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作品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
■ 演讲 江晓原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外音话
到 2050年，全世界一半
帕金森病患者将在中国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近日，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中，上海交通
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教授，从不久前热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谈起，为大
家讲述了如何评价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品对于我们的意义。本文为讲座中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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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硬伤”

我们先来说说《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前一
段时间很火，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到底怎样的电影才算是一部成功的科幻大
片？简单来说，就是票房好。但是，历史上有很多经
典的科幻电影票房并不好。比如，1968年的《2001

太空漫步》和 1981年的《银翼杀手》，这两部电影
即使现在上映，估计票房也不会太好。可这并不妨
碍这两部科幻电影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

目前中国电影的票房纪录，第一名是《战
狼 2》，达到 56亿元，第二名就是《流浪地球》，

已经累计超过 46亿元。所以说，《流浪地球》算
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中国本土科幻大片。

非常有意思的是，围绕着《流浪地球》这部
电影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争议，有人说这是一部
好电影， 也有人说这是一部很糟糕的电影。当
然， 这些争议对这部电影来说是有好处的，因
为有争议，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对《流浪地球》的负面争议，很大一部分是
在讨论《流浪地球》这部电影里的科学硬伤。那
么，这些所谓的硬伤到底是不是真的硬伤呢？

我们知道，科幻电影当然是充满幻想的，肯
定要幻想一些今天的科学还做不到的事情。如
果把这样的内容都称作硬伤的话， 那就不要拍
科幻电影了，因为所谓科幻就是想象的未来。所
以，对于“科学硬伤”，需要设立一个标准。

在我看来，“科学硬伤”就是一些直接违背
现有的科学常识的问题。但是，如果在一部电
影里，想象了一些我们现代科学还做不到的事
情，而通过人类未来的努力可能做到，这样的
事情就不能算是硬伤。

举个例子：美国电影《火星救援》从一开始
就有一个硬伤。

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男主
角在火星的一次大风暴中不幸受伤，不能按时
回到地球，于是地球上的人去救援他。

这个故事中的硬伤在哪里？就在火星上的
风暴。刚才我说了，直接违背现有的科学常识，

这就是硬伤。 火星上的大气浓度是地球的
0.8%，这样稀薄的大气，几乎就像没有空气一
样。风暴又是什么？风暴是由大气的流动形成
的，大气都稀薄成那样了，怎么可能会有风暴
呢？所以这个风暴的情节，就是一个科学硬伤。

关于这个硬伤，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自己
也承认。这部电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
的作者曾经对媒体说： 我知道火星上不可能有
这样的风暴，不过故事情节需要一个灾难，我想
不出别的灾难，就写了风暴。其实，如果把火星
上的风暴改成一场地震，情节就合理多了。

这个电影中还有一个情节很吸引人，男主
角在一个大棚里种土豆。常识告诉我们，如果
你把地球上的土豆搬到火星上去种，是种不了
的。为什么？一，空气过于稀薄。二，火星上的日
照比地球上的日照差得多。 这样微弱的日照，

土豆能不能长好，没有人试过。三，火星上没有
液态水。那么，这个情节算不算是硬伤呢？按照
我的标准来看，不能算是硬伤。为什么？因为通
过我们人类的努力，这件事情也许在未来可以
做到。比如，我们也许可以开发出某种新的土
豆品种， 它只需要很少的日照就可以成长。还
比如，我们将来可以发明人造水，浇灌火星上
的土豆。

前面那个风暴的情节是一个自然灾害，但

它违背了现有的科学常识， 所以算是硬伤；种
土豆的情节看上去也有违科学常识，但通过人
的努力，在未来有可能实现，所以不算是硬伤。

很多人说《流浪地球》里有硬伤，举的一个主
要例子就是， 在地球上装了 10000台行星发动
机。有人认为，这个发动机一旦运作，强大的后坐
力会把地壳弄碎。 还有人根据地质学的原理，认
为要安装这样的行星发动机是不可能的。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标准，这个情节和种土
豆的性质是一样的。因为，行星发动机通过人
的努力在未来也许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完全可
以想象，将来人类研发出了某种后坐力非常小
的行星发动机，或者采取地壳的加固措施可以
安装上行星发动机。所以，这个情节也不能算
是硬伤。

