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胡智锋：

《流浪地球 2》显示出中国科幻电

影在规模体量、思想品质和艺术呈现

三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具有重要的社

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

《流浪地球 2》不仅能够带动电影

事业、电影产业、电影工业的整体提

升，也用科幻电影的方式，生动诠释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带动了全社会对

国产科幻电影、对中国科技、对中国综

合国力的关注和信心，政治意义、社会

意义和文化意义显著且突出。

建议从科技、社会、专业教育三个

层面对《流浪地球 2》的衍生价值进行

发酵。青年学生中酝酿着巨大的热

情、想象力和激情，希望借着《流浪地

球 2》这个标本，助推我们影视艺术教

育的水平更加现代化，也希望能通过

电影在青年人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中国科幻电影应该靠他们去铺下更加

深厚的社会土壤。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

过去工业化往往被理解为纯技术

或者高投入，《流浪地球 2》则展现了嫁

接在技术之上的分工化、专业化、流程

化。

表现一个题材、一个类型、一个故

事，首先创作者得做到比普通人更专

业。在《流浪地球 2》中，21人的科学顾

问团队可以跟电影创作者们一起工作

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是保证一个好作

品走向专业化的基础，而创作者在这个

基础上进行电影化，团队中既有协作，

也有分工，再加上高新技术的支持，才

能够真正做到工业化。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

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

主任、《中国电影报》社长、

《当代电影》杂志社主编、研

究员皇甫宜川：

“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世界观建

构为影片在品质、可看性和传播度等方

面的良好表现打下了基础，为一种新的

情感和视觉上的观影体验提供了丰富

的可能性。

“带着地球去流浪”与其说是一种

中国方案，不如说是一种中国情感，一

种中国人的家园情怀，一种中国人的社

会观、宇宙观和哲学观的体现，一种在

影片中假定的危机下，可能只有中国人

才会提出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种家园情怀其实也是人类

共通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保卫

家园的历史和故事。所以，在影片中，

当这个拯救方案一旦被中国人提出来，

家园情怀一旦被中国人激活，就会像黑

暗中的一粒火种，照亮人们的内心，从

而获得世界的认同，并激励着人们共同

去完成这个计划。

▶ 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

国家电影智库成员支菲娜：

截至 2 月 22 日，《流浪地球 2》已经

吸引近 7600 万人次的观众走进影院观

影。在我的数据调研结果中，《流浪地

球 2》的新观众占比为 52%。相当于

《流浪地球 2》在上映的三十多天里，给

中国电影吸引了 3900 万人次的新观

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观众中有很

多是青少年集体观影或青少年的家庭

型观影。

青少年的意向往往决定着全社会

的消费内容，《流浪地球 2》在青少年群

体中反映很好，不仅保证了该系列第三

部甚至是第四部的市场，也为中国电影

复苏和未来发展贡献了力量。

▶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科幻作

家吴岩：

片中把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

纳米技术和光年尺度等多样化的航天

技术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人对待科

技创新严谨的科学态度；而对真实的物

理世界和虚幻的数字世界并重，凸显了

中国科技思想的全面性和对人类的责

任感；在社会和文化创意方面强调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在任何国际问题

上都要齐心协力，同时中国人敢于身先

士卒、勇于牺牲、成全他人的精神，这

些我都觉得非常重要。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工作

文员会主任魏红祥：

《流浪地球2》在培养青少年对科技的

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欲方面，作用不可

小觑。

我们经常说要启发孩子的好奇心、

想象力、探索欲等等，但是你总要有抓

手，硬讲是不行的。这次能通过《流浪地

球 2》这个非常好的载体，自然而然、润物

细无声地在孩子们心目中种下一颗科学

的种子，我觉得特别好。

▶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中科大数据研究院

院长王元卓：

《流浪地球 2》作为一个艺术作品，

在取得优异票房、传递中国声音的同

时也引发了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科

学的认知和思考，难能可贵。

对于青少年来说，思考的对错不

重 要 ，肯 去 思 考 这 件 事 非 常 重 要 。

我 相 信 在《流 浪 地 球》之 前 ，不 会 有

那么多的孩子愿意去了解什么叫洛

希 极 限 、什 么 叫 引 力 弹 弓 。 但 是 在

看《流浪地球 2》的时候，这些对很多

有一定认知的孩子来讲已经不是问

题了，你不用给他科普，他可能讲得

比 你 还 生 动 、还 准 确 ，这 也 是《流 浪

地球 2》的重要价值。

◎专家发言摘要——专家观点

■文 / 本报记者 姬政鹏 摄影 / 李霆钧

国家电影局召开电影《流浪地球2》座谈会

《流浪地球2》自1月22日上映以来，迅速形成观影热潮，上映32天票房逼近40亿元，成为春节档重要的现象级影片。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后，也取得了

近年来中国电影海外放映的最好成绩。

2月22日，由国家电影局主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承办的电影《流浪地球2》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影股份董事

长、总经理，影片出品人傅若清，导演、编剧郭帆，主演李雪健、吴京，编剧、制片人龚格尔，视效总监徐建等主创人员介绍了《流浪地球》的创作情况。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胡智锋，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融媒体中心

主任、《中国电影报》社长、《当代电影》杂志社主编、研究员皇甫宜川，中国艺术研究院高级编辑支菲娜，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科幻作家吴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

究员、中国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魏红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科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王元卓等电影从业者、专家学者、科研人员齐聚一堂，

从《流浪地球2》的创作过程、海外发行、现实意义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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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认为，从国产科幻电影近年来的

明显进步中，能够深切感受到党中央、中宣部对

科幻电影产业的高度重视，以及国家电影局在

政策、创作、人才、宣发等多方面给予的大力

支持。

傅若清表示，作为《流浪地球 2》的出品方和

主控发行方，中影股份这次工作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据他介绍，《流浪地球 2》接下来还将在俄

