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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雪霏

国产科幻，未来可期

追踪热点

从在B站上自娱自乐的业余UP
主，到成为拥有超过190万“粉丝”的专
职UP主，司墨尧smile（以下简称司墨
尧）用了两年时间。她虽不是音乐科班
出身，但她的原创天津话说唱音乐，因
欢快的旋律、幽默的语言、犀利的内核
屡屡出圈，作品《近视，每天都是一场赌
局》《请把我埋在，埋在那地理》的点击
率超过700万次。她为奥运冠军王濛
创作的《尺V尺》得到了主角本人的喜
欢，王濛还在综艺节目上演唱了这首
歌。作为一名每周更新两次或三次视
频的高产UP主，有网友问她“压力大
吗？”有着天津人“祖传”幽默基因的她
自嘲：“我也掉头发啊！最近好点了！”

主对话up

2022年的电影暑期档如期而至，在影迷们的满满期待下，一股神奇的“科幻风”席卷而来，为这个火

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惊喜。在天津猫眼电影实时票房榜上，两部科幻片以极其优异的成绩牢牢占据着

前两名的位置。由开心麻花打造的科幻喜剧片《独行月球》仅仅上映十天票房已破20亿，相关专家预测该片总票房

有望突破40亿；紧随其后上映的科幻动作片《明日战记》虽票房相较《独行月球》还有所差距，但影片强烈的视觉冲击

带给观众极其震撼的观影体验，古天乐“十年诚意之作”也让影迷大呼看到了国产科幻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 喜剧内核叠加科幻元素

大胆尝试带来别样惊喜

7月29日，由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主演
的科幻喜剧电影《独行月球》在国内各大院线
上映。此次《独行月球》在秉持开心麻花一贯
笑点密集、幽默反转的喜剧风格上，大胆尝试
加入科幻元素，两种看似难以融合的类型元
素碰撞在一起，却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
加之，这是继《夏洛特烦恼》后，“沈马组合”时
隔七年再次合作，使得《独行月球》在正式上
映前便收获了众多影迷的期待，点映期间便
斩获破亿票房，上映首日更是以2.3亿票房的
优异成绩成为“内地影史国产科幻片首映日
票房榜季军”。

电影《独行月球》改编自韩国漫画家赵石
创作的同名漫画，影片以2033年的世界为故事
背景，讲述了人类为保护地球免遭小行星π的
撞击，决定在月球上部署“月盾计划”。可小行
星π的提前到来打乱了人们的计划，领队马蓝
星（马丽饰演）下令月球团队立即撤离返回地
球，维修工独孤月（沈腾饰演）错过了登箭离月
的时机，意外地被遗落在了月球上，同样被落
下的还有一只赤大袋鼠。

这是开心麻花首次将科幻与喜剧相结合，
将故事搬上了遥远的外太空，在创新的同时，
也大大增加了影片的拍摄成本和难度。为了
拍摄包括基地指挥部和月球表面在内的多个
场景，《独行月球》累计使用了超过4万平方米
的15个摄影棚，整个场景搭建用时半年以上。
剧组还在一个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的摄影棚
内铺设了200吨沙石，只为模拟最真实的月面
粉尘。拍摄过程中再次利用了《流浪地球》等
电影拍摄过程中使用过的六轴平台装置，以呈
现出最佳的晃动和震颤画面。全片特效镜头
占比达95%以上，仅金刚鼠的一个镜头，最终完
成所用时间就接近一年。导演张吃鱼曾在采
访中表示，喜剧创作讲究一个“真”字，只有越
真实，观众才能越进入情境，越相信在这个情
境中所发生的喜剧故事是可以真实存在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将两个表
现手法截然不同的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
摆在主创团队面前一个更大的难题。从2018
年到2020年，张吃鱼带领编剧团队耗时两年对
剧本进行打磨，只为更好地平衡两种元素间的
矛盾：“我们也担心过，喜剧包袱会不会消解科
幻高大上的感觉，而科幻的冰冷又会不会消解
掉‘包袱’的喜感，所以其实从一开始就要从各
方面去找平衡。”

