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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到新华社第 27 年，第一次
以科幻作家身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科幻
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想象力、创造力
的缩影，这些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个科幻热
潮，尤其是刘慈欣获得雨果奖之后。我慢
慢发现，国内喜欢科幻的人还是挺多的，
很多人从小受到了科幻的影响。习总书记
2014 年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上
的讲话中也提到“读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让我的头脑充满了无尽的想象。”

今年刚好是世界科幻诞生 200 周
年，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是
1818 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我年初去
瑞士开达沃斯会议，这部小说就是在此
诞生的，作者是英国人玛丽·雪莱，著名
诗人雪莱的妻子。他们当时和朋友在瑞
士日内瓦的湖畔度假，因为天气很冷，被
困在一座别墅里没事干，比赛写作解闷。
玛丽·雪莱写了这部小说，就此成为现代
科幻的鼻祖。去年年底，世界各地已经开
始纪念这件事情。

“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

自科学小说始”

梁启超、老舍都写过科幻
小说，鲁迅在写原创小说之前
先把西方科幻小说介绍到中
国

中国科幻文学最早的引入者，是 19
世纪末一个叫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他
将美国爱德华·贝拉米的科幻小说译成中
文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而中国的本土科
幻诞生在 1904 年，和鸦片战争后的屈辱
与寻求复兴有很强的联系。在清末民初，
中国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科幻热潮。现在专
门有一个流派就是研究晚清的科幻，为什
么会产生，且很繁荣。其中写到贾宝玉可
以开潜水艇，中国人上天入地，征服宇宙，
未来的中国主宰了整个世界。和英国作家
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
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很像。

梁启超也写过一部《新中国未来
记》，写的是 1962 年的中国。他设想那个
时候世博会在上海召开，所有国家来开
会的情景。如果把中国之后经历的几个
战乱动荡时期去掉，刚好就是梁启超预
言的时间。他写了很多设想，可惜未完。

中国当时的科幻多是由思想启蒙者
引进的。梁启超第一个把凡尔纳的科幻
翻译成中文，在杂志上连载。然后是鲁
迅，大概是 1904 年左右，从日文翻译的
凡尔纳作品。日本是亚洲最早引进西方
科幻小说的国家，而且在明治维新后量
非常大。鲁迅到了日本，看到西方这些科
幻小说，都是上天下海、征服宇宙……这
是西方人的梦，而当时的中国人在做什
么梦？升官、发财、封妻荫子。鲁迅觉得中
国和西方最大的差别是梦想的差别。所
以鲁迅最开始还没写原创小说，而是先
把西方科幻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翻译
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这部小说后来
被拍成电影，其中描写的月球登陆点，返
回后的降落点，登月的炮弹速度、人数都
和后来的阿波罗飞船几乎一样。鲁迅还
给这个小说写了前言，其中说“导中国人
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当时没科
幻小说的概念，所以用了“科学小说”。他
认为这个能改造中国人的梦。

后来老舍写了一部《猫城记》，日本
人认为是世界十大科幻小说之一。当时
还有一个严肃文学作家许地山，也写了
科幻小说《铁鱼底鳃》。民国晚清科幻小
说，后来因为战争、政治等因素就断了。

中国已出现了四次科幻热

雷军喜欢科幻，马化腾、
李彦宏也是科幻迷

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二次科幻热。被
喻为“新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天文学家
郑文光，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
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当时引发了
一股天文热。但那时的科幻小说大部分是
模仿苏联，不少是大跃进模式的科幻小
说。比如写农村的庄稼会长成金字塔一
样；小孩去农村参观，看见前面来了一头
大象，没有鼻子，原来是猪……那时幻想
的中国未来就是不愁吃不愁喝的美好时
代。但这第二次热潮因文革又打断了。

一直到 1976 年之后，第三次中国科
幻热开始了。1978 年是标志性的一年，
当时召开科学大会，科学技术成了“第一
生产力”，科幻的大繁荣开始了。1979 年

《科幻世界》杂志创刊，当时是中国唯一
的科幻杂志，后来增加一些，现在又成了
唯一。我们这些科幻作家的好多作品都
是在上面发表的。和上一次不一样，这次
不再是苏联的科幻模式，学习的对象基
本是欧美科幻。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西方
科幻作品差不多都引进到中国了。我就
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看到了科幻，非常震
惊。那时《科学画报》《我们爱科学》《人民
文学》等杂志都大量刊发科幻作品，比如

