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独特的科幻文学之路
■ 李满意

BOOKS

在中国的科幻新浪潮中，涌现了不少创作
新秀， 如屡屡斩获各类科幻奖项的陈楸帆；诞
生了围绕科幻作品打造的文化产业链：科幻文
学学术研究中心、智库、影视、游戏、视频以及
周边产品等。

诚如耶鲁大学教授约翰·M·希夫所说：“中
国科幻正在成为国家更为广泛的文化外交活
动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元素，这些活动旨在向海
外展现中国正面而迷人的形象。”

《 先生：锦绣离人》描述了一个光怪陆离
的世界，作者创造的科幻世界，既弥漫着残酷
冰冷，更挥洒着热血义气，字里行间散发着浓
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古朴典雅、神秘迷人。

刘慈欣评价其“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科幻文学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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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浓郁的中国情结

科幻文学创作在国家科技强国以及文化
资本的驱动下， 呈现如火如荼的创作趋势；而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创作，好的科幻作品仍属
于稀缺资源，原因之一是硬科幻不仅有学科背
景的创作门槛，还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相较而
言，软科幻的创作不完全受学科背景的限制，

由于触及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的交锋， 并借
由科学的幻想表达深刻的科技伦理、 人文关
怀而更具文化属性。 这对硬科幻文学创作是
一个完美的补充，正如《三体》译者刘宇昆指
出的，“当你进入太空时，你就成了被称为‘人
类’的这一整体的一部分。你不再是中国人、

美国人、俄罗斯人或其他人。你的文化在这里
被抛弃了。”乔华最新科幻力作《犼先生：锦绣
离人》（以下简称《 先生》），正属于软科幻气
质的作品。

《犼先生》是一部构架庞大、具有宏大叙述
视野的科幻系列长篇小说， 篇幅不少于 6部，

《锦绣离人》 是作者历时 4年反复打磨的第一
部。

作者对小说的时间做了模糊处理，会在第
二部交代， 地点是属于银河系以外的怒安娜星
球，这是一个美丽宜居的地方。地球由于大规模
的环境破坏和外星人入侵，遭受了一次大灭绝，

不少地球人在太空漂移中辗转移民到了怒安娜
星球。男主犼先生也是地球基因人的后裔。

怒安娜星球由于刚经历一次文明大灭绝，

属于未进入蒸汽时代的古代农耕文明，其发展
程度类似于中国的明朝。

来自香沙沙落星球的外星人，在星际流亡
中通过宇宙虫洞意外闯入了怒安娜星球。虽然
他们与怒安娜人有着相同的语言，但处于高度
发达阶段的文明。由于自身所处的星系、星球
被外星物种霸占，为了生存，香沙沙落人决定
假扮“神灵”，骗取怒安娜人的信任，杀害发现
真相的怒安娜人，欲占领该星球。

小说讲述的正是地球移民及其后裔、怒安
娜人、香沙沙落人三方为了生存和爱斗智斗勇

的故事。作者虽然是讲述另一个时空里另一个
星球的故事，却呈现了浓郁的中国情结，展示
了中国形象。

文化属性成为重要催化剂

男主人公犼先生的样貌特征属于中国人，

犼既是他基因构成的部分，也是他“兄弟”二娃
的形象。有关犼（h?u）的传说很多，既有说其是
龙之九子之一，也有说其是龙族之克星，其形
象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不断演变；成
为类似犬形象的犼， 大概成形于明清时期。对
照怒安娜星球古代文明接近中国明朝时期，可
见作者在这种细节打磨上是花了功夫的。在中
国文化中， 一般将犼视作一种有灵性的瑞兽，

所以天安门华表上面南和面北而坐的石犼分
别代表“望君归”和“望帝出”；“二娃”是男主根
据犼的形象制作的机器人， 它不但幽默风趣，

装备精良，渴望谈恋爱，而且也是男主重新“出
世”拯救怒安娜文明和“回归”情感纽带的重要
催化剂。

怒安娜人所处的时代完全参照明朝的建
筑、服饰、礼仪文化以及审美情趣描写。如小
说中描述的皇宫建筑以故宫为蓝本， 粉墙黛
瓦的墨若国皇宫，色彩斑斓的水田衣，还有美
丽的风景，不但对怒安娜人，甚至对香沙沙落
人都有“感化”作用：女外星人量子樱就一直
想放弃自己外星人的身份， 做一名怒安娜侍
女。

