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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于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至今高居各
种科幻电影榜单之首，为科幻影史竖起了一道无法逾
越的奇峰：一方面，它在严肃文化范围内备受推崇，其
光彩如此神圣，甚至若称它“好莱坞大片”也有渎神之
感；另一方面，它在流行文化领域也享有至高无上的邪
典地位，俨然见证了一场大众传播与集体催眠的共谋，
但它又绝非一盘为多数人准备的甜点大餐，其深邃的
玄思让无数影迷或伪影迷都望而却步。在新世纪，随
着科技日益渗透社会生活的每一根神经，这部50年前
的经典越发显示出其预言家般的超前特质，并持续催
生着一个个新的科幻创世神话，几乎每一部新的太空
题材影片都以折射它的迷人圣光为荣。

严格说来，本片并不构成好莱坞经典意义上的“故
事”，它只有几个大的事件段落：1.史前人猿因遭遇一
块黑色方碑而拥有了制造使用工具的能力，在生存竞
争中胜出；2.20世纪中叶，NASA科学家受命前往月球
基地处理一桩外星病毒泄露事件；3.月球基地发现一
块黑色方碑，人类与其接触之时，方碑朝木星方向发射
出神秘电波；4.发现号飞船搭载五人前往木星执行神
秘任务，名为“哈尔”的飞船中枢电脑在航行途中杀害
了四名机组成员，惟一幸存者大卫·鲍曼终止了哈尔的
功能，独自抵达木星附近，在遭遇黑色方碑之际穿越了
星门,经历迷幻航程，最后抵达一处路易十六宫廷风格
的房间，目睹另一个自己老去、死亡，这时黑色方碑再
次出现，大卫·鲍曼变成一个星球尺度的婴孩，在浩瀚

宇宙中等待降生。
慕名而来的今日观众若只是在个人电脑上观看本

片并抱着追求刺激猎奇的打算，注定会大失所望。即
使看遍知乎豆瓣的各种解读，面对影片极其缓慢的节
奏、寡淡的剧情和沉闷无聊的对话、以及完全摸不着头
脑的结尾，很多人还是会像1968年那些自以为是的影
评人一样，把本片描述为一部超长的MV：全片对话
镜头不足40分钟，大量太空场景死寂无声却伴以大
段神秘诡异的、或莫名所以的交响乐配乐，以至于当
年纽约首映式上竟有上百人提前离场，以见解独到而
著称的《纽约客》影评人宝琳·凯尔尖刻地批评它徒有
特效奇观，“想象力奇缺史无前例”；伟大的罗杰·伊伯
特在他第一篇影评中似乎也并没有立马懂得电影的
意义，说它“基本上是一部默片”，但他隐约抓住了电
影的本质，称其为一部体验式的影片，号召人们必须
用身体去感受它。倒是反战一代的年轻人看到了这
部电影超越时代的意义。哈佛学生报《哈佛红》充满
激情地指出：也许还要再过几年，等本片的技术成就
和太空特效变得不足为奇了，人们才能客观地看待它
的真正意义。

或许正是那些1968年的嬉皮士们把这部电影推
到了神话的地位？大卫·鲍曼穿越星门的冗长片段让
他们感觉如此迷幻，以至于有人冲向银幕直呼见到了
上帝。随着这批人逐渐掌管了话语权，本片的口碑也
逐年攀升，并且三番五次获得重新发行上映机会，累积
至今的票房使其成为 1968 年上映影片的票房之
最——不过在当年，本片的严重超支带来的是严重亏
损，差点搞垮老牌片厂米高梅，并使得已处衰落的科幻