为什么科幻作品的结尾
大多是黑暗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人类为什么要创作科
幻作品，也就是说，写科幻作品到底有什么用。

以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幼稚。大多
数人认为，科幻作品就是科普的一部分，是为
了让小朋友对科学更加热爱，所以编一些科幻
故事给孩子们看。正是因为这种观念，所以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无论是科幻小说还
是科幻电影，主要的对象是孩子。比如，很多人
都知道《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是一部低幼的儿
童作品。

然而，科幻作品并不只是写给孩子看的。

在西方， 科幻作品主要是给成人看的。写
给成人看的科幻作品，主要是为了引发人们思
考问题。这些问题通常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
问题，而是一些抽象的问题。比如，通过《流浪
地球》这样的科幻电影，设想这样一个特殊的
故事，能够引发我们讨论“人类向何处去”这样
一个宏大的哲学命题。很多科幻作品，起的就
是这样的作用。

你们知道科幻小说的“祖师奶奶”是谁吗？

一个比较常见的答案是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

1818年， 玛丽·雪莱创作了文学史上第一
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或译《科学怪人》），

从而成为科幻小说的创始人。《科学怪人》被拍

过很多次电影，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

这位科幻小说的祖师奶奶给我们留下了重
要的血脉，这个血脉是什么？就是对于科学的反思
精神。《科学怪人》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科学家创造
了一个“人造人”，结果这个“人造人”对他的造物
主心生怨恨，并造就了一系列悲剧。这个悲剧的故
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血脉， 它从此开启了科幻小
说对于科学的反思精神。

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大致有两个主要阶段。

很多人都知道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 他创作
了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科幻作品。 儒勒·凡尔纳生活
在 19世纪下半叶，在以他为代表的时代，科幻小
说的总体基调是：科学是非常美好的，未来我们
将有更多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美
好。

而英国小说家威尔斯对于科幻小说的态度，

则与儒勒·凡尔纳完全相反。1895年，威尔斯因小
说《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
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 等多部科幻小说。在
他的科幻小说中，未来都是黑暗的。为什么未来
是黑暗的呢？ 因为他的科幻小说都是反思科学
的。他引导人们思考这样的问题：科学技术再发
展下去，我们人类怎么办？科学技术发展到很高
的水平，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从威尔斯之后，在西方世界，这种带有反思
精神的科幻小说成了主流，直到今天仍是这样。

我在大学里做讲座的时候经常问现场的大
学生：你们想一想，国外哪一部科幻电影的结尾
是光明的？绝大多数的情况是没有人举手，除了
有一次，一位学生提到《火星救援》。我承认，这部
科幻电影是有一个光明的结尾，但我查了这部电
影，发现这部电影其实是美国国家航天局资助的
宣传片，所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对于普通人来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我们很少会去
思考科学技术除了有利于人类的一面之外，还存
在不利的另一面。事实上，科学技术就像其他事
物一样，也有负面的价值，而能够集中地揭示科
学技术负面价值的，正是科幻作品。

在科幻小说史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
夫的小说《基地系列》。美国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
夫的《基地系列》，前前后后写了几十年，小说中
有大量超乎寻常的故事设置，横亘几千年的文明
史。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更是写下了惊人的预
言———“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必将死亡！”

很多人都知道阿西莫夫著名的“机器人三定
律”，而他有关人工智能的结论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结论呢？在一般的科幻作品
里经常出现的情节是：人工智能变坏了，它要征
服人类，它要统治人类。但阿西莫夫不这样认为。

