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 科幻小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 它只是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

来， 就像一堆想象力的鹅卵石， 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和把玩。 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会成

为现实， 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们， 这不是它的任务， 也超出了它的能力。 图为电影 《流浪地

球》 （右上） 和 《2001 太空漫游》 （左下）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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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科幻小说， 但是我不预测未来

在所有文类中，

科幻最能够消解人类的焦虑
陈楸帆

“科幻小说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
听起来有点天马行空， 但其实有非常
现实的语境。 《三体》 流行之后， 非
常多的互联网从业者、 投资人试图从
《三体》 里面读解出降维攻击、 黑暗森
林法则、 三体管理学等一些对企业管
理有用的概念。 而刘慈欣自己则非常
实在地说： “我就是个写科幻小说的，

而科幻的目的就在于科幻本身。”

那么， 科幻到底有没有用？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 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 这句话特别好地概括了科
幻小说的作用———它是当今最重要的
一个文类。

《人类简史》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先生在接受 《连线》 杂志的一个采访
时说： “科幻小说帮助大众形塑了对
于人工智能、 生物科技等等新事物的
理解。 这些技术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
内彻底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社会。”

回到科幻小说诞生之初的 1818

年。 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 工业革命、

机器大生产让许多产业工人下岗， 同
时生物学、 电磁学也取得了突破进展。

这时候的欧洲大陆， 其实肆虐着黑死
病。 一群来自英国的文艺青年跑到了
日内瓦去避难， 无聊之余， 他们提出
大家每天来讲一个鬼故事来做消遣 。

其中有一位叫玛丽·雪莱的少女， 当时
年仅 18 岁 ， 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

一个科学家利用生物解剖学以及电力
学的知识， 制造出一个世界上从来没
有过的生命， 这个造物反过来又摧毁
了它的创造者。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弗兰
肯斯坦》， 被称为 “现代科幻小说的一
个缘起”。 它的起点非常高， 因为它所
探讨的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
是否有权利用科技去创造一个新的生
命？ 这个创造物跟我们人类之间的关
系又是什么？

科幻小说面向的， 就是人类作为
一个文明整体， 在随着科技不断发展
之后， 所产生的认知、 情感、 伦理上
的焦虑。 这种焦虑主要来源于信息的
不对称， 以及我们对新事物的不理解、

不接受。 就像被称为 “20 世纪三大科

幻小说家 ” 之一的阿瑟·克拉克所说
的， 人类总是在高估一项技术所带来
的短期冲击， 但是低估它所带来的长
期影响。

那么 ， 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 ，

它为什么跟言情、 武侠或现实主义不
一样？ 它有什么样的特质能够来处理
人类文明的这种焦虑？

我从历史上找到了三个理论家 ，

他们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科幻
小说到底是如何发挥功用的。

第一个叫达科·苏文， 是一个加拿
大裔的犹太人。 他从诗学和美学的观
念出发， 第一次在历史上建立了一套
针对科幻小说的系统性的理论。 在他
之前的所有评论家其实都是用主流文
学、 传统的纯文学的视角来评判科幻
小说， 比如文学性的强与弱、 人物塑
造的成功与否， 但达科·苏文提出一个
概念， 叫做 “认知陌生化”， 从一个崭
新的坐标系去告诉我们， 科幻小说究
竟为何区别于其他的文学样式。

在这个坐标系里， 纵轴代表着认
知性的高低， 横轴代表着审美以及诗
学上的从自然主义到陌生化的不同的
阶段。 认知性和陌生化其实不是一对
撕裂的概念 ， 它们其实是相辅相成 ，

中间有着非常有机、 辩证统一互动的
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 使得我们阅读
科幻小说成为了一种不断挑战、 打破、

重塑我们认知与审美边界的一种思想
的实验与冒险。

第二位理论家是毕业于哈佛大学
的韩裔美籍学者朱瑞瑛。她在 2010 年
出版的著作 《隐喻梦见了文字的睡眠
吗 》 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观
点———科幻是一种高密度、 高能量的现
实主义，而传统所认为的 “现实主义文
学 ”，只是一种低密度 、低能量的科幻
文学。

她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古希腊 。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 所有的文学创
作其实都是对现实的一种模仿和再现。

但到工业化时代之后， 尤其现在越来
越多日新月异的高新科技， 使得整个
世界的现实图景已经高度的复杂化 、

抽象化， 它远离了我们日常经验的限

度。 传统的文学话语已经无法再有效
地帮我们去模仿、 再现现实， 这个时
候， 隐喻出现了。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这样一些说法，

