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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成都正式申办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的消息让
不少科幻迷激动。作为国际影响最大的科幻盛典，世界科幻大会已经
有80年历史。

11月24日，在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的论坛上，四川
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第一届和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
得主吴显奎表示，科幻是面向未来的艺术，我们人类的美好越来越

离不开科幻。申幻的过程就是让成都、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也让世界聚焦成都，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成都成为
“中国最科幻城市”

三天时间，参与大会论
坛、展览、名家签售、电影周
等活动的科幻迷和市民超过
4.6万人次，仅开幕式和“银
河之夜”颁奖活动的网络直
播在线观看量就达到了56.8
万人次。

本次大会的开幕仪式
上，深圳科学与幻想成长基
金首席研究员三丰发布了

《2019中国城市科幻指数报
告》，报告通过产业发展、政
策支持、媒体覆盖和居民接
受等四个维度16项指标，得
出“中国十大科幻城市”榜
单，成都市也凭借在产业发
展和政策支持方面表现突
出，总得分位列第一，成为

“中国最科幻城市”。资料显
示，自1991年中国（成都）国
际科幻大会首次举办以来，
成都以其悠久的科幻文化历
史、浓厚的科幻文化氛围和
频繁的科幻文化活动，已成
为中国科幻迷心中的“中国
科幻之都”。这里集聚了科幻
世界、时光幻象、八光分、赛
凡科幻、海星社等科幻产业
机构，诞生了“银河奖”“华语
科幻星云奖”“未来科幻大师
奖”“冷湖奖”等中国较具影
响力的科幻奖项，发掘培养
出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等
中国顶尖科幻作家。

我国首个科幻研究院
在四川大学成立
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

科幻大会堪称科幻迷的节
日，所有活动均免费参加。本
届大会邀请了科幻爱好者熟
知的刘慈欣、王晋康、何夕、
韩松以及国外知名科幻作家
罗伯特·索耶、苏珊·帕尔梅
亲临现场讲授、签售，和成都
的科幻迷们亲密接触。除此
之外，本届大会设有科幻产
业类、科幻文化类、科幻学术
类、科幻教育类、申办世界科
幻大会专题等五大类40余场
论坛，议题较往届大会更加
多元化。值得一提的是，互动
性成为本届大会的重要内
容，四川省科协主办了“国际
科幻文创&产业展”，邀请数
十家国内外参展机构带来如

《流浪地球》电影周边道具模
型、“生物重生”拾野自然艺
术展、《末日远征》游戏等科
幻影视、动画、游戏及相关周
边作品进行展示，令本届大
会的科幻氛围更加浓郁。

据悉，在第五届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落下帷幕
之际，由四川大学和四川省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共建的中
国科幻研究院于 24 日在四
川大学成立。这是我国首个
科幻研究院，将致力于对中
外科幻的发展现状进行全方
位研究。中国科幻研究院将
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负责具体实施。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告诉
新华社记者，今后研究院将
围绕科幻文学、科幻文化、科
幻传播、科幻产业等领域，培
养一支中青年学术队伍，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理论
体系，提升我国科幻研究水
平，推动科幻文艺创作，指导
科幻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邱峻峰 综合新华社 摄
影记者 王效

？
刘慈欣：

天府之国，文化魅力，
这是成都最大的魅力

申幻 成都具有三大优势

40 年前创办的杂志
《科幻世界》影响了三
代人，由《科幻世界》
牵头，1991年曾经承
办了一个国际性的科
幻大会，1997年也承
办了第二届国际科幻
大会厚

1
历
史
底
蕴·

成都具备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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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幻相关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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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万人次参与
300多位科幻作家集结
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圆满落幕

大咖面对面

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期间，著名科
幻作家刘慈欣抵达成都后第一时间接受了采访。值
得一提的是，《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当时也在一
旁，当记者问及成都公司曾参与制作《流浪地球》特
效画面，未来是否还会与这家成都公司再度合作的
时候，他表示有这个计划，因为目前电影《流浪地
球》第二部正在筹备中。

