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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海军：预见未来是科幻众多功能之一

改编《三体》要对它的精神内核理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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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月圆时，一年
一度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秋晚会（简称“中秋晚会”）即
将在9月21日晚8点在央视
播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
秋晚会再次来到四川，选择在
被誉为“月城”的西昌举办。

导演组介绍，曾有“月出
邛池水，空明澈九霄”的佳句
盛赞西昌这片观月胜地，时至
今日，西昌已成为著名的航天
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中国
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之一，是

“北斗”“嫦娥”的唯一“母港”。
中秋晚会唯美、浪漫艺

术风格的舞美一直以来是观
众眼中的焦点，今年的舞美在
延续以往风格的同时，创新打
造具有未来感的全景式舞台，
在虚实、古今的巧妙转换中实
现沉浸式体验。据中秋晚会舞
美总监许林江透露：“今年的
舞美设计有所突破，并非纯写
实，而是以从古穿今为主线，
总舞美概念为北斗七星，以此
为起点来设计舞台空间。”多
位参与中秋晚会录制的嘉宾
在采访中表示：“真的太美
了”，“仿佛身临其境”，对舞美
设计印象深刻。

从目前公布的舞美视频
中可以看到，中秋晚会的主舞
台以建昌古城墙为背景，城墙
上再现盘旋交错的“根雕”黄
葛树，见证着岁月变迁。演唱
主舞台设置了海上明月、北斗
七星等诸多元素，内含交叉放
射状的八条威亚索道，现代感
十足。其中，“七星伴月”的舞
台呈现，更是暗合着“北斗导

航卫星”，也象征着美满、团
圆、相伴、相生的美好祝愿。

在近半个月的录制过程
中，关于中秋晚会节目的内
容与形式，在网络上引发了
不少猜测与讨论，而目前曝
光的多样化节目形式与主题
更是备受期待。

去年在中秋晚会舞台
上，与萨顶顶合作《左手指
月》而受到好评的歌手周深，
今年将再度出现在中秋晚会
录制现场。他在采访中表示，
将演唱和星星有关的歌曲，
致敬中国的航天事业和航天
英雄。在中秋晚会采访中展
现出幕后轻松一面而登上热
搜的央视Boys，将在中秋晚
会舞台，合体献唱一首温暖
的歌曲，为每一个平凡的普
通人送上一份暖心礼物，感
谢他们的默默付出。

执行总导演董金明透
露，此次中秋晚会中将出现
外景拍摄和内场现场相结合
的节目，目的是希望嘉宾能
真正深入社区、走进乡野，来
到群众身边，去感受和展现
普通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历时半个月，2021 年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已
于近日正式结束录制，目前
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红星
新闻记者了解到，晚会将于
9 月 21 日 20 点 档 在
CCTV-1、 CCTV-3、
CCTV-4 及相关广播频率、
总台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当天的活动上发布了《2021科幻网文
新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科幻网文发展已经近20
年，从2003年开始，玄雨《小兵传奇》开启
了科幻网文的序幕，到2010年，现象级作
品我吃西红柿的《吞噬星空》一举冲破平
台纪录后，科幻类主题越来越丰富。截至
2021年8月，起点平台的月票榜前十作品
中，科幻题材占了四部。科幻类目前已有
超级爆款诞生，白金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的
作品《夜的命名术》阅读人数、收藏人数、
均订数、付费人数、付费金额五项全能，打
破起点平台多项历史纪录。单月吸引 65
万人阅读、15万人付费。

电影《流浪地球》上映、“科幻十条”发
布、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等行业
大事件，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科幻阅读热
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入坑”。
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一周内《流
浪地球》阅读页面较之前一周增长近 4
倍，订阅金额和订阅人数增长约 7 倍，收
藏人数增长 6 倍以上。2021 年 6 月 17 日，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科幻类别
日均阅读人数相较前一周增长超过20%。