《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

我是 1982 年开始写科幻小说的，第
一篇作品是写中国人要把大熊猫送到月
球上去。刘慈欣那时就开始构思他后来
非常非常多的杰作。同一时期叶永烈也
出版了很多科幻小说，最有名的是《小灵
通漫游未来》，加上漫画版，是迄今为止
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大概有 500 万，
超过了《三体》。中国后来仿佛就是按照

《小灵通漫游未来》描述的未来走到今天
的。回头看，简直就是全面小康的预
言——— 出现了机器人、电脑、会飞的汽
车、人造食物，还有很高级的学校，人们

实现了共同富裕……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又有颓势。全国

只剩下一家科幻杂志《科幻世界》，而且也
有一段时间快坚持不下去了，甚至改名叫

《奇谈》，登各种鬼故事、凶杀故事。当时这
个杂志要是消失了，中国科幻可能不是现
在这个样子，不会有我，不会有刘慈欣这
样的作者。

除了文学领域，科幻中打破常规的
变化，也影响着其他领域的很多人。这些
人是看科幻长大的，现在分布在各行各
业：雷军喜欢科幻，马化腾、李彦宏也是
科幻迷。

所幸慢慢坚持到后来，《科幻世界》
通过搞活动、到校园去宣传、培养小作
者、鼓励我们这些还在大学里的科幻作
者去写……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科幻突
然开始复兴，一直持续到新世纪。按我的
总结就是中国第四次科幻热。

科幻小说可能是中国现

代化的副产品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科
幻小说成为西方人主动翻译
最多的文学品种之一

这四次热潮，回想起来很有意思。经
常有人问，中国科幻为什么会有这些热
潮，刘慈欣为什么会获奖，你们为什么会
写科幻……科幻本来就是个消遣性的读
物，不是严肃文学，不可能去得茅盾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乃至诺贝尔文学奖。它会
和什么并列呢？魔幻小说、玄幻小说、侦探
小说、惊悚小说、言情小说。但和其他几类
又完全不一样，科幻小说可能是唯一在历
史上找不到根的类型。其他几种都能找到
源泉，比如言情、侦探，唐朝就有了。

很多人都在研究科幻现象，但把言
情小说当成一个现象来研究的就没这么
多。这些研究者可能认为，科幻小说是中
国现代化的副产品，和中国的复兴也许
有某种关系。比如晚清到民国，从洋务运
动以后，也许是最显著的一个试图进军
现代化的关键点，中国第一次科幻小说
的热潮刚刚在这个时期出现，探讨了技
术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第二次，新中国成
立，从一穷二白到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
体系，引起了科幻小说的共鸣。第三次，
1978 年以后，中国真正的现代化开始，
而且进入全球化。第四次热潮中，除了刘
慈欣、郝景芳在国际上获奖的亮点，全国
知名的高校几乎都有科幻协会，正在改
编成电影(网剧)的科幻作品大概有 130

部。中国科幻小说成为西方人主动翻译
最多的文学品种之一，法兰克福书展上，
到处都是《三体》。科幻大会、科幻图书
展，能请到国家副主席到现场致开幕辞，
这是魔幻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做不
太到的……和现代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有
关系。科幻是描述现代化尤其是科技革
命带来的变化的一种文学。

科幻文学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镜
子。刘慈欣的《三体》2010 年连载完毕出
书，这一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同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2011 年中国
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后的
2014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口超过 1 亿，各
种大宗商品占据世界第一，成为石油第
一大进口国。中国科幻在这些节点中直
接爆发，刘慈欣获得雨果奖，郝景芳获得
雨果奖。大量的中国科幻引起世界关注，
一些文学节都要请中国科幻作家参加。

这个解读，代表了对现代化的想象，
对未来的关注，对中国未来的期冀。

另外，还有一个理论认为，科幻的兴
起，和现代化有关，但不是最根本的关
系。别的国家也有现代化，比如东南亚四
小龙，为什么没产生科幻热潮？科幻的巨
大爆发只在某些国家产生，比如英国、法
国、美国、苏联、日本、中国。这个理论认
为，科幻是大国雄心的代表，真正的大国
崛起过程，一定会伴随着科幻的热潮。