电影投资前景雪上加霜。
本片突出的艺术成就之一来自实景特效，极度写

实的太空舱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彻底超越了科幻电影
B级片那些夸张幼稚的舞美布景，在放映原始的70毫
米胶片格式的影院，全景宽银幕上展现出的浩瀚太空
与庞大飞船都带来难以言表的震撼，镜头随离心机太
空舱旋转一周的画面更是脍炙人口的长镜头调度；它
也让气势磅礴的主题曲《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名垂青
史，这首出自理查·斯特劳斯、以尼采理想中的超人为
主题的交响诗在影片开场和终场响起，将浩瀚宇宙的
庄严神秘以及人类进化为超然物种的终极命运演绎
得荡气回肠；除此之外，刻意杀人的电脑系统“哈尔
9000”也成为后世科幻片不停致敬的对象，它那美妙
柔和的嗓音比电影其他角色都更具人性的感情色彩，
生动而骇人地呈现出机器、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深
刻悖论。本片音效设计也卓越地呈现出真实太空的
幽闭与无垠，它还贡献了一个名垂影史的剪辑点：原
始人用以杀人的白骨棒飞入太空，切换为太空中的白
色棒状军事卫星，弹指间已是几百万年浩瀚的历史划
过，宣示了本片关于人类与其工具的关系在进化论意
义上的哲学、甚至神学含义，也开启了全片人类史诗的
壮阔篇章。

《2001：太空漫游》有着众多令人难忘的亮点留给
迷影者不断阐释至今。201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由克
里斯托夫·诺兰主导修复的本片70毫米全新胶片版亮
相并开启50周年纪念全球特映，旨在让新一代人们真
正体验到《2001：太空漫游》本该带来的力量，无疑掀
起了新一轮的观影高潮。

《2001：太空漫游》：

一座难以逾越的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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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与创新：日本科幻动漫七十年
■刘 健

■影视观察

推荐人：西 夏
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加拿大艾美利卡（Emily Carr）艺术大学电影

系，2007年归国任教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电影与影像艺术系。曾任重庆
国际艺术节影像单元策划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实验艺术委员会策展影像总监、
中央美术学院“瓦尔达影像奖”创立首届评委。曾参与科幻电影开发项目包括
中加合作《末日拯救》及刘慈欣科幻名著《超新星纪元》前期策划工作。

自2019年2月科幻影片《流浪地球》上映引发热议以来，
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国产科幻电影元年”，各种
科幻IP纷纷受到资本的青睐，一时间，科幻影视作品的改编
燃起极高的热度。2020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的影视行业都
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纵观国产科幻影视产业生态，表面平静
之下仍然暗流涌动，充满了变化、机遇与可能。2020年已经
过半，让我们回顾上半年国产科幻影视的主要动态，以声光和
影像作为媒介，去触摸科幻世界中不可预知的未来。

科幻影视进入课堂
2020年初，经八光分文化指导及《高校科幻》平台研究，

联合成立了高校科幻创作者中心——星火学院，2020年第一
期课程于3月1日正式启动，由刘维佳、凌晨、三丰、姜振宇、
郭琦、田兴海等6位科幻作家、学者进行公益指导。4月26
日，“2020 SFCU高校科幻一期星火学院系列课程”之“从《流
浪地球》谈科幻文艺与科技发展”由科幻作家刘维佳主讲，试
论以《流浪地球》为代表的中国科幻电影在视觉效果、戏剧张
力、科技知识等方面的现实成绩与未来发展，课程同步由

“bilibili高校科幻直播间”进行直播。
2020年春季学期，南方科技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开

设了“科幻电影鉴赏与批评”课程讲堂，4月28日的第一讲由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吴岩主持、成都八光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影视总监西夏主讲，以科幻电影《降临》
和科幻剧集《漫达洛人》为例，带领学生从拉片学习中认识电
影视听语言的情感传达和表意机制。系列讲堂以国内外经典
科幻影片为依托，在面向高校学生的同时，也在bilibili网站
同步直播，将课堂的大门向社会敞开。

