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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锐导演张吃鱼执导，沈腾、马丽领衔主演
的科幻喜剧电影《独行月球》7月 29日首映，当日
票房即破3亿元，上映6天总票房已超13亿元，为
国产暑期档电影市场带来欣喜。

科幻片作为电影的一种表现类型，近年来异
常活跃。2019 年，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

《流浪地球》席卷46.86亿元，跻身中国票房榜五强
之列。2021 年，沈腾在《我和我的父辈》中开始

“喜剧+科幻”的全新尝试，体现了“开心麻花”主
动突围的决心。今年暑期档，陈思诚的奇幻喜剧
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虽然口碑一般，但并未影
响他继续筹拍刘慈欣的《球状闪电》的信心。

如果说武侠片是面向历史和传统文化寻找创
作资源，那么科幻片则是朝向未来展开想象空
间。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科学技术
的突飞猛进，想象和虚构的空间被前所未有地打
开。在数字技术、虚拟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的加
持下，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化为现
实图景，不再受实地场景的约束，这无疑拓展了科
幻电影的新空间。体现电影工业化水平的科技实
力和体现电影产业化的消费能力的全面提升，成
为牵引中国电影加速发展的两个引擎，也使中国
电影想象力的“变现”成为可能。

本来我对喜剧片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已看过
的喜剧片中烂片实在太多。但这一次的《独行月
球》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是一部让我刮目相看的
佳片。不断的反转、意外、冲突构成了电影跌宕起
伏的剧情，失意、信念、阴暗、光明中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可爱。大制作、小温情，在未知
宇宙和喜剧中相融合，120 分钟的影片笑点泪点
飙升，电影院重现久违的熙熙攘攘、笑声不断的超
欢乐氛围。虽然结局有待商榷，但仍不失让人体
验了一场精彩的科幻喜剧盛宴。

这部改编自韩国知名漫画家赵石的高口碑
同名作，讲述的是在浩瀚的宇宙星河中，一个普
通人是如何成为拯救地球英雄的故事，里面还包
裹着一个擦肩而过的“宇宙级心动”引来的浪漫
爱情内核。

喜剧本身就是通过观察故事里的人的不完
美，来正视自己的不完美，然后真正实现人生的
逻辑自洽。沈腾饰演的男主角名叫“独孤月”，
这是一个颇具侠气的名字。作为“月盾计划”的
宇航工程师，因为给“一见钟情”的女领队马兰
星（马丽饰）写情书表露心意，意外错过了最后
的紧急撤离，一个人落在了月球，成为“宇宙最
后的人类”，并开始他在苦寒月球孤勇独行的硬
核爆笑旅程。

“反英雄主义”是好莱坞电影常用的黑色幽默
噱头，顾名思义，它与英雄主义的信念是逆反的。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也看
到了普通人身上的凡人善举，事实上，独孤月的确
完成了从一个普通人到超级英雄的蝶变。

“有那么一些人，碌碌无为是他的日常，普
普通通是他的人设，但是关键时刻他却能挺身
而出。”通过电影寻找力量，通过一个喜剧的故
事寻找平衡点和心理支撑，这是所有喜剧的内
核。无论是向全世界直播独孤月的月球生活，
还是独孤月误以为的地球“通信”，抑或人们点
亮地球给他以希望，一个个小人物，努力让自己
发一点光，以照亮他人。就像是宇宙黑幕中的
繁星点点，共同绘出了天河璀璨。虽然这是典
型的浪漫主义的超凡想象，却给绝望中的独孤
月带来希望。“你不是一个人”，也是影片中最打
动观众的桥段和笑点。

令人感叹的还有我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的速
度，全片90%以上的镜头涉及特效制作，皆由国内
顶级特效团队完成。如果说《流浪地球》的拍摄成
为中国“硬科幻”电影元年的话，那么《独行月球》
充分证明我国“软科幻”电影一样能做得很好。特
别是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脾气暴躁、毛发逼真的金
刚鼠刚子，既没有与“独行”相违，又有了人鼠斗
狠、耍宝的对手戏。最后人鼠和谐共生，独孤月舍
生忘死救鼠，刚子拉着独孤月乘着爬犁飞跃陨石
坑一幕酷炫而潇洒，是全片的亮点，即使对标好莱
坞大片，也不遑多让。