记者：成都正在申办2023年的世界科幻大会，
成都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

刘慈欣：最大的竞争力是，从大环境来看，中
国科幻目前日益受到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欧
美、伊朗这些科幻中心地带的注意，这是一个优
势。第二个优势是，成都是有相当长科幻传统的
一个城市，毕竟，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科
幻世界》，就在成都，它培养了大批的科幻作者和
科幻迷。放眼全世界，成都都是一个很有科幻氛
围的城市。

第三个优势，成都本身的城市魅力，有丰富的
文化底蕴，有自身的特点和风韵，休闲城市的风格。
天府之国，文化上的魅力，这是成都最大的魅力。

记者：今年是《科幻世界》创刊40年，你个人创
作也是与《科幻世界》紧密联系，你能否评价杂志对
个人和科幻的意义？

刘慈欣：对我个人而言，我的第一篇科幻作品
就是在《科幻世界》发表，也正是通过这个杂志，我
几乎发表了大部分作品，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都
是通过杂志发表。因为《科幻世界》，我由一个科幻
迷变成了一个科幻作者。

另外，很长一段时间，《科幻世界》杂志是国内
唯一一个科幻作品发表平台。从七十年代，一直延
续到现在，《科幻世界》培养了大量科幻作家，甚至
有一个时期，全中国大部分科幻作家都来自《科幻
世界》。

记者：你认为科幻作家可以培养吗？
刘慈欣：科幻作家可以培养出来，某些观点认

为作家是不能培养的，那是在某一些文学领域，但
是科幻作家是能够培养的，比如在美国，作为科幻
文学中心，很多专门培养科幻作家的培训组织和
培训班，美国很多科幻作家甚至包括科幻大师，虽
然不是通过专门机构培养出来，也是与科幻编辑
进行大量互动，受过科幻编辑大量引导和影响来
成为大师的。

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靠培养作家，很难促成
科幻的黄金时代。因为科幻文学不但要有作家，还
要有受众群体和文化大环境，这需要时代的推动，
让社会产生对科幻文学的需求，只有这个时候，才
能让科幻文学繁荣。这个需要更大经济基础背景以
及科幻文化介质的力的作用。

记者：当今社会的科技感越来越强，对科幻小
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科幻小说如何实现破局？

刘慈欣：科幻小说产生神奇的力量，那就是
科学的神奇感，现在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生活方
方面面，对科幻小说确实是本质影响，至于如何
破局，坦率说我不知道，科幻文学曾经做了大量
努力突破局面，包括西方科幻新浪潮运动，试图
让科幻小说和主流文学融合，试图把现代和后现
代强烈表现手法引入科幻小说。现在美国的科幻
小说也转入和过去不同的方向，更关注于我们自
身，关注人类面临的问题，但是所有努力在现在
看来都不是太成功，科幻小说该如何突破局面，
我真的不知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效

创作 科幻作家是能够培养的

昨日昨日，，为期三天的为期三天的
第五届中国第五届中国（（成都成都））国际国际
科幻大会在成都落幕科幻大会在成都落幕。。
本届大会以本届大会以““多元幻想多元幻想，，
多彩未来多彩未来””为主题为主题，，包括包括

““20192019科幻高峰会议暨科幻高峰会议暨
亚洲科幻会议亚洲科幻会议”、“”、“银河银河
之夜之夜””颁奖盛典颁奖盛典、、科幻主科幻主
题系列巡展及题系列巡展及4040余场行余场行
业高峰论坛业高峰论坛，，全面展示全面展示
了以科幻文学为源头的了以科幻文学为源头的
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现状中国科幻产业发展现状
及未来趋势及未来趋势。。与往届会与往届会
议相比议相比，，本届大会更注本届大会更注
重 科 幻 事 业 的重 科 幻 事 业 的““ 国 际国 际
化化”、“”、“产业化产业化””发展发展，，邀邀
请了来自请了来自1414个国家的近个国家的近
6060位国际嘉宾位国际嘉宾、、300300余余
位中国知名科幻作家位中国知名科幻作家、、
相关学者及产业精英共相关学者及产业精英共
同出席同出席。。