小说中提到香沙沙落人逃亡之后，在星际流
亡中，他们曾经达到过地球，在召开元老议会的
时候：

弧秒极乐还想说什么，圣决者冲他摆摆手，

从龙椅上起身， 走到镜决者面前。“如果当时留
在中国，我们可能会生活得非常惬意，因为那里
的领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人民勤劳质朴，温
和纯良。事实上，离开地球之后我也确实为此后
悔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们坦率得像不会保守秘密的小孩子，直接
联络了美丽之巅王国， 向首脑和他的幕僚们提
出，想在海洋上租几个没有地球人生活的岛屿落
脚。可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以后，竟然想把我
们扣留下来做生化实验！父神保佑，如果不是因
为系统设定，禁止在没有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率先
攻击其他星球，我早就下令占领那里了……

这类描写是作者对自身文化属性非常直白
的表述。

思想的汁液流淌在故事中

更为重要的是， 小说中包含的中国人文思
想。儒家重视仁爱，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这些思想
的汁液都流淌在小说主要人物性格及情节设置
上。犼先生的形象就是中国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
精神的完美结合：入世即扶危济困、舍生取义、力
挽狂澜、顶天立地；出世即不求功名、淡泊无私、

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每个具有自省精神的中国

人身上都流淌着儒道的精神血液，这就是我们民
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因传承。

犼先生虽然是一个拥有超能力的基因人（有
多物种的基因），但他心怀仁爱之心：及时抢救濒
于灭绝的文明成果、挽救差点被瘟疫灭绝的怒安
娜人（被他们奉为保护神），从不用自己的超能力
恃强凌弱，而是锄强扶弱。他不愿因为自己的“特
异功能”而破坏文明前进的客观原则，选择离群
索居，遵循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客观
规律；对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万岁不老之身，他却
认为这是一种违反自然的折磨。他拥有强大的能
力，却从不轻易动用武力，厌恶战争和杀戮，即便
面对入侵嗜杀的外星人，他的第一反应也是“逃
离”。在这部科幻作品中，作者特别强调人和自然
环境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这不但是儒道精神的体
现，更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

再次探讨科技发展的初心

《庄子·天地篇》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
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
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
也。”放在今天来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庄子反对
科技进步，只能说庄子的态度是矛盾的：科技是
一把双刃剑，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驱动了人性的
贪欲，导致了人性乃至天下的不纯洁，这样离“天
道”就越来越远了。科技发展的初心是提高生命
的体验、人的幸福感，但如果被不正确地使用，可
能适得其反。

小说中香沙沙落人的科技文明高度发达：吃
喝拉撒睡乃至大脑里的每一个临时想法都受到
“父神之眼”（大数据集成中心） 的监控， 只要质
疑，就要被“修正”；如果拒绝接受，将被关禁闭；

他们只有通过大数据监控、修正和打分系统才能
进入优生的基因库，也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子女
是谁———大数据会自动抓取完美的基因进行配
种繁殖，谈恋爱是被禁止的……这样发达的“高
科技”是我们想要的吗？更可怕的是，他们利用高
科技进行赤裸裸的杀戮……这种走向极端的科
技发展值得人类警惕。

小说中地球文明被毁灭是因为人类涸泽而
渔，用科技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作者讲
述这样的故事，表明我们依然需要从庄子的思想
中汲取发展的智慧：在科技进步的今天，要警惕
科技发展走向极端，尤其是为了一时之发展而毁
灭难以复制的物种和资源。

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 5000 多年，个人认为这
种情感价值观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包括由
此衍生的爱情及共情等。也因为这一点，我们中
华民族才留下了星光灿烂的诗经汉赋、 唐诗宋
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中，男主作为一个拥有
特殊能力的、活了近 2 万年的基因人，一开始极
度颓废、不想再活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他了， 尤其是维系他与世界
交流的纽带———外婆去世了， 带给他很强的幻
灭感。所以在婴宝儿身上找到外婆的影子后，他
就像忽然重生的超人一样， 充满了拯救世界的
激情。

