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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办第45期影视大讲堂

聚焦国产影视剧的叙事美学和创新表达

本报讯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
近日发布“MOSS”预告，首次以人工

智能MOSS的视角向观众展示出，即

将被太阳吞没的地球，面对太空电

梯危机，月球坠落危机，木星引力危

机，太阳氦闪危机的接踵而至，人类

竭尽一切所能拯救地球，守护家

园。在灾难来临时，每个人都将做

出不同的选择。前作电影《流浪地

球》中，航天员刘培强（吴京 饰）与

MOSS在空间站“携手”面对“木星引

力危机”，共同执行拯救地球的使

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时隔

四年，人工智能MOSS再次与刘培强

面对面，一句“MOSS，人类能活下来

吗？”让人浮想联翩。除此之外，工

程师图恒宇（刘德华 饰）不惜一切，

延续离世女儿生命的父亲形象，也

让人颇感唏嘘。电影《流浪地球 2》
近日还发布“人类的选择”海报，全

体主创整装待发，用勇气对抗现实，

用坚毅奔赴希望。

《流浪地球 2》的故事围绕《流浪

地球》前作展开，讲述了危机刚刚降

临，地球开始“流浪”之前，世界陷入

一片恐慌之中，万座行星发动机正

在建造，人类面临末日灾难的严峻

挑战。影片由郭帆导演，刘慈欣监

制，吴京、李雪健、沙溢、宁理、王智、

朱颜曼滋领衔主演，刘德华特别演

出，即将于 2023年大年初一全国上

映。

从2019到2023人工智能

MOSS再度归来

“MOSS，人类能活下来吗？”伴随

刘培强带有试探性的“灵魂发问”，

电影《流浪地球 2》近日发布“MOSS”
预告，曾经在2019年的电影《流浪地

球》和航天员刘培强（吴京 饰）并肩

作战，存在感极强的人工智能MOSS
再度上线。在前作中，刘培强（吴京

饰）与MOSS是空间站中的“战友”，

作为人工智能，MOSS坚定执行延续

人类文明的使命，为此不惜牺牲地

球。而航天员刘培强为了让家人活

下来冒险一搏，最终他烧毁MOSS并
将空间站撞向木星，使得地球继续

踏上流浪的航程。《流浪地球2》作为

前传，MOSS却仿若“先知”般把地球

与人类在未来遭受的重大危机漠然

揭开：“2044年太空电梯危机，2058
年月球坠落危机，2075年木星引力

危机，2078年太阳氦闪危机。”人类

不得不面对危险并开启漫长的冒

险，让人不得不感叹“地球太不容易

了”。

在《流浪地球 2》发布的过往预

告中，人工智能MOSS贯穿始终并埋

下多个悬念，它是由人类创造开发

的人工智能，坚定地执行“元指

令”——延续人类文明。此次它与

刘培强再次面对面，揭示了身处末

日危机时，人类做出的不同选择。

工程师图恒宇（刘德华 饰）不顾一切

地将女儿的意识上传数字世界，试

图让她活下去，并给她完整的一生；

航天员刘培强为身后的家人，决定

忍受天地分离，踏上太空之旅，呼应

了《流浪地球》中他在空间站长达数

年的执行任务。MOSS到底从何而

来，它为何知晓人类与地球的未来

命运，它与人类为何有巨大的矛盾，

而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切悬

念，逐步揭晓。

《流浪地球2》逐步构建

自己的科幻世界观

《流浪地球 2》还发布了“人类的

选择”海报，太阳余晖之下，地球与

月球形成一个圆，圆内建造中的行

星发动机冲破云层。全体主创整装

待发，神情坚毅满怀信念，当人类文

明延续面临挑战，我们选择相信希

望，直面危机。

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展现

了地球面对木星引力危机，人类冒

险一搏在全球展开饱和式救援，引

爆木星，地球得以开启“流浪之旅”

驶向新家园。作为《流浪地球》的前

传，电影《流浪地球2》展现的则是人

类在面对太阳危机初期时，在怀疑、

冲突与分歧之中，人类的命运一次

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

逐步展现，信息量十足。在这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中，电影《流浪地球2》
为观众展现了独特且宏大的世界

