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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由著名艺术家、动画导

演孙立军担任总监制、总导演，谊融文

化联合凡间文化共同出品的中国儿童

科幻动画电影《飞向月球》在京举行开

机新闻发布会。

《飞向月球》讲述了在2050年独居

的老人与他的机器人孙子进行的一次

月球之旅的故事。从最初的不理解、

排斥到后来的互相扶持、体谅，我们不

由得在想，30年后步入实现现代化生

活的我们生活状态是怎样的？为什么

老人会有一位机器人孙子？

当机器人孙子与老人去月球旅游

时，会发生什么妙趣横生的事情？

2019 年是中国电影的科幻元年，

春节档的《流浪地球》大获成功，极大

地提高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对于国产科

幻电影的创作激情和无限潜能。伴随

着科幻电影元年的开启，科技时代的

到来，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也正在被科技改变，人们也相信未

来的生活定会与科技紧密相连，于是

人们对科幻题材电影有着更好的需

求。与此同时，在数字化媒体技术日

益强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儿童电影

成功地捕捉到了儿童的眼球。儿童电

影以电影这种传播手段和形式来展现

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主题和精髓。

此外科幻电影的魅力在于，它可以突

破个体对于时空认知的局限，跳出目

光桎梏以更为自由、更为宏观的角度

去认知时间、空间，在对思维的质疑中

打破、重建，在没有边界的区域找寻灵

感与想法，乃至通过改变意识去改变

世界。

“文明其精神，健强其体魄”是习

近平总书记对孩子们的深情寄语。总

书记指出：“孩子们成长的更好，是我

们共同的心愿。”而动画电影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对孩子们的成长启蒙教育

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动画电影内含

有极多的美术元素与丰富的故事情

景，在儿童的美育教育以及传播传统

文化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儿童电

影作为孩子受教育的一部分，经常通

过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以获得孩子心

理上的认同，并促使移情作用产生，从

而起到教育与内化作用。电影能影响

教育，这早为世界人所承认。在儿童

电影中，从儿童的视角拍摄出发是最

为常见的，在《飞向月球》中主人公“小

董”与受众群体的孩子年龄相仿，他的

动作、语言、思维水平都与观看影片的

孩子有着相通的契合点，从而极易贴

近孩子的真实生活，这样的一致性更

能得到孩子们的认同，进一步片中的

角色人物的思想会与观影孩子的情感

产生共鸣，这会是种真挚而纯朴的情

感体验，孩子们可以从“小董”的经历

中感悟爱与陪伴，被真情所打动。通

常来说，“小董”的美好品质会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孩子，孩子们会从心底认

同且喜欢这个形象，“小董”的美好品

质也会深入观众心中，从而影响他们

的行为模式。此种方式的教育，在根

本上避免了文学作品中生搬硬套式的

教育模式，对孩子情感教育不应该靠

大人强行灌输，当孩子自己和电影里

的“老董”“小董”一起哭、一起笑而得

来的情感体验是最真实的，让孩子自

己在电影作品中主动去感知、去体悟、

去成长、去表达。动画导演孙立军一

直坚持进行动画电影、儿童电影创作，

同时一直心系公益、心系儿童教育，在

担任该片总监制、总导演时，他表示希

望这部电影是一个有温度的、有爱心

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助于儿童健康

成长的作品。

儿童电影它们常常以情动人，以

事化人。如今在视觉化时代，电影正

在以独特的艺术效果带给我们从未体

验过的真实感。电影中运用了许多新

的先进技术来展现作品的特性，如现