当然， 小说中展示的中国形象远不止于此，

同时也不止展现中国的人文思想。作为一部软科
幻作品，小说用多视角的叙述手法，通过炫目纷
呈的科技手段，展开了诸多的人文思考：如科技
发展与文明延续的复杂关系，高科技下的人性是
否更具合理性，高级人工智能时代人是否还需要
情感沟通等。 还有犼先生贯穿整个故事的困惑：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终极的哲
学追问随着他的身份之谜、存在价值困惑等问题
逐步展开，深刻却不生硬，体现了作者很强的文
笔驾驭能力。

虽然是科幻文学创作的新力军，但是乔华的
创作态度非常严谨，诚如他自己所说：“写作让我
思考、自知，让我寻找到了愿意奋斗终生的人生
方向———那就是通过实际行动去爱他人、爱大自
然，爱我们所生活的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并尽自
己的微薄之力，通过文学作品把这种正能量的爱
传递给更多的人。”因此，《犼先生》作为乔华的软
科幻处女作，受到了科幻先驱们的嘉许：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说：“作者把过去、当下
和未知，另一颗遥远星球和地球的故事，巧妙地
编织在了一起。讲中国故事的科幻宇宙，很可能
就从这本书里诞生。”

刘慈欣评价《犼先生》说：“乔华开辟了一条
独特的科幻文学之路，把反差极大的诸多元素予
以杂糅，使本来凛冽锋利的科幻故事，呈现出雅
致古典的中华气质。”

中国的经济亟须科技创新的驱动，这必将带
给中国科幻创作新的春天。同时，这种科幻和科
技的密切共栖关系也必将推动中国软科幻创作
的飞速进步，我们将在这里看到一个全新的“中
国形象”。

◆

遗风余韵中坚守的“碣石”
■ 速继明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好
的作品，总是敢于直面时代问题，也善于捕捉、

审视和反思走过的路、经历过的苦难、取得过
的辉煌，更敢于摹画明天与未来。

《河湾里》就是这样一部体现时代性而又
呈现中华民族发展轨迹的“因时之作”。小说以
改革开放作为恢宏的时代大背景，以中国传统
文化为精神命脉，以东部沿海和中原大地的乡
土人文为微观背景，讲述了一群深受传统文化
滋养而又沐浴改革春风，既有“碣石”般的守护
情怀又有“开拓者”的披荆斩棘之志，既有个人
算盘又有大局意识的一群青年男女的学医、从
医之路。作品笔触细腻，满溢对民族历史进程
的反思、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见、对民族脊梁
的篆刻，浸润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因而，与其说
这是一部在地域文化冲突中呈现人物的小说，

倒不如说是一部记录历史、表现历史、思考历
史的深刻作品。

《河湾里》成为一个时代缩影，表达了对一
个时代风貌，一个时代的风气、一个时代的趋
势和一个时代的特质的深入思考。

绵延 5000年的中华文化为本书提供了磅
礴的精神供给。没有中华文化的滋养，就没有中
华民族的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动力。小说
中的河湾、 徐庄， 甚至玄武湖、 鸡鸣寺， 都是
5000年中华文明史中的一朵朵浪花， 是中华文
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滋养下，

小说中的人，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
具体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
心冲突和挣扎的人。殷衡、徐余庆、老吴、童晓、朱
晓东、景宫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符号，因为河
湾、齐鲁、杭城、金陵的文化而被修饰和规定，

他们因此而获得厚重的生命底蕴。 弥漫在河
湾、徐庄的，是先祖遗训、老辈叮嘱、儿孙企盼
沉淀……在祖祖辈辈的遗风余韵中，化作了代
代坚持和守护的“碣石”。每每遇到人生挫折与
生计苦难， 文化的给养池就散发无穷力量：家
庭的温暖与支援、邻里的理解与相助，都成为
殷衡、徐余庆、季萌的“磨刀石”和“垫路板”，帮
助个人、帮助家庭走出低谷。《河湾里》诠释了作
者对齐鲁文化和江南文化的深厚理解和时代洞

