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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AI技术将打破传统观影模式，观众可身临其境、实时交互

20年后看电影将是怎样的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VR）一直被预言是电影的

未来。从 20世纪初期的动画电影，到如今越来
越多电影人采用 360度全景拍摄， 技术的不断
发展似乎告诉我们： 未来已来。 英国广播公司
（BBC）文化频道记者鲁克·巴克马斯特认为，一
场电影产业的变革已然开始， 增强现实技术
（AR）?人工智能（AI）和数字世界的日益强大都
将给电影带来巨大潜力。 那么，20年后的电影
会是什么样，又将带给观众怎样的全新体验？

为你一人设定
按照 VR专家克里斯·米尔克的说法，未来

电影将为观众带来量身定制的沉浸式体验。电
影可以“制作出一个实时的故事场景，而且这
个场景只为你一人设定，符合你的所有喜好”。

米尔克认为，现在的电影都停留在“故事
讲述”阶段，但在未来，可以理解为是“故事体
验”。不再是一大群人看同一部电影，有一样的
笑点和泪点， 影院体验将演变为一种个人体
验，“就好像在过自己的生活那样真实和自然，

但同时有很精彩的故事和很棒的角色”。

米尔克指出， 虚拟现实具有艺术潜力。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由电脑创作的角色将
在电影中根据故事情节给予观众实时回应。你
可以把电影想象成进阶版的智能语音助手，但
它不再是简单回答问题，而是由影片中的人物
角色根据故事情节给出反馈。

但就目前来看，现有技术还不足以创造出
这种能像真人一样与观众实时对话交互的 AI

角色。“但我们可能不需要 20年就能实现。”米
尔克说。

多维空间体验
说到 20 年后的电影，被《华尔街日报》称

为“VR界教母”的著名纪录片制作人诺尼·德
拉佩纳指出， 现在的电影屏幕都是二维的，而
在未来，“平面媒体仍将存在，就像我们现在还
听广播一样，但电影制作将不再是扁平的。”

取而代之的，将是能够让观众充分投入其

中?在房间里自由行走?活动的多维空间体验。

德拉佩纳认为，这是因为随着年轻受众数量上
升，他们更喜欢具身式的体验，渴望在电影中
表达他们自己的观念?教育背景及其他信息。

尤金·钟执导了广受好评的 VR 电影
《Allumette》，被业界称为“杰作”，这也使得钟
成为 VR电影界的先驱者。这部电影以一座漂
浮在云端的未来主义城市为背景，采用了名为

“六维自由” 的技术， 让观众可以在现实世界
中，跟随片中主人公一起探索电影里的世界。

钟认为， 未来 VR将越来越多地与 AR云
融合，AR 云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的数字拷贝。

“想象它是一个加强版?可读写的谷歌地图，你
在街上行走的同时， 正在复制整个世界，”他
说，“我们将把它与真正高端的 VR 技术结合
起来，这太奇妙了。”

走向“意识艺术”

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得主?导演利
奈特·沃尔沃思说， 未来电影的叙事也将因为
虚拟现实技术而改变，将有更多新的方式探索
人类意识的多元化。“我们由此可以感知自闭
症患者的世界是怎样的。”

展望未来，VR 和 AR 技术将拓展传统电
影的边界，比如，观众可以通过佩戴专业设备，

从观影模式切换到沉浸体验模式。“想象你在
观看《疯狂麦克斯：愤怒之路》这部电影，戴上
耳机， 前一秒你看到的是传统影院的屏幕，下
一秒你就可以进入电影场景， 坐在女主角身
旁，她载着你一起在沙漠中飞驰。”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技术也可以具有
危险性。与不具备交互式体验的传统制作方
式相比，在虚拟场景中的电影制作更容易失
控。 美国著名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曾表
示， 虚拟领域的艺术创作给予观众很大空
间，不再需要按照电影叙事方向走，而是可以
自己做决定。

也有很多人认为，如果未来观众可以在电
影中加入自己的经历，正面效应仍将大于负面
效应。这也印证了业界的一种预期，电影的未
来不再是一门视觉艺术，而是“意识艺术”。

凭借年轻人比例高、生活成本适宜、政府大力扶持的多重优势，吸引新一代创业者

孕育“独角兽”，福冈要做“日本硅谷”

尽管以强大的高科技产业闻名，但令人惊
讶的是，日本的科技初创企业发展缓慢。作为
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只有一家“独角兽”企
业，相比之下，美国有 127家，中国则有 78家。