《报告》还显示，科幻网文创作者、读者
和内容类型都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趋势。
截至2021年，累计有超过51.5万的创作者
在阅文旗下平台创作科幻网文。科幻网文
作家群体愈加年轻化，90后创作者成为科
幻领域的中流砥柱，占比超7成，其中Z世
代（95后、00后）创作者迅速崛起，占比超
过58%。每月有超过四成的读者追更科幻
作品，其中Z世代是最主要的阅读人群。

自贡工地发现一座古墓
门柱可见“加靖”字样

9月10日，位于四川省自贡
市大安区团结镇申家村的一处
天然气管道工地现场发现一座
墓穴，墓门上的精美图案清晰可
见，部分石刻花朵仍较完好地保
存着红色。

9月12日，在发现古墓的申
家村3组现场，记者了解到，就目
前发现的古墓规模，大约有30平
方米，可见部分是四扇平开式墓
门，它们被一根门柱平分开来，
周边还延伸分隔出多个方形空
间，具体情况不明。四扇墓门上
均刻有“满天星”图案，图案上部
分花朵较完好地保存着红色。门
上的圆形门扣已经锈迹斑斑。门
柱高约两米，宽30多公分，上面
雕刻有“加靖辛酉岁己亥月望日
修此佳城万代富贵”字样。

据了解，墓门上的“加靖”
应该为“嘉靖”，嘉靖辛酉岁即
1561年11月，距今460年。

目前，该古墓现场已经采
取了保护措施，待上级相关部
门确定发掘方案后，再开展保
护性发掘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领如蝤
蛴，齿如瓠犀，螓
首蛾眉，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自
古以来，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小
气泡、刷酸、微针
……各类护肤技
术层出不穷，而古
人们是如何护肤
的呢？一场汇集了
300 余件（套）珍
贵展品的“发现中
医之美——中国
传统医药文物特
展”将于9月17日
至12月12日登陆
成都博物馆，走入
其中就能找到古
人的“养护秘方”：
西汉养生方、明代
洗手金盆、清代

“ 瘦 脸 美 容
仪”……古人的自
我修养丝毫不逊
于我们。

“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17日在成博开展

养生方、“瘦脸仪”、牙刷……
来看看古人的精致生活

■■《《养生方养生方》》帛书帛书··西汉西汉 湖南省博物馆藏湖南省博物馆藏

贵族们的养生方

作为20世纪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
的发现完整地呈现了汉代的生活方式、丧葬观念，展现了汉
代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次展出的珍贵帛书《养生方》是世
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有关养生学的文献之一，全书记载的健身
补益方，主要用于滋阴壮阳、增强体力、黑发、益气、美色等。

在本次展览中，还有敦煌美容方书。本次展览特别设
置了“敦煌美容方书”互动环节，只需轻点，即可一探古法
美容的究竟。

■■ 玉柄水晶五珠太玉柄水晶五珠太平车平车··清清 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

清宫美颜“瘦脸仪”

此次展览中有一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玉柄水晶五珠
太平车，堪称清宫“瘦脸仪”，是一件按摩用具，和现代按
摩仪外形高度相似，女性经常用其推拿面部和身体，可以
起到舒经活络的作用。用其按摩相应穴位，有舒筋活血的
功效。在炎热的夏季与皮肤接触，更有清凉、降温的作用。

曾为慈禧近身侍官的裕德龄女士著有《御香缥缈
录》，记载了慈禧太后不少美容大法，其中就有每日用玉
制的太平车在面部揉搓，以延缓衰老、永葆青春的记载。

■■ 骨牙刷骨牙刷··唐唐 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藏成都中医药大学博物馆藏

沐浴洗漱古人都不含糊

其实在古代，人们早已明白保持卫生是预防疾病、养
护身体的前提，至少在商代人们就已养成洗手、洗脸、洗
澡的习惯。本次展出的周代铜匜和铜盘，是《礼记》“鸡初
鸣，咸盥漱”的真实表达。成都市指挥街遗址出土的骨牙
刷，证明至少在唐代中国人就已使用牙刷。