见，在文化冲突激荡中，更看到了在改革开放大
背景下融合、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好的作
品总是作为时代的先声， 总是与时代脉搏应
和。《河湾里》问世正是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华夏
之际，白衣天使逆行而上勇斗病魔的精神激发
了作者的共鸣。作为一个时代参与者、医务工
作者、企业管理者的多重身份，作者通过对改
革开放以来医疗领域的人、 物、 事的观察和体
认，表面看是一群青年人的成长、历练、工作的
轨迹，以及爱恨情仇的冲突与抉择，但实际上，

作品写了伟大的改革开放在医疗、经济、生活和
思想认识方面的伟大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涌
现出来的坚守、破陈、牺牲、守望等时代精神。

虽然抬头看到的天是世界的天，但脚踩的
地是中国的地。民族的命运需要中华民族以巨
大的使命意识披荆斩棘、 革旧鼎新一路闯出
来。但凡不是一个麻木的人，都会为 40年的历
史画卷而深深触动。但不要忘记，在改革开放
之初，正如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是一个“摸石
头过河”的筚路蓝缕之路；是一个个诸如殷衡、

徐余庆、朱晓东、周文这样的平凡的肉体凡胎，

在守旧与创新、灵魂与肉体、小我与大势、算计
与牺牲的一个个具体的矛盾冲突中推动历史
大势，汇聚历史发展动力，形成改革创新锐气
的过程。《河湾里》虽然没有用大篇幅来讲所有
矛盾，但现实给作者这一特殊的亲历者以巨大
压力， 唤醒了他对中华民族如何总结经验教

训，以前瞻性思维做好预防举措，形成有效响
应机制，调动一切资源做好应对的思考。

“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要去发现
和揭示时代的精神、去讴歌人性的真与美，除了
要有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
会责任感。《河湾里》不只是单纯讴歌好的一面，

也看到了改革开放浮躁、复杂、多元的环境中多
面的人性：他们中，有人选择一路前行，有人选
择先成家后立业，也有人选择权力、金钱、欲望；

他们中，有人为救小女孩牺牲生命，有人为救病
患倒在手术台上，有人为断病情舔尿，也有人为
抗击灾情奉献大爱；他们中，有为爱情迷失精神
的，有为金钱使良知渐行渐远的，也有为私利背
弃道义的……在改革开放启动的利益机制中，

复杂的人性和人心， 在时代的天地间被呈现和
称量。在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如
何处理好义与利、小与大、私利与公利、恐惧与
坚守等，这是时代的问题。作者在揭示矛盾的
同时，其实已经从主流、从大局、从大势上给出
了评判，明确了方向。可以说，鞭挞黑暗的目的
是彰显光明、揭示负面的目的是更好地塑造精
神梁柱。这是用故事、用经历、用结局所呈现的
支撑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呈现，是一
个伟大的民族在 5000年历史画卷中不断续写
民族辉煌的新篇章，是民族复兴之路的立体画
卷。

守望，这是跨越历史的回响。（作者为华东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小小说、小故事与小人物
■ 刘海涛

安谅的系列小小说“明人日记”，创造了一个
鲜活的、睿智的“故事叙述人”形象，“明人”已经
成了当前小说界难得的“故事讲述人”的典型。从
明人的视觉、心灵讲出的故事，正是中国社会转
型期普通人的集体人格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文学
概括；明人眼中看到的世界和他创造的世界深深
地烙上了新时代的印记。 他叙述的或真实或虚
构、或充满情趣或幽默可笑的故事，为如何讲好
中国新时代的新故事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明人在《你是我的原型》中分别以故事的主
角、次角和见证人出场。安谅的故事材料基本上
是从直叙人物独特、反常的言行开始。一般说来，