一部影片成功与否，除了要有一个好的剧
本，当然还要依赖于演员的出色演绎，才能将
故事完整地表达出来，能给导演张吃鱼吃下这
颗定心丸的便是沈腾。《独行月球》中沈腾大量
的戏份都是以“独角戏”的形式来进行演绎，加
之情绪上的来回转换，以及与袋鼠间的动作镜
头，都十分考验演员的功力。但无论多难，有
着多年话剧舞台表演经验的沈腾都能出色地
完成，这也让这部“含腾量”百分之百的《独行
月球》再次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截至记者结稿之日，《独行月球》已上映十
日，票房突破20亿，有专家预测《独行月球》总
票房有望突破40亿，成为继《流浪地球》后的又
一个国产科幻爆款。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另
一种质疑的声音，《独行月球》究竟算不算是一
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对此，天津市科普作
家协会副秘书长刘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个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科幻片，科幻片的类
型核是‘基于科技造物的视觉奇观’，从这一点出
发，《独行月球》绝对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科幻片，
而且可以算作是一部科幻大片。当然，在科幻
片的基础上叠加喜剧片的类型元素，应该说是
《独行月球》的一个亮点。有不少观众也认为，这
部电影作为喜剧片的笑点不够多。但我们也应
该看到，中国科幻电影才刚刚起步，而且电影市
场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更
多是宽容，而不是过分的苛责。”

纵观世界科幻电影发展史，我们不难发
现，“科幻+喜剧”的类型创作十分罕见，其根本
原因在于两种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创作类型
很难达到最佳的平衡状态，这就好像是两个性
格迥然不同的人，一个严肃认真，一个诙谐幽
默，似乎很难有办法让这样的两个人坐在一起
平静地交流。

但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产电影市场急需电影形式的多样化创新，中
国的电影需要情感化的表达，也需要能够走向
世界的工业化制作。因此，将喜剧与科幻相结
合，无疑是一种具有发展意义的创新，或许，现
在的《独行月球》还不尽如人意，但它却实实在
在地迈出了第一步。

■ 中国首部机甲科幻巨制

精良制作突出“中式元素”

如果觉得《独行月球》中的科幻场面还不
够宏大刺激，那么紧随其后上映的《明日战记》
绝对能带给你更加震撼的视觉体验。由吴炫
辉执导，古天乐担任总监制，古天乐、刘青云、
刘嘉玲领衔主演的中国首部机甲硬科幻大片

《明日战记》在8月5日正式与全国观众见面。
这部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制作完成，耗时近10
年，全实景搭建大场景，纯金属打造穿戴机甲
的影片，在这个暑期为电影市场带来了一抹属
于中国科幻的亮色。

在未来世界，地球因环境污染而千疮百
孔，空气中充满有害物质，人类在建造的“天
幕”防护罩内得以维生。一颗陨石的坠落，让
灾难再次降临地球，外星生物的入侵，令人类
命运岌岌可危，560万人将因此失去生命。面
对突如其来的巨变，军人泰来（古天乐饰演）率
领未来战士整装待发，全力抵御。

影片中陆续登场的人类机甲军备最为引
人注目：空中堡垒“巨鲸”、擎空威龙“飞鱼”、狂
暴使徒“穷奇”、爆裂王者“刑天”……复杂的机
械设计在大银幕上展现出细腻且层次分明的
丰富细节。

高燃热血的动作画面、制作精良的特效场
景、机甲科幻的新颖类型，都让观众大呼过瘾。

投资4.5亿，1700个特效镜头，一个个数字
都彰显了主创团队为《明日战记》这部影片所
付出的努力。其实早在十年前，热爱科幻的古
天乐就立志要拍摄一部国产科幻电影，为此在
2013年，他亲自创立了“One Cool天下一”电
影公司，与在视效制作方面极富经验的导演吴
炫辉合作，打造中国首部机甲科幻电影。

作为国内第一部机甲科幻电影，《明日战
记》能够借鉴的成功案例几乎只有好莱坞电
影，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影片中能够感受到浓重
的好莱坞味道，但我们仍可以在影片中找到隐
藏其中的“中式元素”。