此外，本次展出的西汉楚王后赵姬使用的铜鎏金“沐
盘”，这件贵重的贵族沐浴器皿，为我们勾勒出“翠袂半将
遮粉臆，宝钗长欲坠香肩”的场景。

《2021科幻网文新趋势报告》发布

读者和内容都呈年轻化趋势
90后创作者成中流砥柱

当谈论科幻时，专家们会谈些
什么？

9月12日，在全国科普日到来之
际，“阅见幻想·未来已来”科幻大咖跨
界对谈暨科幻梦想启航计划启动仪式
在上海举行。活动上发布了《2021科
幻网文新趋势报告》，中国科学院宁波
材料研究所先进制造所副所长张文
武、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
赵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网络
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等嘉宾，围绕“科幻
IP助力产业联动，如何讲好‘新’科幻
故事”展开讨论，共话中国科幻文学及
科幻产业新未来。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
在四川西充县城一家超市购
物，因乘坐电梯捡东西时不
慎摔倒受伤，后经司法鉴定，
其右髋关节功能活动丧失
50%以上，评定为九级伤残。
事后，因与涉事超市就赔偿
问题一直未达成一致，老人
将超市告上法院。

9月12日，记者获悉，日
前，西充县人民法院就本案作
出一审判决，超市作为营业
性公共场所，是电梯的使用
者和管理者，事故发生时无
广播音频播放“注意安全”，
电梯运行无人值守疏导，存
在安全隐患，判超市方担责
四成，赔偿老人4.49万元。

■ 事件回顾

蒲老太今年85岁，南充
市西充县人。摔倒一事，发
生在2020年10月2日早上。
当天早上，蒲老太前往县城
一家超市购物，9 点 14 分在
超市购买了一桶食用油后乘
电梯下楼。当时，她一手提
油，另一手离开电梯扶手，在
捡购买的东西时不慎摔倒，
身体随电梯运行滑落至电梯
口受伤。

■ 双方申辩

因与超市方就赔偿问题
未达成一致，蒲老太将超市
告上西充县人民法院，索赔

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
等共计 13 万元。蒲老太诉
称，因涉事超市电梯口未设
置注意安全的警示标志，也
未有提示乘坐人乘坐电梯的
方法，更未设置专人值守电
梯，“摔倒后长达 10 多分钟
无法起身，无相关工作人员
前来救助，致使受伤致残”。

对此，涉事超市方表示，
根据超市当初签订的“租赁
合同”约定，电梯所占用面积
不属超市租赁，此外，蒲老太
在诉状中自述不慎摔倒，说
明自认不小心、疏忽大意摔
倒，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
务，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涉事超市还表示，根据
当天的监控视频画面显示，
蒲老太摔倒时，电梯处于正
常运行状态，超市内有循环
广播语音温馨提示：“尊敬的
顾客您好，请拉好扶手，注意
脚下安全。”而且，扶梯、墙面
等多处有警示标记“注意安
全”字样。当天，蒲老太在电
梯上放开电梯扶手提油，自
身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
务，存在较大过错。

涉事超市认为，蒲老太
当天摔倒后，同行人员未能
正确搀扶，因此蒲老太应承
担全部民事责任。

日前，西充县人民法院
就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涉
事超市赔偿蒲老太4.49万元。

八旬老太乘电梯摔成骨折
超市方被判担责四成

对谈现场，张文武也发表了“改编
难”的类似观点，他不仅是一线科学家，
还是科幻作家，结合双重身份，张文武
谈到了科幻与科技的关系：“首先，科幻
对我来说是一个思维体操。人生下来都
是充满好奇心的，但是人长着长着就不
问问题了，工作苦兮兮。人要一直年轻，
要保持童趣。”在他看来，科幻是最奔放
的思维活动，严谨的科幻是具有前瞻性
的科技创新活动。