小小说的故事材料最好是从独特、 反常开始，启
动细节和发展细节如果是独特的、反常的，那就
容易吸引读者注意，吊足读者的阅读胃口；当故
事在前 2/5 的部分写足了反常奇特的人物言行
后， 在故事的中部或尾部就要迅速地解开悬
念———原来人物的奇特言行并不奇特，是这一类
人物的人性和人格使然；如果在故事的尾部再讲
述一个解悬后的相同的情节，那就是“升三级”式
的文学的重复和放大；如果解悬后故事出现意外
结局，那就是情节的反常与突变；当读者理解了
独特、反常的情节因果后，故事情节的发展戛然
而止，那就是小小说的留白和隐喻了。这一切在
《你是我的原型》里均有充分的体现。

《寻车》和《门缝里的窥视》都有一个故事情
节大尺度的“转折性变化”。《寻车》的核心情节也
是“升三级”式的重复渲染：丢了单车心急，丢的
是辆旧车仍急， 丢的是辆前轴已断的坏车心更
急。这个“升三级”的故事情节展现了一个普通人
心灵深处的美德。《门缝里的窥视》故事的开头与
结尾是发生了相反的“艺术突变”。阿杜找明人投
诉：他认为小刘的获奖作品是抄袭他的；而明人
让阿杜看了小刘的获奖作品后才心服口服———

小刘不但不是抄袭，小刘的故事反而充满着感人
的正能量———从门缝中看到的故事真相是同学
们凑齐饭菜票来安慰丢了饭菜票的小刘。经明人
点破“门缝里看人，不要把人看扁了”后，这篇小
小说的立意便哲理化了。

到了《高董和他“矮老总”》，安谅用一个“小小
说对比思维”把材料设计成一个“反跌对比”式的
情节———唱高调的完不成任务， 讲困难的反而扑

上了生产第一线；当初让明人喜欢的被调离，让明
人不喜欢的艾总却接替了高董。用“反跌对比”的
方法来塑造，使小小说的故事立意鲜明地凸现了，

人的言与行、名与实总是不相符，现实生活中我们
不需要形式主义的高调，而“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实干精神才是今天最需要得到肯定和发扬的。作
家创建这样的故事立意，采用的是“半点破”方法。

《夜半歌声》和《希望与你同在》则采用了“半
留白”的故事创意技巧。一个音乐艺术家患了老
年痴呆症，通过“街头艺人”每天晚上演唱艺术家
在患病前所作的《春夜冷吗》，就能使他短暂地恢
复记忆。那个天天在街头用歌声唤醒老人的“艺
人”，正是老艺术家的儿子。亲情创造奇迹的审美
力量，来自故事先讲一半，最后在结尾快速揭秘
的“跳移式叙述”。

《希望与你在一起》是校园“怀旧题材”的创
新写法。一张毕业晚会上的“游戏纸条”改变了一
个女人的一生：“女校友” 在校读书期间成绩不
好，缺乏自信。明人给她的字条却是“希望与你在
一起”。“女校友”当然明白：明人的“希望”是个名
词，这句话并不是爱情表白；但是，20年来，“女校
友”一想起这句话就想到：永远怀有希望的人，是
不会沮丧或沉沦的。“女校友” 这 20年来是如何
一步步克服自卑，一步步走向生活和事业的辉煌
的？全都省略了。如果说，《寻车》是正写人物、明
示故事内涵，《门缝里的窥视》是侧写人物、全点
破故事内涵的话，那么，这篇《希望与你在一起》

则属于正写人物而“全留白”人物创意了。

安谅的小小说故事选材常常是围绕着某一
个物品细节在不同的时空勾连起材料而形成“小
小说故事的单一事件”；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这
个单一事件将发生一种或斜升、或反转、或曲转
的对比性变化；这个艺术变化将形成故事悬念和
意外结局，而读者解开悬念、理解反常与意外的
因果后便能领悟到故事底蕴和文学创意；安谅根
据题材的特点，相应地采用全点破、半点破和全
留白等揭示小小说文学创意的方法，这样就形成
了安谅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你是我的原型》
安谅 著
作家出版社

《 先生：锦绣离人》
乔华 著
中国纺织出版社视觉中国供图

《河湾里》
园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