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韩国等地上映，泰国、日

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意大利、比利时、法国、西

班牙等欧洲国家的上映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中。

郭帆在分享中提到了中国电影在视效方面

的进步。据他介绍，从《流浪地球》到《金刚川》

《独行月球》，再到《流浪地球 2》，中国电影的视

效流程经过了三次迭代，已经比较接近甚至达

到世界顶级水准。

《流浪地球 2》讲述的是在地球遇到重大灾

难时，中国人团结互助共生存的民族精神，李雪

健塑造的周喆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优

秀执行者。在李雪健看来，影片外，中国电影人

也正在以实际行动、创新的精神，争当加快中国

电影工业化步伐的践行者。

吴京也坦言，未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还需

要电影人更多的坚持和尝试。“要用我们自己的

个性去拍出中国文化的自信，用独特的语言方

式、思维方式去传递中国式的情感，表达中国式

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座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流浪地球 2》既

为中国电影工业化树立了新标杆，也体现出了

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更激发了观众尤其是

青少年观众对于科学的热情和思考。

在胡智锋看来，《流浪地球 2》显示出中国科

幻电影在规模体量、思想品质和艺术呈现三个

方面实现了突破，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政治意

义和文化意义。

尹鸿表示，《流浪地球 2》展现了嫁接在技术

之上的分工化、专业化、流程化，为中国电影工

业化制作提供了新样本。

皇甫宜川认为，“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个世

界观建构为影片在品质、可看性和传播度等方

面的良好表现打下了基础，为一种新的情感和

视觉上的观影体验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截至 2 月 22 日，《流浪地球 2》已经吸引近

7600万人次的观众走进影院观影。数据调研结

果显示，《流浪地球 2》的新观众占比为 52%，其

中很多是青少年集体观影或家庭型观影。

支菲娜表示，青少年的意向往往决定着全

社会的消费内容。《流浪地球 2》在青少年群体中

反映很好，不仅保证了该系列第三部甚至是第

四部的市场，也为中国电影复苏和未来发展贡

献了力量。

魏红祥同样认为，《流浪地球 2》在培养青少

年对科技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欲方面，作用

不可小觑。

随着《流浪地球 2》在中小学路演的推进，王

元卓也接到不少中小学科普讲座的邀请。他表

示，《流浪地球 2》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在取得优

异票房、传递中国声音的同时也引发了全民，尤

其是青少年对科学的新认知和新思考，难能

可贵。

▶ 中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影股份董事长、总经理，

《流浪地球2》出品人傅若清：

作为《流浪地球 2》的出品方和主控发

行方，中影股份这次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为了做好《流浪地球 2》的宣传发行工

作，中影举全集团之力，集众人之智，统筹

布局，合理规划，通过专业经验与信息技术

相结合，充分发挥发行业务的中枢作用和

资源整合能力，有效调动了中影自身产业

链和整个行业内优势资源的相互推动。

在整个宣发过程当中，我们携手导演

团队、宣传公司、联合发行公司、落地执行

团队、电商售票平台等合作伙伴，从落实场

次排片、票补策略、市场数据调研分析、影

片发行版本制定，到母版硬盘的制造发运、

密钥制作分发、宣传营销方案等等，包括在

执行过程当中的热点监控和节奏把控、市

场秩序维护、打击偷漏瞒报票房等方面都

通力合作，全力助推了影片票房口碑的双

丰收。

在海外发行方面，《流浪地球 2》接下

来还将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韩国等地

上映，泰国、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意大

利、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上

映计划也在推进中。

▶《流浪地球2》导演、编剧郭帆：

从《流浪地球》到《金刚川》《独行月

球》，再到《流浪地球 2》，中国电影的视效

流程经过了三次迭代，已经比较接近甚至

达到世界顶级水准。

特效的核心不是单个镜头的精美程

度，而是一个单位时间内，能批量生产多少

个同样级别的镜头。生产过程中，考验的

不仅是创作水平，更是管理水平。

《流浪地球2》中一共有3300个视效镜

头，再加上 1000 多个换脸的镜头，其中

95%由国内团队自主完成。在拍摄制作的

过程中，大量的流程管理、命名规则、时间

把控等流程都是我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这

也是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成绩。

▶《流浪地球2》主演李雪健：

《流浪地球 2》讲述的是在地球遇到重

大灾难时，中国人危难当头、唯有责任，团

结互助共生存的民族精神。我塑造的周喆

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优秀的、具体的执行

者和代言人。中国电影人也正在以实际行

动、创新的精神，争当加快中国电影工业化

步伐的践行者。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是一个幸运

儿、参与者和受益者，能不止步地宣传中

国梦，是我这个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

命。创作是中心任务，作品是立身之本，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是我们

的人生价值。

▶《流浪地球2》主演吴京：

《流浪地球 2》为疫情后的观众带来了

一个人类战胜灾难、精神奋发的故事，再次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这部影片也陪

伴着观众欢庆春节。

疫情前后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很多，但

这个春节让我们确信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

的热爱一直没有变，特别是年轻的观众，用

我们意想不到的乐观心态来回应电影里的

严肃和沉重，他们的乐观还有宽容都是中

国电影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未来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还需要电影

人更多的坚持和尝试。要用我们自己的个

性去拍出中国文化的自信，用独特的语言

方式、思维方式去传递中国式的情感，表达

中国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拍出中国式

的电影，我们继续努力。

◎ 专家发言摘要——主创分享

傅若清 郭帆 李雪健 吴京 胡智锋 尹鸿 皇甫宜川 支菲娜 魏红祥 王元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