这一现状可能被位于日本最西角?夹在群山和
大海之间的福冈打破：这个日本增长最快的城
市有望成为日本的“硅谷”。

由于资金和人才仍然集中在东京，福冈能
否真正与之匹敌还有待观察。 福冈市长高岛
宗一郎显得信心十足：联系紧密的初创企业
社区?年轻的劳动力队伍?承担得起的生活成
本……这一系列因素，足以吸引渴望避免东京
快节奏竞争的新一代企业家。

欲复制西雅图的成功
2010年当选福冈市长后不久，高岛宗一郎

前往美国西雅图访问。这次经历打开了他的眼
界。在他看来，福冈与西雅图有太多相似之处：

都是沿海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发达?人力
资源十分丰富。在这些条件下，西雅图不仅孕
育出诸如亚马逊?微软等巨头，还孕育出蓬勃
发展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 让高岛大受震动。

他认为，福冈能够复制这一成功，并帮助日本
经济走出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的老路。2011

年，他发表《初创企业城市福冈宣言》，决定将
福冈打造成一座适合创业的城市。

2014年，日本政府圈定福冈为“国家战略
特区”，允许福冈为新企业减税，为外国企业家
提供特殊签证。

多重卖点提升吸引力
当地政府对福冈中心商务区天神的一所老

学校进行改造，创建了创业支援设施“福冈下一
代”（Fukuoka Growth Next，简称 FGN?。FGN于
2017年开业，为崭露头角的企业家提供一站式
服务。FGN秘书处总干事田中保成表示：“简单
地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培养未来的独角兽。”

FGN提供的支持包括： 出租办公空间，价
格“相当美好”，跟周边办公楼相比大约仅为三
分之一；在初创咖啡馆，咨询师提供免费的商
业?法律和财务咨询。FGN还定期举办讲座?研
讨和配套活动，将初创企业与客户和投资者联
系起来。

FGN 最初的目标是 2018 年 9 月之前，租
户可融资 5亿日元。而实际数字远远超过这一
目标———融资达 71亿日元。 福冈的新企业创
办率（一年内新注册企业的百分比）跃居全国
首位，达到 7%，远高于东京的 4%。

之所以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源于福冈拥
有不少优势。众所周知，日本饱受人口老龄化
和劳动力萎缩问题困扰，福冈却是日本人口增
长最快的城市，而且年轻人比例最高。福冈的
租金大约是东京的 60%，而且距离首尔和上海
更近，不少人视其为日本“通往亚洲的门户”。

正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促使福冈本地
人井手康博将其电子商务公司新世界的总部
搬回家乡。他说，“在福冈，招聘低薪水工程师
和设计师很容易，办公成本也更低，”

软件公司 Nulab首席执行官?福冈创业界
资深人士桥本正则认为，福冈城市紧凑，意味
着创业社区兼具紧密性和多样性，这有利于团
队建设和人际关系。

福冈的另一个卖点是城市的“宜居性”。从
市中心乘地铁到国际机场只需要 15 分钟，通
勤时间不长， 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很常见。远
处群山若隐若现，大自然仿佛触手可及。

人才与资金仍是短板
赞誉之下，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在福冈，

两大关键因素仍供不应求———人才和资金。正
如来福冈创业的法国企业家普布兰所言，福冈
的风险资本有限， 所以当创业公司发展壮大
时，通常不得不前往东京寻求投资和客户。

FGN最成功的“毕业生”之一是软件公司
Skydisc，该公司利用人工智能帮助客户提高工
厂生产率，被《日本经济新闻》誉为“未来的独
角兽”。Skydisc海外战略官员义彦末永表示，由
于大多数客户的总部位于东京，三年前，他们
在东京开设了办事处。 人才也是一个考虑因
素———尽管在福冈能找到有能力的开发人员，

但更先进的技术却集中在东京。

全球风险投资公司白星资本驻东京办事

处负责人沙恩·那高表示，过去两年，由于福冈
市长的努力，福冈人气大增。尽管如此，他也承
认，福冈仍被视为相对不成熟。

他以京都为例，指出在定位方面福冈需要做
得更好。“通过围绕京都大学和京瓷?欧姆龙等大
型电子公司打造生态系统，京都已经成为硬件初
创企业的温床。”那高认为，对福冈来说，一个重
要的机遇是靠近亚洲，这使得它可以吸引海外人
才，而不是与东京针锋相对。福冈还需要更多成
功案例和出色表现，才能吸引更多资金。