中国科幻的关注点

民族的复兴和责任、人类
的命运和宇宙的未来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总结了中国
科幻的关注点。他认为中国科幻关注的
话题，都是很尖锐的。在不同科幻作品
里，主题都有“大国崛起”的母题：中国能
否应对未来世界的变化、国外的冲击和
宇宙的灾难甚至挽救人类世界。比如何
夕最新的作品《天年》，也是第 27 届科幻
银河奖最佳长篇，就是设想整个世界进
入冰期后，以中国为基地建立一个拯救
人类的机构。吴岩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大
学科幻专业授予博士学位的教授。

吴岩认为，这是当今中国科幻关注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大
的命题，有些科幻作家写得很远，在这些
作品中，中国已经不存在了，整个人类作
为一个整体进入宇宙，在银河系中生存，
比如江波的《银河之星》。角色仍然是人
类，但每个人看不出是哪个民族，又像中
国人又像外国人，名字可能是几个风格结
合，哲学、技术也没有民族之分。这个“未
来民族国家消失之后，会是一种什么情
形”的命题，也成了科幻探讨的一个话题。

其他的命题，现在写得比较多的还
有人工智能、医学、生命科学的进展对人
的改变，后人类的话题等，很多甚至匪夷
所思。

不同的科幻小说都探讨了人的终极
命运，设想宇宙演化到最后是冰冷一团，
这也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值最大原理，
至少目前科学的主流观点就是这样。技术
是第七种生命，任何技术发展到任何阶
段，都可能因为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消灭了
生物本身。这短短几十年内，就诞生了好

几种——— 核武器、纳米技术、人工智能、
合成生物学、在实验室里制造病毒……

《未来简史》中也讨论过这个话题。
诗人北岛同样关心科幻，他刚刚

策划出版的一本书，就叫《给孩子的科
幻》。他认为中国的小孩一定要看科
幻，不能光读诗，未来的种种可能性，
在科幻里都写到了。

■快问快答：
问：出版了几部新书后，对生活有

什么影响？
答：科幻最重要的是，让你在这个

世界之外，还能拥有另一个世界，用那
个世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界。思路
会多一些，角度也会更多一些，会看到
事物之间不同的联系，会看到未来。

问：兴趣爱好在工作之外，还能完
好地保存下来。您是怎么坚持的？

答：也不是特别坚持。核心，除了
本职外，还要保持对世界的另外一种
兴趣，其实互相之间是有帮助的。

问：科幻未来会不会成为取代主
流文学的体裁？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
在消失吗？

答：技术成为当代一个重要的主
题。科幻小说应该提高文学性，主流文
学也要关注“技术改变人性”。去年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的

《被掩埋的巨人》，也是魔幻风格。美国
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库尔特·冯内
古特的成名作《五号屠场》就有科幻元
素。今年好几个主流文学作家开始写
科幻了，比如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
诗》，非常好。

问：好科幻的标准是什么？
答：科幻一般是有一套“国际标

准”的。
第一就是想象力，区别于一般的

文学，超乎常人的想象、陌生感、疏离
感，像上帝一样建立一个陌生化的世
界，但同时可能像上帝一样在建立一
秒钟后砸碎它。

第二，科幻小说不是魔幻小说，所
以哈利·波特虽然得过雨果奖，严格意
义不是科幻。它要和科学技术相关，好
多科幻作者对前沿科学都是有所了解
的，完全瞎想，或者完全根据情感去
想，不是好科幻。这回好几个主流文学
作家转过来写的科幻，都没进入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的评选。

第三，科幻小说还是类型小说，所
以我写的书，从这个角度也不像科幻
小说，有人说我是一个边界的破坏者。
正常的科幻应该是刘慈欣、江波、王晋
康、何夕那样的。

第四，好的科幻小说要有思想性，
这和一般的言情、武侠有区别。要提出
一个命题，而且设想如果这样会怎样。

最后一个，文学性。科幻的文学性
现在还不太够。如果这五个标准都能
达到，就是好科幻。科幻电影还增加一
个标准，视觉场面。

(本文据韩松老师和新华社科幻
爱好者座谈内容整理)

李兆欣

人类进入现代，最大
的事件不是波及全球的
世界大战，也不是互联网
的出现，而是技术进入加
速轨道，似乎将成为我们
生活的主宰。后人类，奇
点降临，失控……层出不
穷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
描绘着同一件事：我们正
在面临一个超出预测能
力的未来。