阿西莫夫假定人工智能没有变坏，而是全心
全意地为人类服务，甚至把我们要做的一切事情
都做了。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活着就没
有了意义。比如，你不需要上学了，往脑子里植入
一个芯片，你马上就成了博士。有了人工智能替
你上班、替你办事，你只需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干。

这样的人生会让人变成行尸走肉，最后人工智能
一定会得出结论： 这些寄生虫生活在这个星球
上，纯粹是对环境的破坏和浪费，于是，消灭人类
成为它们理智的选择。

这就是科幻小说作家的前瞻性。虽然他们可
能极度地热爱科学技术， 但是他们不是人云亦
云，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科学技术将带给人
类的未来世界。

■ 叶铮

每年的 4 月 11 日是 “世界
帕金森病日”， 这一天是帕金森
病的发现者———英国医生詹姆
斯·帕金森博士的生日。 以下是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叶铮在 SELF 格致论道讲坛上有
关帕金森病的科普演讲。

据统计， 目前每 100名 65岁以上的
中国人中， 就有 1到 2名帕金森病患者。

全国有 200多万帕金森病患者，而且以每
年 10万人的速度递增。也就是说，到 2050

年，我国将有 800 万帕金森病患者，到时
候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帕金森病患者将在
中国。大家想象一下，这对于国家和这些
家庭来说会是怎样的沉重负担。

请你回忆一下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他们有没有出现过以下这
些情况： 当他们坐下或者放松的时候，他
们的手和脚在抖动或者摇晃；当他们写字
的时候，他们的字迹越来越小；他们已经
闻不到某些水果或者食物的特殊味道；在
睡梦中他们会拳打脚踢，甚至从床上掉下
来； 他们感觉自己的手脚和身体非常僵
硬， 尤其是脚好像被粘在地上迈不开步
子； 有时候他们看起来表情非常严肃，或
者经常生气和沮丧……

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症状，那你就要
引起注意， 这很有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征
兆。 很多人以为人老了就会出现这些现
象，但实际上，帕金森病不是一种正常的
老化现象，而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无论你是农民、教师、演员还是政治
人物，都有可能得帕金森病。目前已经被
确诊为帕金森病的名人有很多，比如西班
牙绘画大师达利、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教
皇圣约翰保罗二世、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拳王阿里等等。

我们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帕金森病等
同于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
痴呆。但事实上，这两种疾病虽然在中老年
人中十分常见，但是它们的表现是很不一样
的： 帕金森病患者比较冲动而且行事刻板，

但他们的问题更多表现在运动能力上；老年
痴呆症患者则主要表现为记忆力下降，他们
非常健忘， 很可能忘记和你的重要约会，甚
至在他们非常熟悉的地方迷路。

1817年， 英国伦敦的詹姆斯·帕金森
医生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关于帕金森病
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记述了在诊断
过程中发现的 6个相似的案例， 后人把它
们命名为“帕金森病”。经过漫长的 200多年
时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帕金森病是基因
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仍然不清
楚基因和环境究竟是如何共同作用导致了
帕金森病的产生，甚至有一些结论对我们来
说是不可理解的。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多喝
牛奶少抽烟” 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然而，对于帕金森病来说，多喝牛奶会增加
致病风险，而抽烟的人反而不容易得帕金森
病，我们至今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希望
未来的科学能够解决这样的疑问。

此外，帕金森病与其他疾病的很大不
同在于治疗方面。 我们平时有个头痛脑
热，可能吃几天药就好了，这是对症下药；

但是帕金森病不同，它的症状以及病理改
变过程都非常复杂。 现在常规的治疗方
法， 是通过药物或者手术在大脑中植入电
极，也就是所谓的深部脑刺激，通过损毁大
脑中的某个部分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这些
治疗方式具有非常强的个体差异， 也就是
说， 使用某个治疗方式后， 是否会变得更
好，是否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每个人都有
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有 7%~17%的患者
在服药之后变得更加冲动， 他们可能暴饮
暴食，甚至赌博成瘾，这对于他们和家庭来
说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2005年，在法国就
曾经有人为此把医药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帕金森病的众多症状中，认知障碍
会随着病程的延长而逐渐加重，它们对于
患者的生存质量有着特别大的影响。有
40%刚刚被确诊为帕金森病的患者有认知
障碍，一开始是比较轻的，但过了 20年以
后， 会有 80%以上的患者出现痴呆症状。