成都申办世界科幻大会，
““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得主得主

给出3点理由

申幻，

刘慈欣签售

11月22日，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开幕

本届科幻大会堪称科幻迷的节日

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上，成都正
式申办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
始于1939年的世界科幻大会，是科幻
圈“顶流”。它是当今世界最受瞩目、
历史最悠久、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科
幻文化主题活动。被称为“科幻界诺
贝尔”的雨果奖，就是在世界科幻大
会上揭晓。

成都为何要申办世界科幻大会？在
昨日的论坛上，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
事长、第一届和第四届“中国科幻小说
银河奖”得主吴显奎表示，申幻的过程
就是让中国的科幻迷、科幻创作者，科
幻产业链上的所有从业人员都能够聚
焦科幻，“因为我们一直坚信科幻是面
向未来的艺术，我们人类越来越美好
离不开科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很久
远，我们有厚重的历史，我们有自豪
感，但是有时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要
去创造未来的辉煌。我们申幻实际上
就是成都、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
世界聚焦中国、成都的过程。我认为这
种互动会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走向一个
新的阶段。”

一场影响力巨大的
世界科幻大会

是科幻圈“顶流”

科幻
盛会

“成都申办的软硬件都已具备。”在
吴显奎看来，成都申幻有很好的基础。其
一，有40年前就创办的杂志《科幻世界》。

《科幻世界》发行了40年，影响了三代人，
由《科幻世界》牵头，1991年曾经承办了
一个国际性的科幻大会，1997年也承办
了第二届国际科幻大会。第二，成都具备
了一定的发展科幻产业的基础。“国内非
常火的两部片子，《流浪地球》和《哪吒》，
成都相关的技术团队做了很重要的贡
献；在成都还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我们依
托四川传媒学院，建立了一个影视硅谷，
这个传媒学院在校生24000人，专门搞动
漫、游戏和影视。”

第三，成都有很多民间机构。去年成
立了成都机构牵头的银河科幻联盟，组织
了国内一百多家和科幻相关的机构，联盟
希望推动科幻事业、科幻创作。“我们成都
有由民间机构转化为公司的几个机构。一
个是时光幻象公司，专门推广科幻。还有
一个叫塞反科幻空间（音），是科幻作品制
作的机构。还有一个成都科幻文创中心，
还有一个华人科幻星云奖，这个星云奖就
是从成都诞生的，现在也举办了十届。

成都申办世界科幻大会的顾问、
2017年世界科幻大会副主席赫晶女士，
特别强调了申办世界科幻大会的重要一
环——投票。“参加本届世界科幻大会的
人，就是投票下一届的人，他们会获得一
些投票权。那么对于申办来说，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确定来自于其他
地区的科幻迷能够看见你，他们知道你
的计划是什么，他们能够与你们见面，这
个其实是非常难的。”赫晶认为，成都申
办世界科幻大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有成都特色，让国内的科幻迷、世界科幻
大会知道成都的魅力，我们需要把成都
的特色带到全球去。

2020年，第78届世界科幻大会将在
新西兰惠灵顿举办，作为2020年世界科
幻大会主席，凯利·比勒对赫晶的话表
示赞同。他提到，世界科幻大会申办的
难点，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本土的氛围
和特征带到所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当
中，并且介绍给本地的科幻迷。他希望
有一些来自成都申办委员会的人参与
筹备新西兰的科幻大会，这样更能让科
幻迷们知道世界科幻大会的组织流程。

一座蓄势待发的
“成都申办的

软硬件都已具备”

文化
之城

一个至关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成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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