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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长三角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举办
本报讯 由长三角电影

发展联盟与上海戏剧学院电

影电视学院、 研究生部共同

主办的首届长三角电影编剧

高级研修班日前在上海戏剧

学院举行开班仪式。

为推动原创电影剧本创

作， 发现和培养长三角地区

电影编剧人才， 孵化优秀原

创电影作品， 促进长三角电

影文化繁荣，今年上半年，沪

苏浙皖长三角四地影协与上

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联

合发布了 “2020 首届长三角

电影编剧高级研修班暨优秀

电影剧本大纲征集” 活动通

知和具体方案。 剧本大纲征

集以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当

代中国主流价值观、 体现中

华传统文化精神为主题 ，鼓

励反映人民多样性文化审美

需求 ，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

性有机统一，个性鲜明、风格

独到的原创性作品。 活动启

动?， 截至 6 月底共收到剧

本大纲 160 余本。 来稿作者

平均年龄 38 岁， 最大的 79

岁 ，最小的 19 岁 ，有专业从

事剧本创作的编剧、作家，也

有大学教师、 在校学生和电

影爱好者。 来稿作品类型丰

富，涵盖科幻、战争、家庭、喜

剧 、神话 、悬疑等众多类型 。

经过专家评委评选， 共有 46

位编剧入选为首届长三角电

影编剧高级研修班学员。

在为期一周的本届研修

班上， 美国电影学院前任院

长杨·舒特、上海电影家协会

主席任仲伦、 北京电影学院

文学系主任黄丹教授等将作

为大师讲坛主讲嘉宾为学员

授课， 从多元角度剖析当今

电影市场的生存状态、 成功

经验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全

面提升编剧对电影市场的理

解和电影剧本创作的技巧 。

在 “小班制” 的导师工作坊

中，导演梁山、李睿珺与编剧

张琪 、冯华 、袁媛 、潘雨等将

就剧本大纲和学员进行深入

指导， 交流和解答在剧本创

作中遇到的个性难题和具体

挑战。 主办方还将为学员们

安排研学参访、 佳片观摩等

活动。 本报记者 何晶

科
幻
小
说
《脑
控
》研
讨
会
举
行

本报讯 10 月 24 日，由中国文艺

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 安徽大

学文学院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

《脑控》作品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在线

举行。《脑控》为 2020 年万派文化全新

推出的脑科幻系列小说，本书由《网络

英雄传》作者郭羽、刘波策划，文学新

人溢青首次参与创作，以“国际顶尖脑

科学家艾伯特在实验室突然被杀，大

脑不翼而飞” 作为故事起因而展开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调查故

事， 小说呼唤人们关注科技发展与人

类命运最终走向的伦理冲突。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欧阳友权认为，《脑控》不同于一般的网

络科幻小说，也不同于常见的网络悬疑

小说，本质上是一部悬疑式的软科幻网

络小说，如果悬疑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看

点， 那么科幻就是构建其上的外衣，而

这两者间的应和正是渗透在其中的人

文伦理的价值观。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

究院研究员马季也认同这部小说体现的人文价

值，他指出以往的科幻小说大多聚焦于机器人题

材，时空折叠以及宇宙奥秘等领域，《脑控》的题

材本身就是对科幻小说的某种突破，它从很小的

切口着笔，描述一个微观的脑部世界，以进化人

脑为目的的优胜劣汰本质也是给人类科学带

来的一种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

则从人物塑造的角度指出， 这部作品并没有像

传统小说那样区别出主角配角， 它不单写一个

人，而更注重写精英科学家的群像。杭州师范大

学教授夏烈表示，小说本身即拥有着文学、科幻

以及网络小说等多个交叉优势，尽管《脑控》的

篇幅仅 16 万字， 但它所呈现出的简洁和干净，

是人类在赛博空间里的一次文艺引渡和生命力

的分泌。 本报记者 袁欢

（上接第 4 ?）

我很乐意在一个更专业的语境中

聊这些，而不是将“人类学”作为一个标

签贴在我的写作者身份上，更不想主动

把我的这部分经验特异化。问人类学和

写作的关系、 做田野和写作的关系，其

中总免不了一种不自觉的预设，即某种

专门的、 独特的经历才能确保好小说，

写作者好像也成了一种奇闻异事的采

集者。 这当然是很荒谬的。

文学创作并不是简单的对外部事

件的反应； 写作大部分时候是很枯燥

的、综合性的劳作。福克纳那句关于“灵

感”的著名回答一直很真实：“对于灵感

我一无所知，因为我都不知道灵感是什

么———我听说过它，但从未亲眼所见。 ”

记者：不是说非得文如其人，但作

品确实反映了作者的观点、思索。 也就
是说， 其实你在通过小说发表对现实、

人生、生命看法的同时展示了自己。 您
怎么看待小说创作与作家经验二者间
的关联？

童末：艺术的内在逻辑不同于经验

世界； 这种逻辑蔑视对经验表象的模

仿。 如果没有对自然的、未经反思的原

初经验的批判和变形，作者就没必要去

写小说。

记者 ：有一种对 “80 后 ”、“90 后 ”

写作的评价是，这一代写作者的时代环
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文学养料也很富
足， 他们的生活里也没有多少波澜，熟
悉种种小说理论与技法。不管其偏颇与
否，你如何看待诸如这样一些对于青年
作家的认知？ 在你看来，青年作家如何

在丰厚的经典中走出自我的道路？

童末：这种批评本身就很幼稚和逻

辑混乱，所有这些环境因素和写作者的

能力没有因果关系。难道文学视野的宽

阔会阻碍写作吗？ 摆脱不了“读太多作

品和理论，写不出自己的东西”这种庸

见才是一种阻碍。另外，“XX ?”这种文

学断代除了巩固文学圈内的等级观和

话语权，对文学本身有何贡献呢？

记者：那你是否有自己的理想读者呢？

童末： 写作者最好不要预判自己

写的东西会流向哪里。多丽丝·莱辛谈

到过一个场景：在南非的一个穷人区，

在等待买饮用水的队伍中， 一位年轻

的黑人妇女正出神地阅读从一本书上

撕下来的一摞纸 ，那本书是 《安娜·卡

列尼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