在如火如荼的3D、4D电影，IMAX特效

等，与传统电影相比，通过技术的不断

更新，影院的放映设备不断升级，它们

有更大的银幕、更清晰的图像、更真切

的临场效果、功能更强的放映设备以

及更为震撼动人的视听效果，这些特

效都会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与电影

共发生，共经历，对孩子视野的开阔和

创造力的培养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作

用。这一点在科幻电影中体现得尤为

明显。《飞向月球》的主题是关于爱与

梦想，从儿童语境、老少咸宜的“合家

欢”角度出发，是电影创作追求的典型

观影场景——一家老少一起观看，在

追忆童年、体会童年和憧憬未来中实

现隔代人情感的现实交融。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

是对儿童，也是对成年人的一次科普

教育和情感教育。

在科技研究方面，想象力、好奇心

往往是叩开新世界的大门、开辟全新

领域的关键。那么伴随着科技与思想

的进步，这些年来，媒体工作者是如何

通过镜头打造他们脑海中的科幻世界

的呢？《飞向月球》采用“真人实拍+动
画特效”相结合的表达方式，本片仅有

一位真人演员参与表演，那就是儿童

节目主持人董浩叔叔。董浩叔叔是在

电视荧屏上伴随了 80、90年代的青少

年成长的标志性人物，他在本片中饰

演一位“老顽童”，这也是他在 2016年

宣布退休后的首次以男主角身份的参

演电影，他将带来怎样的意外表现？

讲述怎样的一个治愈系故事？

在影片的特效方面，中国有着深

厚的技术底蕴。近年来，在大数据、虚

拟现实等现代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上，中国逐步跻身世界前列。《飞向月

球》采用虚拟制作技术，通过摄影机实

拍真人演员和虚拟角色的交互表演，

通过引擎渲染实现高度真实感的场

景，它突破了真人与动画之间单纯的

互动，而让“真人”和“动画”产生了真

正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合，让真人成为

了动画中的一个符号，而不仅仅是一

个角色；也让动画成为了表现人的某

种状态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奇

观。同时运用实时渲染技术，即单帧

渲染时间小于 33 毫秒，相比于传统的

动画电影要快几百万倍。在制作过程

中所见即所得，一旦发现问题可以立

即修复、实时调整。事实上，科学技术

早已经打破了所谓真人与动画、三维

与二维之间的次元壁，呈现出更加缤

纷多彩电影世界。只要想象力能到达

的地方，技术都可以让它呈现在人们

眼前。和传统视效电影不同，在这一

制作流程中，镜头设计、拍摄、成片制

作、虚拟资产的使用将贯穿一致，是一

种更接近于动画电影制作的迭代过

程。新技术的应用可以拥有更工业化

的拍摄流程与拍摄方法，但同时也面

临着艰巨的挑战。《飞向月球》中的所

有特效均是在国内制作完成，其视觉

冲击力完全可以和美国大片相媲美。

中国科幻电影要想在“强大健壮”的好

莱坞同类影片的围追堵截下突围而

出，中国特有的精神内核是关键的“杀

手锏”。毕竟，科幻电影不仅仅是流水

线上的大制作产品，背后更应体现对

人性及人类境况的关怀。而《飞向月

球》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将温暖陪伴、

大爱担当表现得淋漓尽致，更是通过

儿童电影的形式与世界分享，真正地

起到教育引导作用。

动画片也可称为美术片，是当代文

化娱乐的重要产品之一，也是艺术的一

种表现形式。而动画片作为文化艺术的

一个组成部分,也暗含了一定的教育价

值,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引导意义。人们

可以通过观赏动画影片以达到娱乐和放

松身心的目的,与此同时又在无形中得

到教育和启发。一部优秀的动画片应该

是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三者的完美结

合,或潜在或显在地包含一定的教育意

义,体现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传统

的中国动画片创作一直秉承“寓教于乐”