观，更多充满想象力的丰富情节也

在一步步露出真容。无论看得见的

视觉特效，还是感受得到的故事氛

围与质感，相较前作都在稳步升级

中。与此同时，全体演员也在用心、

拼尽全力诠释好自身角色，希望在

2023年大年初一，给观众带来全新

的观影感受。

《流浪地球 2》由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郭帆（北京）影业有限公

司、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中影创意（北京）电影有限公司

出品；北京阿里巴巴影业文化有限

公司、融创未来文化娱乐（北京）有

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墨

境天合无锡数字图像科技有限公

司、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上

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华策电

影有限公司、宁波合乐影纪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厦门）有限

公司、华谊兄弟电影有限公司、上海

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光合无

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保利影业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自由酷鲸影业有

限公司、深圳市一怡以艺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霍尔果斯联瑞木马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华文映像（北京）影

业有限公司、上海瀚纳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宁波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英皇电影发行(北京)
有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之

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新浪影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横店影业有

限公司、阿那亚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酷鲸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中影数字院线（北京）有限公司、

辽宁中影北方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市中影南方电影新干线有

限公司、陕西广电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

限公司、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峨

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笨小孩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郭帆（北京）影业

有限公司发行；霍尔果斯联瑞木马影

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北京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发行；郭帆（北京）影业有

限公司、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电影制片分公司制作。影片将于

2023年大年初一上映。 （杜思梦）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
发布“MOSS”预告

本报讯近日，喜剧电影《绝望主

夫》在北京举办首映礼。电影由张琦

执导，常远领衔主演，李嘉琦、王成思、

郭祥鹏、周大勇、陶亮、高海宝、李海

银、苏伊可主演，李诚儒、李萍、赵柯、

蒋诗萌、宋木子特别出演，魏翔、王宁、

王智、黄才伦友情出演。影片于 2022
年12月30日开启点映，12月31日登陆

全国院线，陪观众一起大笑迎接2023。
《绝望主夫》讲述了事业有成的丈

夫胡铁男(常远饰)因一次“电梯意外”，

穿越到了一个性别互换的平行世界。

在进入异世界前，胡铁男虽然事业有

成，但却经常忽视妻子许薇薇(李嘉琦

饰)的感受和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到了

异世界之后“天翻地覆”，丈夫和妻子

角色互换，妻子变成了英姿飒爽的职

场精英，丈夫则被迫承担起照顾家庭

的重任，从而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

的故事。影片通过“异世界身份转换”

的特殊设定，将包容和理解任以独特

的视角向观众展现。同时，该片作为

一部爆笑喜剧电影，不仅在搞笑细节

上处理的可圈可点，也能让观众在欢

声笑语中感受到影片所表达的对“爱”

这一主题的思考。

首映现场，导演张琦，主演常远、

李嘉琦等一亮相收获掌声，几位演员

及主创团队也分享了各自感受与拍摄

中的趣事，引发全场爆笑连连。常远

分享本次出演这部电影的感受：影片

用夸张的形式强调了“换位”思考的重

要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每个

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点或者不足，

所以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要学会换位

思考，多体谅对方。谈及所饰演的角

色，李嘉琦也感叹影片带给自己的收

获，电影中“想干啥就干啥”的台词给

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人都有权

利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她还在现

场给观众送上了祝福：“希望大家都能

自由的生活”。导演张琦表示：“希望

大家能够在欢声笑语之间感觉非常开

心、非常爽，让那些潜在的或者可能的

大男子主义者们能够有所反思，意识

到平等互爱才是最好的。在开心欢乐

中跨年，将2022翻篇！”