6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台周播节目《文
化聊吧》——文化艺术方程式节目主持人王菲以“当我们在看
科幻电影时，我们究竟在看什么”为主题，采访了西夏和中国
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围绕传染病题材科幻电影的“异
托邦”精神内核、外星文明题材科幻电影的“惊奇美学”核心价
值、如何理解科幻的“软”“硬”、科幻影视的概念及类型如何界
定、融媒体时代的视觉经验如何影响科幻思维等方面，进行了
深度探讨与交流。6月20日，凤凰卫视新媒体平台“凤凰秀”
播出了世纪大讲堂节目“第二次太空竞赛与中国科幻未来
感”，由孙佳山主讲，以《流浪地球》《三体》等电影小说作品为
代表的科幻文化热潮作为切入点，回溯世界格局下的科幻文
艺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反思科幻电影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
前景。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2020年 1月 10日-7月 17日间，科幻作家郝景芳在
bilibili网站开设“郝景芳的科技课堂：改变未来九大黑科技”，课程分为“太空探
索”“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粪菌胶囊”“人机一体”“生物义肢”“细胞医疗”“大脑探
秘”“虚拟现实”等九大主题共18期内容，分别邀请陈晓苏、王皓毅等9位国家级科
学家作为顾问，并请到马伯庸、青山周平等9位跨界嘉宾来对谈。课程以《阿丽塔》
等9部经典科幻电影作为分析样本，引入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科技话题，对于正
在颠覆世界和人类认知体系的黑科技主题进行分析与解读。

本土科幻IP逐步影视化
2014年2月至2015年10月，改编自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的国产科幻动画

《我的三体》由神游八方出品，第一季共推出了11集，这部粉丝自制的动画番剧由
于技术水平的限制，整体质量不佳。2016年6月至2018年3月，《我的三体》第二
季《我的三体之罗辑传》共推出11集，制作团队已加入《三体》IP开发官方团队“三
体宇宙”，并获得了《三体》改编权，整体质量有明显提升。今年1月，《我的三体》第
三季《我的三体之章北海传》开始在bilibili网站播出，共推出9集，动画番剧几乎
真实还原了原著小说的主要剧情和重要细节，在剧本、分镜、剪辑、配音、音乐等方
面都获得了科幻影迷和“三体”爱好者的较高评价。

2019年11月末，在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荣获银河奖终身成就奖并发布封笔
之作《宇宙晶卵》之际，由时光矩阵、南派泛娱、水星文化联合出品的科幻概念短片
《零启动》正式发布，该片由时光矩阵联合创始人陈奕、郁刚联合执导，故事改编自
王晋康的科幻小说《拉格朗日墓场》。2020年5月底，由水星文化、南派泛娱联合
出品的“王晋康科幻短片电影集”《孤独领航员》之《火山鱼》《最后的爱情》《美容陷
阱》线上筹备已开启，电影短片分别改编自王晋康科幻小说《母亲》第一章、科幻短
篇小说《2127年的母系社会》及《美容陷阱》，于6月中旬至7月上旬相继开机。

5月27日，科幻动作电影《逆时救援》在南京举行启动仪式，《逆时救援》讲述了
科学家陈森通过粒子芯片逆转未来，试图拯救殉职儿子的惊险故事。在这部影片
当中，对抗犯罪背景之下的父子情，将成为故事主线。在2066年，玫瑰科学研究院
内，年迈的物理学家陈森身患绝症，卧病在床，床边桌上摆放的一张似曾相识的照
片，让他时常回想起儿子殉职和妻子离世的画面。饱受回忆折磨的陈森，为了完成
最后的心愿，植入了研究院内一块未经实验的粒子芯片，试图扭转过去，没想到却触
发了一场惊天危机。7月28日，微光文化出品、科幻新锐导演王人超的科幻电影《深
空》在FIRST影展产业展映，延续2014年前作《孤岛终结》对于人类未来和科幻议题
的探索，探讨未来世界资源枯竭的状态，人类在宇宙深空绝境中如何探寻生存之路。

科幻影视剧本纳入评奖体系
2019年10月底，首届原石奖科幻剧本奖由王晋康原著、时光幻象改编的《豹

人》、张笑帆的剧本《三体—地球往事》等获得，由此也开启了科幻剧本进入全球华
语科幻评奖体系的先河。

今年，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为促进科幻电影产业的发展，培养编剧对科幻电影
剧本的创作热情，挖掘具有扶持潜力的科幻电影剧本和创作者，携手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科技电影与技术专业委员会和青年电影制片厂，为“第11届青年编剧扶持计
划”新增了“科幻电影剧本”的特别单元，在3月至5月期间，面向社会各界45岁以
下的青年编剧征集科幻电影剧本，获奖作品将在国际球幕光影展上颁奖。