张文武认为，科幻是根据科学精神
和科学知识，做一些预见，可以打破一
切边界去想象，即使有一些错误、夸张

也没有关系，提出来伟大的命题，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贡献。科技从一定程度上
来说，是人类能力的一种拓展，比如我
们看到的显微镜、汽车。如果要创新，那
就必须脑洞大开，要有做梦的能力，有
集体行动的能力，要有所突破，从0到
1，从无到有，我们急需提升核心竞争
力、创新力。创新力的提升，实际上就是
需要想象力，而科幻就是创新，所以，科
幻和科技创新这两者密不可分，并且现
在科幻对于科技创新的作用已经非常
大了。

“在当今的时代，科技创新的力

量越来越大，如何快速发展科技创
新？应该把科幻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科幻文学凭什么不能走到舞台的中
心，成为主流的文学呢？”张文武说，
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的时代，未来是
智慧经济时代，任何一点科技的进
步，科学的创新发展，都可能影响我
们的新文化，我们的新制度，我们的
新法律，所以说，科幻的作用在我们
这个时代很重要，全世界对它的定
位，目前仍然是偏低的。科幻至少应
该是主流的一分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科幻世界》是很多人梦开始的
地方，主编姚海军对关于科幻和科技
的关系，科技以怎样的方式构成科幻
的元素，科幻又是怎样以它的脑洞去
影响推动科技的传播和发展……进
行了解释。

姚海军认为，科幻和科技的关系
非常紧密，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1818
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使
这种关系不断得到深化。现在有一个
共识，当年玛丽·雪莱创作这部小说
时，非常敏锐地感受到即将到来的工
业时代的气息和脉搏。科幻在随后的
过程当中和科技的关系越发紧密。科
幻是科技时代的文学，这个定义是很
准确的。如果没有科学，那就没有现代
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姚海军提到，很多人对科幻小说
的预见性津津乐道，他也举出很多的
例子，比如凡尔纳《潜水艇》《登月》。但
是预见未来并不是科幻唯一的作用，
它只是众多的功能之一。姚海军认为，
科幻描述了很多种未来，为我们提供
了非常多的可能性，有一些探索成为
了现实，但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往往没
法去判断哪一种可能性会探索成现
实。虽然不能了解庐山的全面目，但是
可以知道哪一块可能会有危险，姚海
军觉得这是科幻一个很大的作用：“它
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坏的未来，选择
一些好的未来。”

看了《报告》后，姚海军提到，最
近这几年网络科幻崛起，传统出版平
台上科幻作品的发表量也是每年骤

增。过去是科幻迷每天找书看，现在
是线上线下结合，读不过来，可见科
幻作品很繁荣。

在《流浪地球》电影火了以后，IP
改编就很热了。说到科幻改编，大家
最关注的科幻IP就是《三体》。

作为《三体》的伯乐，姚海军表
示，科幻这一块是电影里面工业化特
质最浓的一部分，科幻产业是一个系
统工程，但我们现在几乎是从0起步。
探索的过程风险很大，特别是像《三
体》这样恢弘的作品，对它的精神内
核要理解得很到位，要不然徒有其
表，改编成电影后肯定会失败。姚海
军和很多科幻迷都带着复杂的心情，
但他还是希望它出来以后，能够火遍
全球。

张文武：全世界对科幻的定位偏低

科幻应该登上主流文学的舞台

科幻网文新趋势报告发布

创作者超51万
90后占比超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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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乔
雪阳 曾琦 摄影
张羽腾

2021央视中秋晚会有哪些看点？
主舞台“七星伴月”象征美满
周深再度登台致敬航天英雄

西充县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电梯系超市经营的配套公
共设施，超市是电梯的使用者
和管理者，本案中，蒲老太虽
年事已高，但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人，在乘坐电梯
时没有充分注意安全，一手提
油，另一手离开扶手，导致事
故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

不过，超市作为营业性
公共场所，是电梯的使用者
和管理者，在日常管理中，虽

然有广播音频播放“注意安
全”，在电梯扶手下面有“注
意，请紧握扶手带监管好儿
童”字样，但在事故发生时，
无广播音频播放“注意安
全”，电梯运行无人值守疏
导，存在安全隐患，管理者未
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
务，法院判超市承担 40%的
赔偿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老太提油乘坐摔倒，应担主责
无广播语音提示，超市担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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