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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科幻模糊了国家民族
边界袁是最能引起不同国家尧
不同文化背景读者共鸣的文
学类型遥 现在已经有相当多
的中国科幻作品翻译成英
语尧日语等语种在海外传播袁
世界对中国科幻的了解比以
前多了许多遥冶著名科幻作家
刘慈欣日前在接受专访时
说遥

23 日 在 重 庆 落 幕 的
2021 儿童科幻大会和第十
二届华语科幻星云嘉年华袁
因刘慈欣的出席而受到科幻
迷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遥

2015 年袁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叶三体曳斩获世界性科幻
大奖野雨果奖冶袁随后被译为
英尧法尧德尧西等十多种语言
在全球热销袁 带动中国科幻
野破冰冶出海遥 6 年间袁更多优
秀的国产科幻作品相继问
世袁出版尧影视尧游戏等相关
产业迎来发展的春天遥

而刘慈欣的态度一如既
往积极而审慎院野不论是科幻
文学还是影视袁 当下最重要
的仍是加强科幻原创内容的
创作遥 中国科幻应抓紧加强
整体创作水平袁 向世界展示
更多优秀作品遥 冶

野科幻与技术发展尧时代
发展关系密切遥 你必须在科幻小说中表现那
些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袁而不是只表现本
民族本国家关心的问题遥 冶刘慈欣说袁与之前
的创作相比袁近年来的科幻作品更多地关注
起虚拟现实尧人工智能等改变人们生活的技
术袁探讨技术和人尧和社会的关系遥

针对国产科幻影视的发展袁 刘慈欣表
示袁 除了要创作更多有影响力的科幻文学
IP袁还需在创意上进一步加强遥 刘慈欣说袁科
幻影视是一个创意密集型项目袁创意一部分
来自电影本身的特效制作袁另外一部分则来
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遥

野随着时代的发展袁少儿时代读过的科
学幻想会变得越来越真切遥 与童话和其他
幻想文学相比袁科幻对小读者的未来会产
生更加深远的影响遥 冶他希望袁能吸引更多
作者投身优秀少儿科幻创作袁让更多孩子
爱上科幻袁为中国科幻未来整体发展打下
基础遥

温竞华

作为第 29 届北京电
视节目交易会 渊2021窑秋
季冤的重要活动之一袁10 月
20 日袁 第四届初心榜荣誉
盛典在北京举行袁野年度五
大青年导演冶野五大青年编
剧冶野五大青年创作型制片
人冶等荣誉一一揭晓遥

电视剧叶觉醒年代曳获
野年度突出贡献剧集 冶荣
誉袁其导演张永新荣获野年
度行业杰出青年人物冶荣
誉曰叶理想照耀中国曳 青年
主创团队荣获 野2021 年度
青年创作团队冶荣誉曰在网
络电影叶浴血无名川曳中身
兼制作人尧编剧尧主演的李
东学荣获 野2021 年网络电
影贡献冶荣誉遥

初 心榜的 经典荣 誉
野五大冶系列由野年度五大
青年导演冶野年度五大青年
编剧冶野年度五大创作型制
片人冶组成袁一直是青年影
视人极为看重的殊荣遥 今
年影视行业佳作如云袁大
量优秀青年创作者涌现袁
竞争尤为激烈遥 其中袁执导
单元式主旋律剧集 叶理想
照耀中国曳之叶冰糖曳叶一家
人曳叶下一个一百年曳 的导
演阚犇犇尧叶司藤曳 导演李
木戈尧叶棋魂曳 导演刘畅尧
叶叛逆者曳导演周游和叶终
极笔记曳 导演邹曦共同摘
得第四届初心榜 野2021 年
度五大青年导演冶荣誉遥

野五大青年编剧冶 则颁给了 叶暴风
眼曳叶理想照耀中国曳 之 叶秀才遇到兵曳
叶我是小方曳叶173 米曳 的编剧姜大乔尧
叶风起霓裳曳的编剧梅英菊尧叶生活家曳的
编剧滕洋尧叶约定之青年有为曳叶终极笔
记曳的编剧田良良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备受期待的年度杰
出导演尧编剧尧制片人今年空缺遥中国电
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王鹏举代表
评委会表示袁初心榜评委会本着精中选
精尧优中评优的原则袁宁缺毋滥遥 野希望
全国的青年编剧尧青年导演尧青年制片
人们奋发图强尧继续努力袁争取明年获
得这份杰出的编剧尧导演和制片人的荣
誉遥 冶他说遥 李夏至

日前袁悬疑喜剧电影叶扬名立万曳宣布提档至 11 月 11 日遥
此外袁该片也首次曝光由韩寒担任监制遥 这既是韩寒首次担任
电影监制的作品袁也是导演刘循子墨的大银幕处女作遥