时隔七年之久，沈腾和马丽这对黄金搭档再
一次合作，表现都相当亮眼，较好地把握住了这份
浪漫而又戳心的“异球”恋情。特别是独孤月在月
球历经两年半的孤独后，终于和地球取得联系，在
几分钟的时间里，沈腾分别展现出喜悦、欣慰、委
屈、痛哭以及面对喜欢的人绽放出孩子般的笑，让
人印象深刻。支撑独孤月在月球长期生活的，不
仅仅是爱情，还有对于留一盏家灯的渴望，这是小
人物的诉求，也是后疫情时代，一个令人向往的普
遍状态。

宇宙那么大，我最想去的还是你身边。“就让
我，乘着风/变成落叶，变成流星/坠入你心中/我
的肩膀背得起银河的重量/却背不起一滴你想念
的泪光。”片尾独孤月舍身去炸“Л+”的时候，伴着
那首《带我回家》的动人歌声，深深打动了观众。
尽管两人相隔 38 万公里，但彼此的心却靠得最
近，引发了人们的共鸣，并笑中含泪地体味影片传
递的勇气、柔情以及牺牲精神。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提高了观众
对科幻电影视听价值和奇观满足的期待值，另
一方面也增强了人们对技术体感和微观控制
的要求。这促使最新科技产物越来越紧密地转
化为科幻电影中的叙事。科幻电影与技术相
生、共生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科幻电影是技
术的受益者，也是技术的驱动力，并最终在技术
赋能下推动与世界接轨。

当然，《独行月球》还有不少细节和戏剧化表
现存在争议。比如，与李诚儒等老戏骨和常远等
中生代实力派演员相比，一些配角各方面表现都
差强人意，但这些微瑕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部成功
的科幻佳作，也为今后科幻电影拍摄积累重要经
验。正如片尾曲《你留下的爱》中唱的那样：“仰望
天空/是你留下的爱，化为星海/跨越时空/是你留
下的爱，不离不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理事，葫芦岛市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一场精彩的
科幻喜剧盛宴

——我看电影《独行月球》
叶 星

“北汤城市书房”位于沈北新
区北汤温泉国际小镇，市民可以
在“竹林里”“瀑布边”“阳光廊下”
边休闲边看书，这是一个文旅商
融合的阅读空间“样板”。“知舍书
房”在造型和空间设计上具有独
特的风格，主体建筑由集装箱搭
建而成，室内空间设计私密而不
局促，无论坐在哪里都有书籍陪
伴。“北岸书屋”打造了与水为邻、
小而精的数字化城市书屋，书屋
配有电子图书瀑布屏、电子阅读
机、iPad 阅读机、自助图书借阅机
等数字化图书馆设备。在电子图
书瀑布屏上，有万册电子书籍可
供读者选择，每月更新其中的150
册，读者可以享受数字阅读的方
便和快捷。

辽宁省图书馆馆长杜希林
说，城市书房能够提供各种类型
的图书以供人们阅读和学习，新
书替旧书，让书流动起来是城市
书房应该有的功能，假如只能阅
读不能借阅，城市书房就是一个
阅览室。城市书房的本职功能是

给居民提供阅读途径，从而进行
文化知识的传播。而文化知识的
传播是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

城市书房以其包容性能够有
效地实现社会教育的开展，从而
满足学生课外阅读的需求。尤其
一些主题书房以其专业性满足读
者在某一领域获得专业知识的需
求。比如位于老北市的“汉字主
题书房”是全国首家汉字主题书
房，其以汉字文化为主题，引进
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你爱上
中国字”。来到这里的读者可以
通 过 讲 解 员 讲 解 、电 子 设 备 演
示、主题讲座等方式了解汉字的
产生、演变历程。刘思涵、李萌、
任禹澄、张丽华、王璠、霍思涵等
是“汉字主题书房”的讲解员。记
者在听过 10 岁的讲解员任禹澄
讲解后，采访了他，他说，在“汉字
主题书房”中，他了解了距今3000
多年的甲骨文，喜欢上甲骨文，学
习甲骨文，通过考试成了“汉字主
题书房”的讲解员，将来，他会更