为了追求极致的真实感，《明日战记》在前
期制作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实景搭设场景拍
摄，大到空军基地，小到装甲战车，均为剧组人
工搭建而成。古天乐、刘青云等演员身上的厚
重装甲也是由纯金属材料真实打造，但即便是
穿上钢筋铁骨，依旧不妨碍演员们演出港式动
作片特有的拳拳到肉生猛风格。加上古天乐、
刘青云、刘嘉玲、张家辉等一众香港顶级明星
坐镇，也保证了《明日战记》的纯正港味。

同时，影片还呈现了完全区别于好莱坞
“重利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中国价值观，在
面对人类危机面前，注重团队协作，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重情重义，都彰显了中国人所特有
的情感以及处事风格。

而抛开视觉上的震撼体验，剧情上的过于
俗套、人物设计上的单薄，以及情节逻辑上的
难以自洽，都成为影片被观众所诟病的缺陷。
但这一切都是源于观众会自发地将这类影片
与好莱坞进行比较，可如果我们放弃攀比好莱
坞这座高山，以更加务实的眼光看待这部影
片，这些缺陷似乎也可以被接受。

成都八光分文化影视总监西夏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明日战记》
的观影感受，并对此片做出评价：“古
天乐历经十年打造的《明日战记》非
常‘直给’，预告写明是‘机甲爽片’，
类型定位清楚，反倒不会让人有更多
期待。开场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毫
不拖泥带水，上来就开打，从头打到
尾，文戏不外是兄弟情、父女爱，都是简单过场。
影片的游戏感很强，而且机甲的设计和特效都特
别棒，动作戏则让人想起港片黄金时代，把机甲
战斗跟功夫、武侠动作片传统进行了融合。”
“虽然故事很程式化，但其实这种类型片的

美学反倒更像我们传统京剧，故事是观众早就
耳熟能详的，起承转合都是套路，人物也是百分
之百的脸谱化，而你看的就是他们如何演绎婉
转唱腔、如何转身亮相甩水袖。本片属于工整
上乘的商业制作，纯粹而诚意满满。古天乐十
年坚持，为港片树立起新风范，实在叫人感慨。
我宁愿看这种没有剧情的爽片，这在我个人的
观影体验中还是头一次，况且这部电影也不是
没有解读空间，那种外星入侵植物的善恶两面
就很耐人寻味。”

其实，对于《明日战记》的两极化评价，无非是
源于中国观众在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下，已经对此类
型影片的叙事风格极为熟悉，故而有些挑剔。不可
否认，中国在科幻影片领域距好莱坞仍有较大差
距，但如此匠心之作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幻
电影未来的希望，国产科幻能有如此大的突破，也
值得我们为《明日战记》这部电影点赞。

■ 国产科幻潜力巨大

未来将充满无限可能

其实，多年来，中国电影人从未停止对科幻
这条道路的探索。从1939年上映的我国第一部
科幻片《六十年后上海滩》开始，我国目前一共生
产了数十部科幻片，数量并不多。改革开放后，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科幻产业不断发
展，《异想天开》《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
《大气层消失》等科幻片开始涌现。进入新世纪，
中国与国际电影市场接轨，《长江七号》《太空营
救》等在借鉴西方科幻电影创意的基础上而衍生
出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佳作，也标志着中国科幻
电影进入新纪元。《流浪地球》的出现则标志着国
产科幻片质的提升。

而今年上映的《独行月球》和《明日战记》虽
有瑕疵，但两部影片在题材上的大胆创新和视觉
效果上的制作精良，更是展现了中国电影人在科
幻领域坚持不懈地探索精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

满满诚意。
在刘健看来，目前中国的科幻电影发展还处

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0
年8月，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联合发布了《关于
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科幻十条’），为
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电影的制作
周期来看，《独行月球》正好是‘科幻十条’出台以
来，中国的科学界、科幻界和电影界联合落实这一
重要政策结出的硕果之一。当然，对于中国电影
界来说，科幻片还是一个崭新的类型，《独行月球》
明显还存在很多学习乃至模仿国外经典科幻电影
的桥段。但这也是一个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只
要假以时日，中国科幻电影必然走出一条新路，成
为世界科幻电影领域中的独特一极。作为电影观
众的我们，则应该对新生的中国科幻电影事业多
多支持，共同呵护他茁壮成长。”