比如说地球是一座村落， 互联网是一
条信息高速公路等等， 其实都运用了
隐喻的手法来解释一个非常抽象的概
念。 这样的概念非常多， 包括全球化、

网络空间等。

而科幻小说里最有趣的一点是 ，

这些比喻的本体和喻体， 其实就是一
回事。比如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
玩家》里，网络空间被塑造成一个主角
可以在里面自由穿梭， 去进行冒险的
虚拟的世界，叫作绿洲。这个“绿洲”其
实具备了现实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在
叙事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同时
它在文本上又是对网络空间的一个
比喻 。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科学的
真实性和现实的隐喻性两个角度 ，去
同时对绿洲进行理解和认知 。

这就是朱瑞英所说的， 在科技概
念不断冲刷我们的认知的当下， 科幻
小说是一种能从更大的密度、 更强的
能量 、 更全面全息的角度 ， 去描摹 、

再现我们复杂的现实场景的一种文学
样式， 它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第三位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2005 年他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
作 《未来考古学》， 在这本书里他把科
幻小说当成一种从未来看当下、 从他
者看自我的思想框架。 通过这种思想
框架， 我们可以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
认知测绘。

从这个角度出发 ，科幻小说不是
预测或者逃避 ，而是一种想象力的实
验 ，是一种对完美的启发机制 。 它是
一个认识论而不是本体论上的存在 ，

是人类理解自我 、把握当下的一种间
接的策略 。 科幻作家们通过塑造很多
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后人类时代等这
样一些他者世界来现实性地介入社
会，推进人性，让读者在阅读这样一些
故事的过程中， 更加清楚地看到自身
的局限，从而保留了“在真实社会里面
的一块文学想象性的飞地”。

可以看到， 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侧
重， 但都是对科幻与文学、 科幻与科
技、 科幻与现实、 科幻与未来这四组
关系进行思考。 当我们了解了这四组
关系之后， 再回过头去看 《弗兰肯斯
坦》 《三体》 《小灵通漫游未来》 等
作品， 我们会有全新的感受。

至于我自己， 为什么要写作科幻
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必须回到我
13 岁时， 读完阿瑟·克拉克的 《2001

太空漫游》 后， 仰望星空， 觉得宇宙
如此的浩瀚， 而我自己特别渺小。

这种对未知的恐惧， 对变化的焦
虑，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也在作为整
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而科幻小
说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让我们去体验
这无数种可能性， 去理解并感受超出
日常经验之外的人类境况， 由此， 我
们得到了超越此身此世的生命， 我们
作为人类个体的焦虑， 也被更为宏大
的时空尺度、 超越人类中心的多元视
角所冲淡、 摊薄、 中和。

就是这种原初的感动和敬畏， 让
我开始拿起笔来写作， 创作我自己的
科幻世界。 在最早我写作科幻的时候，

它无法给我任何经济上的回报， 但是
写作科幻 ， 让我穿越了无数个时空 ，

经历了难以言喻的精彩冒险， 与诸多
伟大的心灵产生共振， 结交了遍布世
界各地因为科幻而相识的好友。 这些，

都是无法用物质来进行刻度衡量的。

所以， 尽管科幻不能解决个人的
现实焦虑， 但是能够解决人类文明整
体的结构性焦虑。 近几年有很多人问
我： AI 会不会让人类失业下岗？ 机器
会不会取代人类、 甚至奴役人类？ 这
就是人类文明的结构性焦虑。

对我来说， 答案也非常简单： 与
其焦虑未知， 不如拥抱变化。

作为一个物种， 人类跟其他的物种
其实是一样的，有生老病死的周期，它最
终也会有迎接灭亡的一天。 但倘若我们
能把人类文明通过某种方式传承到下一
个文明、另一个物种中，那就是人类的荣
耀。比如，我们在地球上留下多元性的建
筑或艺术；我们向太空发射人类的信息，

像旅行者二号，它已经飞离太阳风层，进
入星际空间； 我们教会机器以及其他物
种理解人类、创造以及拥有情感。在这个
喧嚣与骚动的时代， 我们面对焦虑最好
的方式，就是保持一种开放乐观的心态，

