿台北的小站和台南

的庙宇举例：“台北郊区平溪线连接的

小站，是侯孝贤的《恋恋风尘》的取景

地。往昔的煤矿，曾经繁盛，现已破败

不堪，但通行了上百年的小火车依然

在，小火车沿线的人家还在，故事也就

还在。回过头来再看《恋恋风尘》，才发

现，青涩的爱情、苦涩的耕耘，背后是一

个具有苍凉历史的文化背景。而台南

市街道的每一个巷口，几乎都有一座

庙。庙宇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

在一起，是承载他们人生的地方。《艋

舺》里面上一辈拜把结义又相互背叛、

下一辈感受温暖的亲情与残酷现实的

地方，就是这样的巷口庙宇。街头巷尾

的庙宇承载的是逝去的传统文化和乡

愁。” （姬政鹏）

本报讯 7月15日，《大头大头下雨不

愁》在京举办首映定档发布会。

据悉，电影《大头大头下雨不愁》由

河南大头大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河南

中鑫百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连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河南比高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科教电影电视

协会蔡建灵担任总制片、陈勇担任导演、

熊延江、高振泉担任监制、曹随风、贾旭

明、方清平等领衔主演

电影讲述了大头（曹随风饰）8岁时，

妹妹（底玲冲饰）被拐卖，失去妹妹孤独

的大头，成年后进城当了保安，拿着妹妹

幼时的照片，凭记忆寻找妹妹。大头和

发小虾米（贾旭明饰）经历一系列被骗套

路，提高了防骗意识，一举捣毁传销团伙

窝点，大头也终于和失散多年的妹妹相

认，没想到妹妹却是传销团伙的幕后操

纵者。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寻亲之路，

一段惩恶扬善的真情故事。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是一部笑中有

泪的剧情片，不同与过往纯文艺类失孤

影片，受众群体覆盖青少年、中老年龄阶

层。影片高度聚焦关注两个社会热点话

题，失孤和反传销。是一部拥有社会公

益情怀的现实题材寓教于乐诚意之作。

失孤与反传销话题碰撞，激发观众的情

感共鸣，对当下生活人们具有科教防范

的社会责任。

该片将于7月24日全国公映，发布

会上，主创团队，希望通过电影能引发全

社会对失孤家庭保护意识、全民提高传

销防范意识，共同维护幸福中国、平安中

国。 （姬政鹏）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7月24日全国公映

“创新技术赋能中国科幻电影发展”
主题沙龙举行

新航天与新时代太空科幻电影主题沙龙举办

影片主创与观众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