朝未来 5年目标迈进
不过，福冈并没有安于现状。福冈创业部

门主管津田尚克表示， 他们当前的目标是未来
五年，创造 100家初创企业，估值达 10亿日元。

3月底，FGN暂时关闭进行重组，5月将在
新管理层领导下重新启动。届时，它将与一家
国际知名初创企业加速器合作，为一批新的初
创企业提供指导和资金。

当地政府也在发力。在距离市中心约 4公
里处?大约 50万平方米的一片土地上，政府正
尝试打造智能城市，为 5G?无人驾驶?远程医
疗等先进技术创建实验平台。

诚然，建立人才?知识?资金的完善体系需
要时间，福冈成为高岛口中的“活实验室”也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以其独特的创业活力?较
高的生活质量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福冈正成为
不少人心目中宜居的理想之地。

NASA：月球不断“变瘦”
像葡萄缩成葡萄干，致月表“起皱”和地震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近
日发布的分析结果显示，月球正在稳步缩小，促使
月球表面“起皱”和地震。

这是研究人员对 NASA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
所捕获 1.2万幅图像的分析结果。

与地球不同，月球没有构造板块。从 45亿年前
形成开始，月球在缓慢地失去热量的过程中会发生
构造活动。与葡萄萎缩为葡萄干的过程类似，构造
活动会导致月表“起皱”。由于月球的最外层“月壳”

脆弱，内部收缩会使月表破裂，形成所谓逆冲断层?

即月壳的一部分被推到相邻的另一部分之上。

美国在实施“阿波罗”登月项目期间，宇航员最
先在月表探测地震活动，发现绝大多数“月震”发生
在月球内部深处，一小部分发生在月表。研究人员
分析阿波罗项目记录的浅月震，寻求与新的月表特
征建立关联。

找小伙伴帮娃学新词
同龄孩子之间互动，学习效果更好

新华社微特稿 如何扩大孩子的词汇量？ 美国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家长不妨给孩子找个小伙伴，

让孩子从小伙伴那里学习新词。

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珀杜大学研究人员设计两
项实验，来观察身边人讲话会对 2岁孩子产生什么
影响。第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给孩子们看视频，内
容是两个讲话者一边听同龄或同性别的其他人讲
话一边背儿歌，然后让孩子们模仿。第二项实验中，

研究人员让孩子们学习由不同年龄的人说出的新
词汇。结果显示，从其他孩子那里学新词效果最好。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研究人员的话报道，孩子
更容易接受同龄人的语言模式。这种选择性学习会
对他们的社会认知和选择性社会学习产生影响，甚
至影响到他们未来在社会群体中的表现。

澳“技工富人榜”出炉
水暖工时薪最高，清洁工最低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职业介绍网站 “寻求
服务”（ServiceSeeking）出炉最新“技工富人榜”。依
照榜单， 眼下澳大利亚时薪最高的技工是水暖工，

平均时薪达到 87.88澳元 （约合 420元人民币），而
2018年是 84.53澳元（404元人民币）。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榜单内容报道，澳大利亚
平均时薪排名第二至第五位的技工依次为土方工
程工人?空调技工?电工和混凝土工，平均时薪均超
过 70澳元（334元人民币）。

最新榜单还显示，澳大利亚平均时薪最低的技
工是清洁工，为 34.39澳元（164元人民币）。

吃垃圾食品会变抑郁？
实验显示，饱和脂肪酸会进入下丘脑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吃汉
堡包?薯条等垃圾食品或引发抑郁。

格拉斯哥大学研究人员给老鼠喂食富含饱和
脂肪的食物，结果发现，饱和脂肪酸随血液进入老
鼠大脑中的下丘脑区域。 这一区域与情绪控制有
关。 饱和脂肪酸直接影响到下丘脑的关键信号通
路，会致使抑郁症状增多。研究人员还发现，减少磷
酸二酯酶的释放，与肥胖相关的抑郁症状会随之减
少。磷酸二酯酶参与不同的信号传导。

研究人员介绍，尽管实验对象是老鼠，但他们
的研究结果或可解释为什么抗抑郁药对肥胖人士
的效果不如体重正常者。

■本报记者 杨瑛

■本报记者 李雪

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期间，观众体验 VR技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