也许在你看来 20年时间非常长， 但你想
象一下， 如果一个人在 50岁的时候被诊
断为帕金森病，20年后他也只有 70岁，那
么他往后的生活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我和我的团队正在研究的课题是帕
金森病的认知障碍，但是，这光靠科学家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医生以及患者的
密切配合。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经常遇
到一些反复来参加帕金森病研究工作的
患者，他们向我们提供全面的健康状况评
估以及长达几年的定期随访， 对于他们来
说，这也许并不能直接改善他们的疾病，但
是他们认为参加研究工作可以帮助科学家
了解帕金森病的真相， 可以使未来的患者
活得更有尊严。因此，我们也由衷地希望能
有更多的患者志愿加入我们的工作中来，

争取早日攻克帕金森病这个顽症。

讲座听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不久前，86 岁的历史学家阎崇年来
到“扬州讲坛”，主讲《明清的士人》。讲座
中，他向大家讲述了“士”的含义、士人阶
层的形成以及明清士人的正气风骨。

士被列为“四民”之首

“士”有三画，在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至今，

“士”字的写法一直没有变化。“士”是什么意思？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士者，事也”。反过
来，事者，士也。说白了，士就是事，事也是士。

“士”属“史”部，最早的士和史、事有关。士，还与
数有关，上面是“十”，下面是“一”，始一终十，推
十合一，“士”从事历算工作。所以在今天看来，士
就是读书人、有文化的人。

古代社会分成四类人———士农工商，四者的
排序随着朝代的更迭而发生变化。商朝，士商农
工。周朝，士农商工。汉朝，士农工商。其中，“士”

从商朝开始到清，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列为“四民”

之首，始终排第一。为什么？因为，第一有文化，第
二有地位，第三有俸禄，第四有话语权，第五有修
养。所以，几千年来，士始终处于首位。

春秋战国时期可以办私学， 孔子有学生三
千、七十二贤人。隋朝实行科举制度，唐朝进一步
推广， 中等家庭、 部分农民子弟可以考秀才、举
人、进士。到了明清，士成为庞大的社会阶层，影
响更大了。

士这个社会阶层，自古有着共同的理念，有理
想、有胸怀、有风骨、有正气、有丹心。宋朝哲学家张
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的使命，范仲淹则在《岳阳楼记》中写下
了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古代有很多出名的“士”。比如文天祥，他
虚岁二十时参加科考，一气呵成写下万言书，当场
被点了状元。文天祥被俘后写下《过零丁洋》：“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夫人到刑场收
尸，从衣服里发现遗书。遗书中没有哀怨，没有悲
伤，而是充满正气的铮铮铁骨：“孔曰成仁，孟曰取
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
而后，庶几无愧。”

明清士人的正气风骨

明朝的“士”，一般泛称为“士大夫”，是指“已出
仕”和“未出仕”的读书人。“已出仕”指在政府任职、

去职、停职及致仕等各级官员；“未出仕”指未授职
的士人。

明朝士人的风骨，集中表现有三次。第一次是
靖难之役。其中，方孝孺被诛十族，其党连坐死者
873人。7个案子，牵连 2200多人。第二次是明末李
自成攻城陷地，大量明臣死节。第三次是清军入主
中原，许多士子面临生与死、仕与隐的抉择。清乾隆
中期，修纂有《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共收录明末
殉节之士 4043 人。明代殉节之人数，超越汉、唐、