（姬政鹏）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举

办题为“中国电视剧叙事美学和创新

表达”的第45期影视大讲堂，本期大讲

堂邀请编剧赵冬苓，导演毛珺琳，中国

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

研究员秦喜清，副研究员黄海贝和编

审邵岭作为主讲嘉宾，从不同视角对

影视剧创作进行探讨。还邀请了中国

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赵卫

防和研究员许婧进行学术总结和年度

总结。大讲堂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乙涵主持。

赵冬苓从方法、角度、态度三个方

面分享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心得。她表

示：“方法很重要，我们到生活当中去

看到了很多的社会现实，我们如何剪

裁、梳理，进而表达出来。我喜欢写现

实题材，喜欢涉及一些社会性的话题，

在方法论上，我会主动地，最大限度地

发挥一个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

值；角度很重要，到现在每写一部作品

我都要采访，哪怕像写《红高粱》这样

的作品我也会到高密去一趟，站在那

块土地上我的感觉就会不一样。当你

深入了生活，得到了大量素材以后，如

何破题，从哪个角度处理你所掌握的

生活，就是一个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

态度很重要，我们在创作实践当中遇

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每天

看到很多社会问题很想表达出来。我

个人的经验是找到和主流价值观的最

大公约数，找到主流价值观当中个人

非常认同的那部分，在公约数里做文

章。坚持我所写的一定是我想要表达

的，不撒谎、不矮化、不溢美，如果我写

不了就闭上嘴，但我不撒谎。”

在贾磊磊看来，中国影视剧创作

中的重大主题，是关于国家的生死存

亡、民族的兴衰荣辱、党和军队的成

败胜负的历史主题，也是人民大众在

历史巨流中悲欢离合的社会主题。

“电影、电视剧的历史讲述方式，除了

要在社会政治上完成对于历史人物

的社会评价之外，必然要将他们的人

格精神与情感生活向广大观众讲述

清楚，进而完成对于历史人物的伦理

评价与情感评价，这是所有叙事艺术

作品的永恒命题。以亲情伦理为叙

述视点的介入，恰恰完成的就是这样

一种架构在历史人物真实性之上的

情感写作。”

在大讲堂上，秦喜清认为，相比于

现实题材和重大题材电视剧，科幻题

材电视剧属于后起的小众的样式。她

表示，科幻题材是我国影视剧创作的

弱项，一方面是缺少相应的科幻文学

的支撑，像《三体》这样有宏大世界架

构的科幻文学作品不多见，另一方面，

《三体》本身的影视转化也一直是一个

难点。真人版的《三体》播出时间未

定，与奈飞版的《三体》，将在 2023年

“打擂”，非常让人期待。

毛珺琳分享了《山海情》和《县委

大院》的创作心得，她表示这两部电视

剧，都秉承了“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

方法——真实是基础，温暖是底色。

主创团队始终认为，拍出来的故事，先

要能让自己相信，才能让观众相信。

而温暖，是不回避现实的痛点和难点，

但在困难和困境中依然不放弃希望，

有着向上的力量。从实际呈现出的效

果来看，同是现实主义的基调，《山海

情》更偏向于浪漫主义，而《县委大院》

则是理想主义。

“可能一些观众对于此类题材愿

意接受的是更为常见的批判现实主

义的表现方式，没有符合他们的预

期。但作为编剧和导演，依然不会放

弃面向光明留有希望的情感表达，同

时也会在主流创作要求和观众审美

趋向中努力寻求更恰当更有效的创

作方法。”她说。

黄海贝将新主流影视剧归类为

“年轻化”路径越走越宽、审美风格日

趋成熟、新业态激发潜能等三个特

点。她表示，随着《觉醒年代》、《人世

间》、《山海情》、《警察荣誉》等剧集收

视、口碑的双丰收，再次验证了主旋律

剧作的艺术生命力和市场价值，也使

得这些主旋律电视剧有了一个新的称

谓——新主流剧。所谓新主流剧，核

心在于这一类电视剧一方面自觉、鲜

明、积极地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另一方面也尊重传播规律，尊重商业

规律，尊重观众体验，并最终最大限度

地占有大众市场。

邵岭表示，当世界已经被大数据

和算法分门别类地打着标签推送到网

生代面前，影视剧创作相应地改变自

己的叙事方式来更加符合这一代人的

生命体验。

许婧在学术总结中表示，好故事

具有“人生仪式”般的涤荡情感的力量

和庄重格调，决定了将向观众输出何

种精神品质的生活隐喻，就像中国人

所崇尚的“诗言志”品格，确立故事创

作的“道德前提”，保持“我的创作不撒

谎”的真诚立场是“重中之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文化建设摆在

突出位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

就社会主义文化辉煌。作为直接面对

基层群众的公益电影放映服务单位，

世纪东方院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举全公司之力，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贡献一份微薄力量。