2019年底，钓鱼城科幻中心在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正式成立，并举办“首届
钓鱼城科幻高峰论坛”，这一中心的成立成为了“2019中国科幻十大事件”之一。
2020年9月底至10月初，钓鱼城科幻中心拟宣布钓鱼城科幻大奖竞赛单元，该单
元包含科幻传播奖在内的多个奖项，总奖金约为100万。

届时，钓鱼城科幻中心拟同期举办面向全
球征集、评选科幻短片电影的科幻短片电影节，
投入经费约为40万元。同时，在科幻戏剧方
面，钓鱼城科幻中心电影部正在排练由意大利
科幻作家Francesco Verso的同名科幻剧本
《继人类》改编的科幻舞台剧，旨在借由影视剧
本征集和舞台剧作改编的方式，让科幻思维回
归学生、回归
艺术和生活本
身，以更多元、
更丰富的形式
走进人们的日
常生活。

亚洲首位“雨果奖”得主，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在
谈到日本科幻时曾经坦言，日本最优秀的科幻作品里
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动漫的形式展现的。这一评价无疑
是精确而中肯的。事实上，自从日本动漫诞生之日，就
与科幻有着不解之缘。

其实，无论漫画、动画，亦或是科幻，对于日本来
说，都是地道的文化舶来品。自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
化”的国策下，作为新兴艺术形式的漫画和动画，以及
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都从西方流传到了日本，并迅速
为日本所吸收转化，创造出了各自的本土化形式。然
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漫画、动画与科幻都是在日本
文艺界各自独立发展的平行线，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
让这三者真正相交。此人便是手冢治虫。

手冢治虫，本名：手冢治，1928年出生在大阪的一
个中产家庭。少年时代的手冢治虫对电影有着浓厚的
兴趣，尤其痴迷于各种动画片。据说，正是因为观看了
由中国动画名家万氏兄弟制作的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1941年上映），才让手冢治虫下定决心要成为漫画家
（注：当时日本将动画片称为“漫画映画”）。

1945年，手冢治虫考入大阪大学医学部。在学期
间，手冢治虫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漫画创作。翌年，
他的长篇漫画处女作《新宝岛》出版。在这部漫画里，手
冢治虫开始尝试将电影的构图和分镜手法运用到连环
漫画的创作当中，具体做法就是将大小不同的画格排
列在一起，造成类似镜头推移的效果。另外，他还通过
在画面上绘制拟声词的方法，使无声的画面能够表现
出音响效果。这些创作手法的运用，成为日本新漫画的
先声。此后几年，他又先后创作完成了《失落的世界》
《大都会》《未来世界》等科幻题材的长篇连环漫画，后
来被合称为手冢治虫早期漫画作品中的“SF三部曲”。

手冢治虫之所以如此钟爱科幻题材，并非偶然。其
实，早在中学时代，手冢治虫就开始痴迷于科幻作品，
并与当时日本著名科幻小说家海野十三建立了亦师亦
友的亲密关系。海野十三曾想让手冢治虫中学毕业后就
来东京发展，但后来因为日本战败后的混乱局面及海野
十三的逝世而作罢。但此后手冢治虫仍旧与日本科幻界
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他也是日本最重要的科幻作家组
织——日本科幻作家俱乐部的资深成员。

1951年，手冢治虫大学毕业，之后迁居东京，正式
走上了漫画家的道路。迁居东京后，手冢治虫的首部作
品名为“アトム大使”（Captain Atom，阿童木大使）
漫画。漫画中，因为故乡被天灾毁灭的外星人来到地
球，开始跟地球人共同生活。但很快，两个文明之间因
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剑拔弩张。这时，一位名叫阿童木的
机器人少年以“大使”的身份承担起了代表人类同外星
人进行最后一次谈判的重任。漫画刊出后，反响不一。很
多青少年读者对漫画中复杂的科幻设定并不感兴趣。为
此，杂志社责任编辑金井武志在与手冢治虫反复商讨
后，决定把连载内容改为以阿童木为绝对主角的少年
向漫画，并把漫画标题从极具美式超级英雄风味的“ア