深入地研究甲骨文。他指着书房
标识上的甲骨文说：“这些甲骨文
你不认识没关系，只要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键入文字编号即可听
讲解。”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
燕楠说，当前，城市书房已经逐
渐成为除学校、公共图书馆外开
展 公 共 教 育 活 动 的 重 要 场 所 。
城 市 书 房 让 文 化 走 进 市 民 生
活。当一座座城市书房近在身
旁，可随时阅读承载着各种知识
的书籍，市民的文化素养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城市风貌就会悄然
地发生改变。

城市书房的建设是推动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书
香社会形成的有效途径，是一条
值得拓展深化的发展路径。据
记者采访了解，不仅城市书房建
设已具规模，而且目前，农家书
屋、社区书屋、职工书屋、乡镇综
合文化站等已遍布我省各地，规
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织
就一张“公共阅读服务网”。据

省文化和旅游厅工作人员介绍，
2021 年至今，我省有 78 个县级图
书馆开展了总分馆制建设，建设
分馆 1696 个，建有新型文化空间
90 个。

杜希林说，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提升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功能，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
国”。城市书房的建设体现了公
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发展。

城市书房建设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促进书香社会形成的有效途径

城市书房让市民畅享爱“阅”生活

公共阅读“最后一公里”突破进行时
姜 普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近年来，“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地、生根、发芽，作为一种新型文化设施，越来越多的城市书房，成
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城市书房不仅开拓了阅读空间，而且创设了公共文化交流新空间，推动了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如
何拓宽城市书房的功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记者采访了几位文化专家，他们认为，城市书房通过不断延展阅读空间的触角，
逐步实现全民阅读公共服务网络的全覆盖，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使阅读成为市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8 月 2 日 9 时，记者来到位
于沈阳市大东区时代公园的时
代文仓城市书房，书房门口排
着长长的队伍，自今年6月1日
书房正式开放以来，总人流量
已达 5 万人次，有时候一天能
超过3000人次。

2022 年，“全民阅读”连续
第 九 次 被 写 入 政 府 工 作 报
告。建设“书香中国”已成为
全民共识。各地每年都举办
全民读书节，各地不断建设各
种公共文化设施，省市县各级
图书馆、书店、流动图书馆、城
市书房、城市书屋、农家书屋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最引
人关注的就是快速发展的城
市书房。

作为一种新型阅读场所，
城市书房以其充满创意和个性
化的特色，吸引了越来越多人
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目前，沈阳市已建成城市书房
23 座、城市书屋 114 间。这些
城市书房、书屋散落在城市的
大街小巷，以现代化的装修风
格、开阔的空间以及丰厚的藏
书，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吸引
市民走进这里，静下心来，翻开
书本，开始阅读。

城市书房作为公共阅读空
间，强调环境品质与读者体验，
在外观造型、室内设计上，不仅
装修得体、布置整洁、环境优
雅，而且注重体现文化建筑的
氛围感，营造出精致、家居式的
阅读环境，提高了读者的阅读
体验，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

在位于沈阳市大东区的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记者了解
到，这座书房由旧东贸库改造
而成，东贸库是1950年开始建
设的第一代仓储园区，是沈城
现存建设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保存最完整的民用仓储建
筑群，对于全国仓储物流业发
展史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

“东贸库历史建筑群”被列入
《沈阳市第五批历史建筑初选
名单》。沈阳市大东区文化旅
游和广播电视局局长佟彦慧
介绍，2021 年，时代文仓城市
书房由东贸库改造后，成为工

业建筑成功转化的沈阳新文
化地标。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采用清
新田园风格的装修内饰，藏有
政治、艺术、文化、科技等诸多
领域的15万余册书籍，是集阅
读、交流、休闲等于一体的面积
达 5500 平方米的综合性文化
空间。

和“时代文仓”一样，“红梅
产业园”城市书房也是由废旧
厂房改造的，这里原来是红梅
味精厂发酵过滤车间，斑驳的
红砖墙面、半圆式的穹顶，保
留了车间原有的基本外形和
框架结构，再以复古文艺风重
新装修。市民王女士说，坐在
这座始建于 1945 年的发酵过
滤车间里选书、看书，能感受到
历史厚重感。除了阅读学习，
这里也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拍照
打卡地。