2022年以来，世纪东方院线积极

响应山东省委宣传部关爱社会弱势

群体、丰富特殊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落实文化惠民工程的指示精神，在青

岛、威海和日照三地市文旅局指导

下，顺利完成 2021-2022年度“送电影

进福利机构、社区广场”公益电影放

映活动。

对口对路，为民服务践初心

福利电影放映活动的主要观影

人群以老年人、残疾人、城市低收入

人群、农民工及留守人群等特殊群体

为主，这些观影人群又存在年龄跨度

大、文化层次不同、喜好不同的特点，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观影群众的需求，

充分发挥公益电影的宣传阵地作用，

世纪东方院线采用百姓点单、院线派

单、放映队接单、群众评单的工作要

求，科学制定月度放映计划，注重影

片供给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让百姓喜

欢看、盼着看。比如，根据福利院老

人的喜好，精选一批经典老影片、家

庭喜剧片和戏曲片，像《地雷战》、《家

长理不短》、《举起手来》等，这种类型

的片子老人能看懂、也喜欢看。同时

搭配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科教片，

很受福利院老人的欢迎，也能达到寓

教于乐的效果。

牢记使命，高标高质严监管

为保障福利电影放映活动的顺利

开展，实现放映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

和标准化管理，院线严格落实省公益

电影放映实施细则的要求，采用优化

升级的放映设备和智能化蓝牙模块，

通过规范放映员、放映设备、放映操作

流程，保障放映效果的提升。同时，采

用放映监管平台和数据回传系统双平

台监控模式，结合现场放映照片、放映

活动现场检查和暗访检查，实现“数字

监控+人工监管”双模式管理。

明确安全责任制，严格按照安全

管理规定开展放映活动，与放映员签

订放映安全责任保证书、制定放映活

动的应急预案和针对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措施，全方位保障福利放映活动的

顺利开展。

结合时事，主题活动添光彩

逢重要时间节点或节日，开展主

题放映活动。为庆祝“中国人民警察

节”，致敬心目中的守护平安者，开展

“百场电影进警营”公益电影放映活

动。除每月在公安机关放映影片外，

还适时组织电影放映小分队深入基层

一线对民警进行慰问，丰富基层民警

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此次展映活

动，弘扬主旋律、传承红色基因，激励

全省公安民警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昂

扬的斗志投入到各项公安工作中。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世纪东

方院线在青岛、日照和威海举办“喜迎

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优秀影片公益展

映活动。本次活动紧紧围绕“迎接党

的二十大”、“时代楷模”、“文化进万

家”三大主题，突出优秀影片的惠民

性，旨在充分展示党和国家新时代取

得的伟大成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

播先进文化知识，唱响主旋律，凝聚正

能量，弘扬“时代楷模”人物践行宗旨，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爱党、爱国、热爱社

会主义的热情。

关爱延续，光影相伴送爱心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美德，福利放映活动开展

期间，充分考虑到福利机构老人的实

际需要，适逢春节期间、雷锋日、中

秋节、重阳节等节假日开展一系列

“电影相伴送关爱、尊老爱老暖人

心”的志愿活动。在开展放映活动

的同时，为老人清扫房间、读报，送

去日用品、牛奶水果等适合老人的

慰问品。从日常点滴入手，以一桩

桩小事诠释奉献精神，将关爱细水

长流的送入老人的心里，也丰富了福

利电影放映的内涵。

同沐阳光，用光影带动行动，把

爱传递给残障机构的儿童和青少年

们，让他们跟普通人一样享受电影的

乐趣，力所能及给予他们需要的帮助

和关爱，带给他们不同的生活色彩，

走出沉寂的内心世界，拥抱美好的生

活。放映员说，每次看到孩子脸上洋

溢的笑容，都觉得很满足。

光影相伴暖人心、福利放映送关

爱，电影公共文化服务是维护发展人

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满足各界群众的文化需求，增强人民

群众的精神力量，营造良好的社会关

爱氛围，展现蓬勃向上的社会风貌，

是我们公益电影放映工作者的使

命。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扎扎实实落实山东文化惠民工程，使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文明山东，文化山东，幸福山东，

福利电影让爱温暖齐鲁大地！

喜剧电影《绝望主夫》在京首映

■文/ 本报记者 姬政鹏

世纪东方院线：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
光影相伴暖人心福利放映送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