トム大使”改为“鉄腕アトム”。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
《铁臂阿童木》。

《铁臂阿童木》自推出后，便
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最具
人气的少年漫画作品。与此同
时，随着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以及
筹备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电
视机逐渐在日本家庭普及。手冢
治虫注意到了这个趋势，并开始
筹划圆自己儿时的动画梦。1962
年，“虫制作公司”成立。手冢治
虫开始着手制作动画版《铁臂阿
童木》。为了弥补电视台支付的制
作费与动画生产成本之间的巨大
差额，手冢治虫首创了“有限动画
制作法”。这一制作法后来成为日
本电视动画制作的基准。

1963 年 1 月 1 日，动画版
《铁臂阿童木》开播。手冢治虫终
于凭借一己之力，将日本的科幻、
漫画与动画三者融为一炉。此
后，随着日本漫画与动画这两大
艺术形式在题材、内容和形式上
的相互交织，真正意义上的“动漫”艺术在日本渐趋成
型，并迅速风靡亚洲，并传播到欧美国家。

手冢治虫为日本科幻动漫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
无意中留下了一座“创作大本营”——常盘庄。这座手
冢治虫初到东京时居住的简陋公寓，日后却因为手冢
治虫的声名鹊起，而成为漫画界的圣域。众多漫画家汇
聚于此。其中就包括藤本弘（藤子·F·不二雄）、石森章
太郎、松本零士等人。藤本弘是《哆啦A梦》的原作者，
这个系列一直延续至今，是日本国宝级的动漫佳作。石
森章太郎则创作了日本科幻动漫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
的《改造人009》而一举将科幻动漫的受众从青少年推
展到20-30岁的青年人群。而除了科幻动漫外，石森
章太郎对于日本科幻影视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
奥特曼系列齐名，号称日本“科幻特摄剧三巨头”的另
外两个系列——“假面骑士”系列和“超级战队”系列，
原作均为石森章太郎。松本零士则因导演了动画片《宇
宙战舰大和号》而一举成名。这部动画作品是日本科幻
动漫史上另一部转型之作，确立了日本科学幻想类（俗
称“硬科幻”）动漫作品的基本范式，为后来的《机动战
士高达》《超时空要塞》等同类型科幻动漫作品起到了
示范作用。除动画版外，松本零士还执笔创作了《宇宙
战舰大和号》的漫画版。之后，松本零士又创作了《银河
铁道999》《宇宙海盗上尉哈洛克》等科幻动漫作品。

在手冢治虫、藤本弘、石森章太郎、松本零士等第
一代日本动漫人的影响下，新一代的日本科幻动漫
创作者也相继崛起。1979年，由富野由悠季导演的
《机动战士高达》开播。1982年，由石黑升导演的《超
时空要塞Macross》开播。这两部号称“真实系”的机
甲动漫作品，掀开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科幻动漫热
潮的序幕。大量高质量科幻动漫作品成为日本动漫市
场的主力军，而且还出口到世界各地，甚至还出现了二

次 转口的
现象。比如，
20世纪90
年代引入
中国的科
幻动画片
《太 空 堡
垒》，就是美
国金和声
公司将《超
时空要塞
Macross》
《超时空骑
团》《机甲
创世记》等
三部日本
科幻动画片重新剪辑配音后，制作而成的。这部动画片
成为了国内众多“70后”“80后”的共同记忆。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科幻
动漫热潮逐渐消散。直到1995年，日本科幻动漫迎来
了史上的巅峰之作《新世纪福音战士》。依靠反传统的
故事架构和大量创新性的视听语言的运用，《新世纪福
音战士》将“机甲”这一日本科幻动漫领域的经典题材
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一战封神，成为了日
本、乃至世界科幻影视史上的不朽名篇。

然而，《新世纪福音战士》的成功似乎也成为日本
科幻动漫史上的绝唱。进入新世纪后，在整个日本动漫
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科幻动漫却已经风采不再，最近
20年间已经鲜有经典作品问世。虽然，很多经典作品
不断推出续集，甚至出现了真人影视作品，但充其量只
是对往昔的一种怀念罢了。

■经典推介

《铁臂阿童木》海报

《新世纪福音战士》海报

《超时空要塞Macross》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