野这电影要是成了袁咱们扬名立万浴 冶预告片中袁一群不得志
的电影人正聚集一场离奇的剧本会议袁欲将野一桩惊天大案冶拍
成电影遥 而为了激发创作灵感袁他们竟然与已经落网的凶手本
尊共处一室袁以求在凶案现场由凶手亲自现场还原案件遥 在追
溯真相的过程中袁所有人却发现这个案子野水太深了冶院没有出
路的密室尧去而复返的凶手袁让事态发展越发离奇袁更多局外人
也被牵扯进来遥 做局人发话野不弄出点名堂来袁谁也不许走浴 冶让
局中人个个危在旦夕袁成名也在此一举遥 林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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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首批八位野共和国勋章冶获得者
的电视剧叶功勋曳故事接近尾声遥 剧中袁
几位科学工作者在职业的野高光时刻冶之
外袁他们的家庭故事尧情感故事同样触动
人心遥 剧作通过极具共情的叙事手法勾
连起野大家冶与野小家冶袁让观众能站在普
通人的情感逻辑中凝视了不起的功勋之
路遥

叶功勋曳用八个单元记录了首批八位
野共和国勋章冶获得者李延年尧于敏尧申纪
兰尧孙家栋尧张富清尧袁隆平尧黄旭华尧屠
呦呦的事迹遥 早在立项之初袁叶功勋曳总
导演郑晓龙就表示袁八个单元的剧组有
着一致约定院要尊重时代真实的逻辑袁也
要忠于功勋人物生而为人的情感遥 只有
如此袁才能拍出老百姓爱看的作品遥

所以袁观众看到的叶功勋曳人物袁有
野柴米油盐冶袁也有儿女情长遥 比如于敏袁
这是一个观众陌生的功勋人物袁又从事
着枯燥的氢弹理论研究袁如此野隐姓埋
名冶献身国防的故事怎么讲钥 叶无名英雄
于敏曳是从于敏与妻子孙玉芹的家庭生

活讲起袁于敏一离家便数月尧对工作三缄
其口袁倪妮饰演的孙玉芹包揽家中大大
小小的事务袁十月怀胎一朝临盆那晚袁孙
玉芹把熟睡的大女儿托付给邻居袁独自
一人提着脸盆尧待产包步行去医院遥 单
元最后一集袁氢弹爆炸成功袁大街上人群
欢呼雀跃袁依然要保守秘密的于敏只能
借口发工资让妻子买一只烤鸭庆祝袁而
妻子则把工资做了各种生活分配袁回到
家中收听广播袁于敏流下了泪水袁他无法
向妻子说明原因袁只是要了一杯酒噎噎
在这个故事里袁如果说氢弹理论研究是
国家层面的叙事袁那么在国家命运宏大
主题的背后袁普通人情感的微观视角袁便
构建起了有血有肉的故事张力遥

在叶屠呦呦的礼物曳中袁观众看到了
屠呦呦作为一位科学家视科研如命的一
面袁也看到了她作为妻子尧母亲袁在家庭
生活中的一面遥 张颂文饰演的屠呦呦丈
夫李廷钊袁为了让妻子专注事业袁一人包
揽所有的家事遥 剧中用细密的情节与细
腻的情感袁来表现平凡细碎的野生活的毛

边冶遥 在夫妻之间袁不仅有柴米油盐尧鸡
毛蒜皮袁更有对事业前途尧对人生命运
的思考遥剧作用观星象作为夫妻二人对
话的场景袁 当两人在深夜仰望星空袁畅
想未来时袁屠呦呦对李廷钊说院野你觉得
人会老吗钥 我觉得不会袁信奉科学和真
理的人永远不会老浴冶这样的描写袁既有
科研工作者特有的浪漫情怀袁又不显得
刻意遥

叶孙家栋的天路曳单元也没有忘记刻
画野军功章的另一半冶遥 妻子孕后期直到
生产袁孙家栋都在戈壁上与野东风二号冶
死磕遥 再进家门时袁孩子已落地袁妻子一
人扛着家里全部家务遥 曾经袁妻子也会
为承受分离苦闹点小情绪袁为丈夫不肯
吐露工作的详情而气恼袁但在偶然被告
知那是一项野伟大事业冶后袁她从此成为
丈夫事业的头号支持者尧捍卫者遥

一位位科学家的背后袁是家人们义
无反顾的奉献与付出遥 野其实这家袁你是
功勋遥 冶这句台词是剧中于敏对妻子的
心疼和抚慰袁也是主创们对科研人员家

属的崇高致敬遥 正是有了这些绵密扎实
的生活化描摹袁才拉近了功勋人物与普
通观众的距离袁英模不再是野不食人间烟
火冶的符号化形象袁而是有着七情六欲尧
真实情感的平凡人遥

今年袁主旋律佳作集中涌现袁在叶山
海情曳叶觉醒年代曳之后袁叶功勋曳成为又一
部网络评分在 9 分之上的高口碑作品袁
这几部主旋律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袁就
是能与观众实现野共情冶遥 在北京市文联
近期举办的野坊间对话冶上袁谈到历史与
时代的艺术再现袁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电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表示袁当下的
影视作品想要得到观众认可和好评袁就
必须与观众产生一种情感连接袁达成一
种情感的构建遥 编剧余飞也认为袁实现
野共情冶需要能力袁当越来越多的影视人
员投入到主旋律创作袁用最好的角度和
最扎实的生活功底来讲述主旋律作品
时袁就会涌现出越来越多质量上乘的影
视作品遥

邱伟

普通人情感中凝视《功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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