的宗旨，并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然而，当今社会仍有不少人把

当前国产动画的困境归咎到动画片的

“教育意义”其实这是不够确切的。在某

种层面上看,动画片具有的思想性也是

“教育意义”的一种体现形式。如果我们

放大来看,社会中一切文化活动对参与

者来说,它们都是具有一定教育价值存

在的,即对参与者的身心发展都会发生

一定的影响。

客观来说，《飞向月球》这部片子

确实做到了“用心”，无论在场景搭建，

道具准备，还是“科技感”的构造上，整

个剧组都下足了心思，想从各方面把

这个故事讲好。但科幻片与其他类型

的影视片不同，不是讲好故事就能成

功。对于儿童科幻电影，不仅仅是拓

展孩子们的视野，还能够丰富孩子们

的想象力，培养孩子们思考问题的能

力。此外，该片通过冰冷的机器表达

出最单纯的爱，不单是引导孩子对未

来的思考，更能让他们理解爱与陪伴

才是最珍贵的。

在这里，要特别鸣谢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对《飞向月球》的支持与帮

助。希望《飞向月球》带来的不仅仅是

科技教育意义，更能给孩子们带来不负

祖国人民的眷恋，用情怀彰显大爱的思

想道德教育。情怀是浩然之气，“其为

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

天地之间”，要厚植家国情怀，胸怀大

局，心有大我，以“繁霜尽是心头血，洒

向千峰秋叶丹”的赤胆忠心，融爱党、爱

国、爱民、爱家、爱校于一体，将自身前

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要厚植哲人情

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最后希望我们不负伟大时

代的期盼，用担当成就事业，肩负起人

生与事业的责任，接好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伟大实践的历史接力棒，跑

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项

崇高事业的时代接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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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

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

胸……”5 月 29 日下午，来自上海市

100余位少先队员代表相聚在上海教

育报刊总社，嘹亮的歌声唱响在演播

大厅。“观经典·唱队歌”红领巾迎“六

一”主题活动，将少先队员们带进了红

色经典的电影世界中。

对于少先队队歌，很多小朋友耳

熟能详，非常熟悉。但关于队歌的来

历和背后的故事，却鲜有人答得上

来。在这场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上海教育报

刊总社、《少年日报》联合举办的红领

巾迎“六一”主题活动上，少先队员们

找到了答案。原来《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这首歌，来自于 60 年前上海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英雄小八

路》。

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来进行艺术

创作的。影片讲述了五个少先队员在

前线战场上，冒着敌人的炮火，手拉手

肩并肩，通过人体导电的方式，把被敌

人炮火炸断的电话线接上，保障了阵

地与解放军指挥部电话的畅通。1961
年，随着影片在全国的放映，影片主题

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群众中

广为传唱，1978 年 10 月被正式定为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在观看了电影片段后，在座的少

先队员都很兴奋，纷纷表示，在“六一”