去拥抱未知、拥抱明天、拥抱现实。

这就是科幻能够做到的事。

（作者为新生代科幻作家、 全球华
语科幻星云奖、 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

有历史学家说过， 人类之所以能

够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建立文明 ，

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

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在未来，

当人工智能拥有超过人类的智力时 ，

想象力也许是我们对于它们所拥有的

惟一优势。

科幻小说是基于想象力的文学 ，

而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瑟·克

拉克的作品 。 除了儒勒·凡尔纳和乔

治·威尔斯外， 克拉克的作品是最早进

入中国的西方现代科幻小说。 在上世

纪 八 十 年 代 初 ， 中 国 出 版 了 他 的

《2001 太空漫游 》 和 《与罗摩相会 》

（又译 《与拉玛相会》）。 这两本书第一

次激活了我的想象力， 思想豁然开阔

许多， 有小溪流进大海的感觉。

读完 《2001 太空漫游 》 的那天

深夜， 我走出家门仰望星空。 在我的

眼中， 星空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 我

第一次对宇宙的宏大与神秘产生了敬

畏感， 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感觉。 而后

来读到的 《与罗摩相会 》， 也让我惊

叹， 如何可以用想象力构造一个栩栩

如生的想象世界。 正是克拉克带给我

的这些感受， 让我后来成为一名科幻

作家。

现在， 三十多年过去了， 我渐渐

发现， 我们这一代出生于上世纪六十

年代的人， 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幸

运的人 ， 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一代人 ，

像我们这样目睹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如

此巨大的变化 ， 我们现在生活的世

界， 与我们童年的世界已经完全是两

个不同的世界， 而这种变化还在加速

发生着。 中国是一个充满着未来感的

国度 ， 未来可能充满着挑战 ， 但从

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吸引力 ， 这

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使其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 作

为一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中国

的科幻小说家， 则是幸运中的幸运。

我最初创作科幻小说的目的， 是

为了逃离平淡的生活， 用想象力去接

触那些我永远无法到达的神奇时空 。

但后来我发现， 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

越像科幻小说了， 这种进程还在飞快

地加速， 未来像盛夏的大雨， 在我们

还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 同时我

也沮丧地发现 ， 当科幻变为现实时 ，

没有人会感到神奇， 它们很快会成为

生活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只有让想象

力前进到更为遥远的时间和空间中去

寻找科幻的神奇， 科幻小说将以越来

越快的速度变成平淡生活的一部分 ，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 我想我们的责任

就是在事情变得平淡之前把它们写出

来。

但另一方面， 世界却向着与克拉

克的预言相反的方向发展。 《2001 太

空漫游》 中， 在已经过去的 2001 年，

人类已经在太空中建立起壮丽的城市，

在月球上建立起永久性的殖民地， 巨

大的核动力飞船已经航行到土星。 而

在现实中的今天， 人类在太空中航行

的最远距离， 也就是途经我所在的城

市的高速列车两个小时的里程。 与此

同时， 信息技术却以超乎想象的速度

发展， 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 在 IT 技

术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 ，

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 相对于

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 他们更

愿意在 VR 中体验虚拟的太空 。 这就

像有一句话说的： “说好的星辰大海，

你却只给了我 Facebook。”

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

克拉克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

去， 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 现在的

科幻小说， 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

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 更多地关

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科幻的

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 变成

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作为科幻作家， 我一直在努力延

续着克拉克的想象， 我相信， 无垠的

太空仍然是人类想象力最好的去向和

归宿， 我一直在描写宇宙的宏大神奇，

描写星际探险， 描写遥远世界中的生

命和文明， 尽管在现在的科幻作家中，

这样会显得有些幼稚， 甚至显得跟不

上时代。 正如克拉克的墓志铭： “他

从未长大， 但从未停止成长”。

与人们常有的误解不同， 科幻小

说并不是在预测未来， 它只是把未来

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 就像一堆想

象力的鹅卵石， 摆在那里供人们欣赏

和把玩。 这无数个可能的未来哪一个

会成为现实， 科幻小说并不能告诉我

们， 这不是它的任务， 也超出了它的

能力。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从长远的时

间尺度来看， 在这无数可能的未来中，

不管地球达到了怎样的繁荣， 那些没

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 像那些曾经

描写过信息时代的科幻小说一样， 描

写太空航行的科幻小说也变得平淡无

奇了， 那时的火星和小行星带都是乏

味的地方 ， 有无数的人在那里谋生 ；

木星和它众多的卫星已成为旅游胜地，

阻止人们去那里的唯一障碍就是昂贵

的价格。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 宇宙仍是一

个大得无法想象的存在， 距我们最近

的恒星仍然遥不可及。 浩瀚的星空永

远能够承载我们无穷的想象力。

刘慈欣

科幻有什么样的特
质 ， 可以处理人类文明
的普遍焦虑？

科幻小说不是预测
或者逃避 ， 而是一种想
象力的实验

通过阅读科幻小说 ，

个体的焦虑终将被更为宏
大的时空尺度所中和

创作谈

电影 《流浪地球 》 的热
映 ， 不仅带热了同名原著 ，

更将科幻这门原本小众的艺
术门类推到了聚光灯下 。 科
幻究竟是什么 ？ 它为什么而
存在？

本期文艺百家 ， 特刊发
畅销科幻小说 《三体 》 《流
浪地球 》 作者刘慈欣以及科
幻作家陈楸帆的文章 ， 以飨
读者。

———编者

配图顺时针依次为 ： 《三

体 》 《流浪地球 》 《弗兰肯斯

坦》 《2001 太空漫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