宋、元，为历朝之冠。

士人，以身许国，临难殉职，建言匡正，忠耿直书。

李时勉，以天下为己任，身历七朝，四蒙大难。

永乐时上疏，触犯了帝意，不久被谗下狱，关押年

余，是为一难；洪熙帝立，李时勉又上疏。洪熙帝大
怒，把李时勉召到金殿，时勉不屈答对。洪熙帝命武
士将李时勉扑倒在地痛打，打断三根肋骨，拖出殿
外，奄奄一息，是为二难；洪熙帝临终前，对尚书夏
原吉说：“时勉廷辱我。”当晚，帝崩于钦安殿。宣德
帝继位后，听说李时勉得罪先帝皇父的事，大为震
怒。宣德帝见李时勉，骂道：“尔小臣敢触先帝！”是
为三难；正统年间，他又被皇帝戴枷示众，是为四
难。退休之后，他的学生、同僚有 3000 多人为他送
行，一直送到运河上船才回来。他就是明代正义知
识分子的旗帜。

还有杨继盛，幼年一边放牛一边读书，考上进士
之后，看不惯严嵩，上书痛斥严嵩的十大罪状。严嵩把
他抓起来，打了 100大棍，皮开肉绽，肉烂生蛆，他就
用破碗片刮去烂肉和蛆虫。临刑前，他写下诗句：“浩
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清代也有很了不起的士人。 清代士人除了汉
人，还有满洲人、蒙古人等。

王懿荣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任国子监祭酒。八
国联军打到北京时，慈禧和光绪皇帝逃跑了，他就坐在
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上，要用身体挡住敌军的铁蹄，这就
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但是他怎么可能挡得住呢？敌
人进来了，他就携夫人与儿媳一起投井自尽。

崇绮，清代唯一一位旗人状元，他也有士人的
风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不仅自己自尽，“儿子
葆初点燃了窗棂，全家人巍坐不动，以身殉国”。

其实，中国社会的“士人”也是忠奸并存，良莠
不齐。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我们理应继承先贤遗
泽，发挥自身优长，制约自身不足，扬善抑恶，纳清
吐浊，奋发学习，与时俱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这里原本是你的主场，我来了，你却
走了。我深知，你不惜以命相搏，只为给年
轻一代天文学家留下这观天望宇的利器。

你来世上走这一回，除与我相伴，遍尝人
间百味，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这块生你养你
的土地上，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奉献你
的全部智慧和才华。”

———清明前夕，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工程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
程师南仁东的夫人郭家珍来到 FAST 现
场，有感而发，缅怀先夫。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化
2.0版本意义重大。 用科技时代的术语来
形容，贸易协议提供的是贸易自由化所需
的‘软件’，而‘一带一路’提供的是基建支
持方面的‘硬件’，没有‘硬件’，‘软件’的
性能根本实现不了。中国的发展，对亚洲
和世界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菲律宾众议
院议长、 前总统阿罗约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样表示。

“国家培养了我，中科院培养了我，我
要为国家再做一点贡献。”

———不久前，88岁高龄的我国著名真
菌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儒永和 90岁
高龄的老伴、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河，将毕生积蓄 150万元捐献给国科大
教育基金会，设立永久性“郑儒永黄河奖
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在捐赠仪式现
场，郑儒永院士这样说。

“中国已经到了城镇化中后期，不可能
再凭空构造出城市群、都市圈。我们没有多
少空间可以重复铺摊子， 可以大张旗鼓地
重复建设。 在过去多年的大建设大规划过
程中，中国区域发展留下了许多遗憾，未来
要通过新一轮拾遗补阙式的发展补短板。”

———近日，国务院参事、住建部原副
部长仇保兴在“中国区域经济 50人论坛”

2019年会上这样表示。

“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也是未来发
展的风向标。中国的人口体量、消费模式、

创新精神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经过近
几十年追赶式的增长之后， 中国已经进入
了尖端创新的时代。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发
展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展示出开放与合作
才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动力。”

———不久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该论坛的外方主
席、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澈在开
幕式发言中这样表示。

明清士人的正气与风骨
■ 阎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