这种种变化促人思
考，并接受一个观念：我
们都是人类这个整体的
一部分。

这个观念在文化领
域，化身为科幻的形态，
以奇妙的故事和大胆的
设想提出了问题：每个人
的作为都会影响人类，我
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我
们将会遇到什么问题？我
们该如何回应？

在玛丽·雪莱的笔
下，技术造物所提出的
道德问题和如今人工智
能的困境如出一辙；在
威尔斯的笔下，异类、乌
托邦、智识的消逝这些沉重问题，至今
也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议题；在克拉克
的笔下，宇宙的深邃让我们面对渺小
的自我；在刘慈欣的笔下，逻辑的困境
和物理学的可能性交相辉映，照亮我
们思维未见的角落。

仅存的黄金时代大师，美国科幻
作家、学者詹姆斯·冈恩如此定义科幻：
科幻讨论变化，科幻视人类为一体，科
幻提出宇宙观。正因为这三个了不起的
特性，科幻从弗兰肯斯坦肇始，就以边
缘性的姿态拥抱变化，从现代性的角度
关注人类的处境，在科学提供的宇宙图
景中为人类找到位置。科幻文化，是科
学支撑的强势话语，提供了全球化背景
下的共同叙事。在科幻的语境中，人类
一直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科幻是思想的实验室，我们在科
幻中领略科学的宏大和奇异，构想未
来的可能性。手机、同步卫星、潜水艇、
直升机、火箭、虚拟现实、技术抗抑郁、
耳机……这些大大小小的发明和社会
情景，都在科幻中预演之后变为现实。

除了技术想象，科幻是改变社会
的公告牌，一直反映和影响着现实社
会议题。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是科
幻电视剧《星际迷航》第一次让荧屏上
出现了白人黑人角色的吻戏。在信息
时代来临的前夜，是科幻小说作家文
奇提出了技术奇点的概念，并推动了
一代硅谷人投身于开创信息时代的伟
业。在中国互联网的浪潮中，是刘慈欣
的“三体”系列，为企业家和程序员们
提供了描绘这个壮阔行业的概念。

科幻除了具有现代性和全球化的
思想基础，更是因其描述未来想象细
节的能力，成为通行全球的主流娱乐
文化。科幻小说、影视、游戏，为人类提
供了超越现实的无数个可能。好莱坞
的特效大片，是美国文化输出的主力
之一。同样，这也是中国文化行业正在
追求突破的方向。只有具备了展示完
美细节的能力，为受众呈现发生在可
能世界的感人故事，我们的文化和思
想才有可能跨越现实的隔阂，成为世
界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幻产业，就是文
化行业的大国重工。

科幻两百年的发展，从欧陆的现
代主义思想中萌芽，之后转移到利用
工业和现代制度统治世界的英国，一
战摧毁了欧洲将美国科幻送上宝座，
二战之后日本复兴也制造了二次元幻
想的神话。科幻的历史，就是世界各国
各领风骚的接力演出。科幻，就是国家
实力的晴雨表。

这背后所呈现的，是科技-想象-
现实三者之间循环催化的过程，科技的
发展推动想象的呈现，想象的展示带动
现实的出现，现实的需求又强化了科技
的进化。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就是上
个时代的想象，和下个时代的现实。作
为发展的路标，科幻的价值无以复加。

在民族复兴的路上，中国将会更
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成员。这是一条挑战重重的
路，而又无人在前成为我们的借鉴。要
走好这条路，预见未来的能力至关重
要。面对挑战，迎接变化，是中国文明延
续至今的强大基因。我们也不缺乏探索
自然的本领，和理解宇宙的哲学底蕴。

但我们主动融入世界的心态仍然不足，
自信承担人类责任的准备仍然欠缺。借
助科幻的力量，我们可以为民族气质增
加重要的一面。这不只是让中国文化传
递给世界，更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描绘切
实可信的可能性，让全人类理解我们眼
中的未来，从而支持甚至参与其中的问
题。发展科幻文化，是中国独自攀登未
来山峰的保险绳。

科幻预见未来，科幻塑造世界，科
幻改变中国。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李李牧牧鸣鸣