从《流浪地球》这一成功案例来看，对国产科
幻片来说，从科幻文学借力也十分必要，据西夏介
绍，在科幻产业界，很多机构也在帮助科幻作家把
作品影视化，由成都八光分文化出版的几部长篇
小说都已经进入了授权影视改编的阶段，《火星孤
儿》电视剧即将上线，《群星》《小镇奇谈》《七国银
河》也都已经在开发中。

西夏认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国民教育水平
持续上升的今天，国内外形势形成了某种强化科
技文化的大趋势，科幻电影必然会迎来一个快速
发展的时期。科幻影视在中国基本上还是空白，
未来肯定是一片蓝海，科幻领域大有可为。随着
科技对我们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深，科幻已经不
是未来而变成了现实，所以未来中国也需要更多
的科幻作品来帮助我们应对、处理或预警各种新
的现实；科幻有很多的主题亚类型，也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探索未知、表达‘可能
性’的艺术，只要创作的作品足够多，科幻作品基
数足够大，才能谈得上真正的产业、人才，观众也
才可能有机会看到更多的精品。我现在也参与编
写高校科幻教材，随着更多的科幻内容进入学校
教育，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科幻、进而
参与我们的工作，一起推动科幻事业的发展，毕竟
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都不仅仅是娱乐，它对于我们
解放思想、自由探索想象力的边界、传播科学文明
都意义深远。”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国产科幻将充满无
限可能。

辞职做专职UP主后，我给了自己半年期限

记者：听说你原来是学理工科的？怎么开

始做音乐了？

司墨尧：我原来本科是学工科，一开始是做
专业对口的工作，但是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自己
原来的专业，后来就改行了，我就从一个下车间
专门倒腾画图、制图的人，变成了算是“文字工作
者”吧，负责一些策划企划类的工作。后来我想
再深造一下，又读了管理类的研究生。

做音乐，是因为从小学电子琴，就有点童子
功。我一直喜欢音乐，从小家里人就让我好好
念书，不过我自己偷着写歌，我第一次写歌是六
年级，初中高中我也在写，小孩儿叛逆，家里越不
支持，我越偷着写。但是当时没有什么互联网、
自媒体，没法儿发表，弄完自己嗨就完事了。

我妈是玩爵士鼓的，她算半个文艺圈的人
了。小时候我会陪她演出。但是她本人是一
个比较传统的人，她不希望我走文艺这条路。
她年轻的那个时候，搞文艺什么的不赚钱，也
没有什么未来。在她的认知里，文艺这条路你
得有人带，也的确如此，当时如果没有人带可
能就出不了圈，因为没有一个向外的“端口”。
谁能想到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呢？你自己可
以做一个“端口”出去。

记者：是如何开始做原创天津话说唱的？

司墨尧：其实就是一个机缘巧合。我从
2019年9月开始连续更新视频，一开始我也做
一些比较传统的翻唱作品，但是这类翻唱同
质化比较严重，出圈比较难。而且我自己唱
歌不是特别专业，特色稍微差了一点，我也是
在反复试，不断摸索。后来又做过配音，当然
了配音我也没有打算长期做下去，就是个玩
儿。有一个天津话说唱的视频，突然就火
了。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
原创的内容可能网友们会更加喜欢，渐渐地
偏向于这方面的创作。不过当时也是兼职，
并没有特别去研究流量什么的，主要是凭兴
趣去做，后来一段时间，再做天津话说唱视

频，点击率也没有那么高。
记者：何时决定做专职UP主的？

司墨尧：我之前的工作比较繁忙，身体不太
好，2020年的时候，疫情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
家里也出了一些事情，我想先休息一下，也想多
陪陪家人，于是就决定辞职做专职UP主。当时
家里人并不特别支持我，反正就是咬咬牙自己
干呗。可是我也要生活，也要面对赚钱这个现
实问题，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期限，辞职的时候我
有4万“粉丝”，如果年底能涨到10万“粉丝”量，
我就继续做专职，不然就去找新工作。