儿童节的时候，要把这段鲜有人知的

红色历史告诉身边的小伙伴们，告诉

爸爸妈妈。

电影，尤其是动画电影，是少年儿

童们最为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

培养和塑造青少年“三观”的重要精神

载体。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之际，以观看经典红色电影的形式，

让青少年学习党的历史、新中国历史，

从影片故事中学习优秀共产党员的精

神，无疑构成了一堂寓教于乐、生动有

趣的党史教育课。

活动现场，来自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的张振晖导演为少先队员们带来

了两部精彩的动画短片。即将在电视

台播映的五集动画片《红影一脉》是今

年美影厂献礼建党 100 周年的作品。

现场播放的第一集讲述了共产党员张

人亚在白色恐怖威胁下，运用智慧将

《共产党宣言》等党的重要文献护送到

安全地方的故事。“张亚人和父亲两代

人的守护，才使我们现在有机会与这

些重要文献再见，他们真是太伟大

了！”在观看完电影《红影一脉》片段

后，小队员赵安淇激动地表示。

“我们为何读书？”“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艺术短片《大鸾——周恩来

童年读书的故事》中周恩来铿锵有力

的回答，让在场的少先队员们心潮澎

湃，印象深刻。“《大鸾》讲述的是周恩

来童年时代读书的故事”。为了还原

周恩来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影片导演

速达带领创作团队，多次实地采风，艺

术性地还原当时的情境和场景。

“你们知道这是哪部动画片的人

物吗？”张振晖导演开场的话语一下子

吸引了孩子们。“天书奇谭蛋生、舒克

和贝塔、孙悟空，黑猫警长、葫芦娃、邋

遢大王、大耳朵图图……”虽然只是剪

影轮廓的图案，但一点没难着孩子

们。着实，动画人物给孩子们的印象

是深刻的。活动现场，张振晖还介绍

了美影厂的发展历史、艺术家代表和

经典影片，并通过暑期即将上映的《葫

芦兄弟上安全课》动画片段，形象生动

地宣传安全知识。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百

岁生日了，这次“观经典唱队歌”“六

一”主题活动非常有意义。上海电影

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赵芸老师

表示：“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我们希

望用周总理童年读书等红色动画片激

励当代的少年儿童，好好读书，将来为

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在进行了一次爱党爱国的洗礼

后，小队员们纷纷表示，希望通过观看

更多的红色经典影片，来学习党的历

史、新中国的历史，从影片故事中学习

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努力地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上海电影家协会供稿）

唱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上海青少年从红色电影中学习党史

本报讯 由周青元执导，王砚辉、

张宥浩、龚蓓苾领衔主演的电影《了

不起的老爸》近日发布由王砚辉、张

宥浩“父子档”暖心献唱的推广曲《我

的世界因你而改变》。MV中，父子俩

相互陪伴勇敢追梦，彼此搀扶跑过人

生风雨；歌声里，满是父子齐心、彼此

感激的快乐和幸福。

轻快温暖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

词、真情实感的演绎……这首由片中

父子档王砚辉、张宥浩献唱的《我的

世界因你而改变》令人耳目一新。然

而，录音棚里大弹“空气吉他”欢乐互

动的王砚辉和张宥浩，在戏中却扮演

了一对矛盾重重的父子——一位是

脾气倔强却会因为担心儿子而默默

落泪的父亲肖大明；一位是热爱奔

跑，却因先天性疾病而不能奔赴梦想

的儿子肖尔东。他们各自的遭遇在

两位演员精彩的演绎下格外戳心，正

如 MV 中出现的台词一样——“你为

什么一次机会都不给我”，是肖尔东

对不公命运的质问；“不就是需要个

陪跑的吗”，是父亲肖大明誓要对抗

命运的宣言。

该片将于 6 月 18 日全国公映，并

将于 6 月 12 日至 14 日开启超前点

映。 （影子）

本报讯 将于 6 月 12 日上映的电

影《超越》近日发布主题曲 MV，痛仰

乐队再现经典曲目《生命中最美丽

的一天》。在真挚动人的情感氛围

中，年轻时郝超越朝气蓬勃的画面

和中年郝超越的落魄画面错落交

织，搭配着歌曲娓娓道来的旋律，让

人在感受生活的无奈时又想要紧紧

抓住生活的希望。

MV 中，年轻时在赛场熠熠生光

的郝超越（郑恺 饰）和中年落魄的郝

超越判若两人，生活的重担将他心

中对跑步事业的热爱压在角落。一

句“我跟你早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

人生道路”，尽显人生无常的心酸与

无奈。可是，生活的奇妙就在于无

论命运如何不公，总会有人永不妥

协。成为了拉货司机的谢小芳（张

蓝心 饰）放下了曾经成为跆拳道女

神的梦想，但依旧会在酒局上反驳

郝超越的丧气话：“从哪儿跌倒再从

哪儿爬起来。”师弟吴添翼（李昀锐

饰）在面对“你能保证一直赢吗”这

样的质问时，依旧坦然回复：“但我

不怕输。”正是这样的人，拉扯着郝

超越，让他在生活的泥沼里奋力向

上，不至沉沦。

（影子）

《了不起的老爸》发推广曲MV

《超越》发主题曲MV《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