9 月 26 日，很庆幸赶上了韩松老师
的“科幻世界漫谈”。一下午科幻时空，穿
越百年。之前若干次约稿、联络，和韩老
师算是不太熟的老相识。虽然我作为老
编给实习生讲经验时也强调过，无论采
访对象是谁，记得不要站在粉丝的立场，
不然容易被名人的光环晃得过于盲目，
失去客观。但此时，这个原则似乎有些失
效——— 当然，要签名是以粉丝身份，听
讲、记笔记、整理录音回归本位。

韩老师当天的主题是中国科幻史回
顾。老实讲，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科幻爱
好者，也是订《科幻世界》、看凡尔纳小说
长大的，《地铁》《三体》等都读了至少三

四遍。然而听讲过程中，惭愧地发现对于
真正的科幻世界，尤其科幻中国的了解，
着实只是管中窥豹。

之后，未及细编稿，捋着整理出的近
万字采访录音，按图索骥先后采购了两
箱科幻小说，包括《中国百年科幻史话》
等参考书。整个十一假期没出门，啃书啃
到现在，又趁着某网店搞活动，继续补货
两箱。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江波的

《机器之门》、何夕的《天年》甚至“只因当
时年纪小”只闻其名未读其文的《月光
岛》《小灵通漫游未来》……一气下来读
得浑然忘我、相见恨晚。

作为一个不跑口且跑龙套的非专职
记者，写稿子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每回都
能以此为契机，撬开一扇曾经窥探很久

的大门，在吱呀呀一阵作响后，门后的奇
光异彩为自己的生活又注入了一道光。
这也许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
这道光可能照出了记者曾经叶公好龙般
的自大，更清醒地看清自己的短板，进而
谋求头脑中的量子跃迁。

上周末参加诗人北岛策划出版的
《给孩子的科幻》一书签售活动，按韩老
师的话讲，一个诗人和两个科幻作家坐
到一起给孩子编一本书，这件事本身就
很“科幻”。更“科幻”的是，现场听几位大
咖座谈并蜿蜒排队等签名的几乎都是成
年人。正是如此，才彰显科幻的魅力，这
扇门、这道光，似乎自带保鲜和穿越功
能，单当成儿童读物，倒辜负了科幻的原
生魅力。

阿姆斯特朗童年时曾经对母亲
说，“妈妈，我想到月亮上面去”，母亲
欣然一笑，“好啊，我等你回来吃饭。”
不管这个桥段是否属实，至少给心存
幻想并热爱科学的少年以希望和动
力。我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说过
这些“疯话”，细数当下家中图书，发
现科普远远多于科幻。毋庸置疑，科
学精神贯穿于各方各面，绝对是利国
利民。但理性中如果能交织着梦想与
幻想，无论面对 AI 的崛起，还是推断
中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后冰河时代，
人类的努力或将抵达意想不到的新巅
峰。

而最现实的意义可能是，又一个
焦虑的中年老母得以焕发新生。

■记者手记

在科幻和科学间游走

韩松：科幻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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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世界科幻文学诞生 200 周年纪念，而中国本土科幻也经过了

百多年的发展，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到《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

来》，从影响了几代人的《科幻世界》杂志，到现在走红国际舞台的《三体》，这既是一

个文学领域的发展，同时也见证着大国兴盛的过程。在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颁奖之际，本报独家分享中国科幻“四大天王”之一、星云奖评委会主席韩松老师细

数中国百年科幻史……

“ 科幻最重要的是，让

你在这个世界之外，还能

拥有另一个世界，用那个

世界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世

界。思路会多一些，角度也

会更多一些，会看到事物

之间不同的联系，会看到

未来

▲韩松以科幻作家身份在新华
社和读者交流。摄影：罗娜

■小资料

●美国心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
高特博士进行过—项大规模的研究，
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根据接受状况来
确定世界文学和传说中最重要的 100
名虚构人物，根据她的统计结果，第一
名是哈姆莱特，贾宝玉名列第八，弗兰
肯斯坦排名第三十三——— 它还为英语
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 Frankenstein ，一
个最终毁了它的创造者的东西。

●鲁迅在《月界旅行》序言中，说
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国说部，若
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
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
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
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正是为了“导中国人群以进行”，我国
出版界才不断出版凡尔纳著作中译
本。

▲《给孩子的科幻》发布现场，“给孩子系列”总主编北岛（左三）、本书主编韩
松（右二）、刘慈欣（右一）等座谈。 摄影：李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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