记者：这个10万“粉丝”的小目标实现了吗？

司墨尧：没有。年底有9万多“粉丝”，我

还有点失落。可是想想，又给自己宽限了些
时间，我就劝自己“不是还没到阴历年了么”。
最后2021年的3月，“粉丝”量才到10万。中
间有一段时间，“粉丝”量到9.9万的时候卡住
了，上不来下不去，那阵我一直在焦虑，不知道
是选题的问题还是什么，反正不“涨粉”，甚至
说掉“粉”，当时我挺愁的，不断找选题，坚持更
新，后来慢慢地才开始“涨粉”。2022年4月初
突破100万“粉丝”，到现在有190万“粉丝”。
这是一个慢慢增长的过程，人物传那个系列的
作品和学科系列会更受网友欢迎，但是“粉丝”
量也没有突然暴涨。“涨粉”可能和我更新多有
关系吧。

需要“冲”，也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记者：王濛唱了你为她写的歌，当时你是

什么感受？可以讲讲创作过程吗？

司墨尧：我特别激动。综艺《你好星期六》
制作方和我联系，说王濛本人非常喜欢这首歌，
想在节目上去唱。我当时就特别开心，看节目
的时候更激动了。

创作这首歌时间挺长的，前前后后有半个
月。从做词到编曲，我看了他好多比赛和采访，有
上百个视频。然后把素材整理成自己需要的东
西。歌词里有她的原话，还有领会她的精神后的再
创作。编曲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就一直在想什么
乐器能和她那种又俏皮又犀利的词相契合。再到
录音的时候，我特意去模仿她那种东北腔和语调。

我做“冬奥运动员”这个系列时，每次看完了
运动员的比赛或者采访，都会被他们的精神力量
感染，被他们不服输这个劲儿所折服，我是把自
己带入到他们身上去，以他们的第一视角去创作
的，我觉得那样可能更真实。

记者：我觉得你更新的速度太快了，一周两三

首原创说唱歌曲，仅写歌词也要很久的，压力大吗？

司墨尧：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日更”，我每天
高度紧张，每天蹲“热点”往上追，没黑没白的，当
时也没经验，不知道啥热点能追啥热点不好追，
最后效果并不好。晚上有的时候只睡三四个小
时，我除了自己做原创还帮别人做。那时我一直
掉头发，还发胖，因为昼夜颠倒，吃饭也不规律。
当时真是不要健康了，就这么拼着干，这不提
倡。去年夏天，我就开始调整自己，减肥、调整作

息，不然我身体也受不了了，没办法持续的。
记者：现在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司墨尧：其实想清楚自己的路，调整就挺快
的。我现在不逼着自己“日更”了，主要精力都放
在自己的工作上，合作的少了。原创这个东西说
快也快说慢也慢，完全是跟着灵感来的，灵感一来
了，一天可能创作好几段，慢的时候也是真慢，有
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我得憋半个月，最后才能写出
来。在作曲这方面，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我可
能不会被一些东西所限制，比较随性，大概一半是
根据乐理来创作，一半是自己自由发挥。有的时
候，以“说”为主的作品，我甚至不作曲，在录音的
时候即兴发挥。

我也总结了点儿经验，比如，我会从“粉丝”的
角度去想——“粉丝”为什么喜欢我的作品？他们
在我这里想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我的特点是什
么？想明白这些，我自己就比较踏实了，坚持自己
的特点去做就可以了。

记者：这是你的“流量密码”吗？

司墨尧：也不是。“流量”这个事儿挺奇妙的，
有的我觉得特别好的作品，不一定就点击率高，有
的就突然“火出圈”了。“火出圈”的作品它一定有
一些点能触及更多人的感受。我也还在摸索。

记者：这两年做UP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和

希望是什么？

司墨尧：最大的收获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儿。我想证明一下，我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
能把这东西做得挺好的，我就挺满意的。在这个
过程里，我认识了很多不同领域里的人，然后去了
解他们的人生或者活法儿，这就很好。如果说能
再往上够一下，以后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来，让大家
更喜欢我、更认可我，那就更好了。

司墨尧smile 把自己喜欢的做成“别人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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