在沈阳，像“时代文仓”
“红梅产业园”这样充分利用
工业闲置厂房、老旧历史建
筑，通过盘活、整合、修缮等方
式，建设成为具有地域特色、
符合百姓需求的个性化的城
市书房还有很多，比如“奉天
记忆”书房，是利用原沈阳自
行 车 飞 轮 厂 车 间 改 造 而 成
的，“知舍书房”是由废弃锅
炉房改造而成的，“奉天工场”
书房，保留了老厂房原汁原味
的工业风格，充分体现出工业
文化“老字号”元素。而城市
书房（莫子山店），是利用原有
废旧厂房空间重新改造而成
的，其整体设计风格是根据博
尔赫斯的小说内容获得灵感
设计的，以白色为主色调，风
格大气简约时尚。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
授、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马
琳说，辽宁工业遗产很多，将工
业老建筑打造成城市书房，一
头是历史，一头是文化，将工业
与文化进行多重碰撞，营造出
了老工业区特有的文化氛围。
在这里，既能了解工业文化的
历史，又能享受到公共文化便
利化的服务，温暖着读者，也温
暖着沈城。

将工业老建筑打造成城市书房，营造出老工
业区特有的文化氛围

作为全民阅读的新型服务载
体，城市书房无疑是图书馆和书
店等传统阅读场所的延伸和有益
补充。

从广义上看，图书馆和书店亦
是“城市书房”，比如，辽宁省图书
馆，是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中单体
面积最大的图书馆，亦是最大的城
市书房。2021 年，虽有疫情影响，
但仍服务读者 400 余万人次。除
了在这里读书，作为公共文化空
间，还为举办展览、讲座、推广主
题阅读活动等都开拓了文化交流
新空间。比如玖伍文化城虽是书
店，但也是大型城市书房，以场景
化的模式将阅读、艺术、文化、游
览、休闲等功能集于一身，是全国
单体最大的文化综合体之一。每
逢周末，市民李军就携全家来这
儿，边喝茶边读书；有时，也会听
一场讲座，或者看看展览。他说，
他 还 清 楚 地 记 得 在 这 里 举办的

“鲁迅的身影——原版照片珍品
展”，展出 100 余张鲁迅生平原版

照片，展览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
事，让他了解到一个真实而亲切的
鲁迅。

尽管图书馆、书店同样具有城
市书房功能，但是这些公共文化空
间毕竟数量有限，还不能给市民带
来特别便捷的服务。而城市书房则
不同，它是建在家门口 5 公里之内
的公共文化空间。

从图书馆、书店到城市书房的
变化，是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需
要。过去人们能享用的公共文化空
间只有图书馆、书店等，如今不断涌
现的城市书房解决的是公共阅读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公共阅读
空间已经来到了市民身边，已经融
入百姓的日常生活。

沈阳的城市书房，在立足文化
特色进行个性化设计的同时，结合
所属区域的地域特色与生活风格，
营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氛围。有
的书房依河而建，有的坐落在商业
街，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
趣。王艺是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

的大学生，她去过坐落于沈水湾公
园里的“北岸书屋”、横跨在长白岛
内河上的“红色城市书吧”和位于
沈北新区北汤温泉国际小镇的“北
汤城市书房”。她说，这些书房实
在是太方便了，尤其对于居住在附
近的居民，真是转个街角就到，这
些城市书房就是居民的“精神粮
仓”，是市民幸福生活的标配。因
为这些随处可见的城市书房，极大
地增强了她对沈阳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

评论家白长青认为，沈阳推进
城市书房建设，打通城市公共文化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通过不断
延展阅读空间的触角，逐步实现
全民阅读公共服 务 网 络 的 全 覆
盖，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 、均 等 化 ，使 阅 读真正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相信未来会有更多
城市书房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
田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地标，让文
化软实力变为不断前进发展的硬
实力。

城市书房打通公共阅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公共阅读空间
已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核心
提示

时代文仓城市书房。

玖伍文化城内坐满了阅读者。位于沈阳老北市的“汉字主题书房”。

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城市书房（万达ONE店）。

辽宁省图书馆内的文溯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