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2月 18日，世界科

幻协会(WSFS)决议宣布，成都成

功获选为2023年第81届世界科

幻大会举办城市。成都由此成为

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二个举

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

“成都是中国地理上的洼

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首届银河奖得主吴显奎这样评

价成都科幻文学发展。国内最

重要的一系列科幻奖项，比如

银河奖、全球华语星云奖、未来

科幻大师奖等在川渝地区诞生

和发展，国内“科幻四巨头”刘

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从成

都走出。近年来，在科幻产业发

展和学术研究方面，成都也走

在全国前列。

近日，由董仁威担任主讲

嘉宾的“川渝科幻亲历史”讲座

在四川大学江安图书馆举行。

谈起川渝科幻发展，董仁威无

疑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之

一。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有

一条明晰的主线，便是“科幻”。

作为中国首批科幻文学作家，

董仁威发表科幻类著作数十

部，主编科普类图书24套，代表

作《生命三部曲》《中国百年科

幻史话》《三星堆迷雾》等。并

且，他曾担任四川省科幻作家

协会主席长达十年，创建成都

科普创作中心，与同仁一起创

建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创办“全

球华语星云奖”等科幻文学奖

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普科

幻作家。可以说，董仁威的人

生，是与川渝科幻发展史融合

在一起的，他是川渝科幻的亲

历者、见证者，也是领头人、奠

基人。

“川渝科幻，乃至中国科

幻，就像一列列车，永远有人上

车下车，但车会一直开。”董仁

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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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永远向前的列车
——董仁威讲川渝科幻亲历史

■ 实习生 王一丹

太阳
总能照到我们

■ 李季

四川大学 ——川渝科幻的摇篮
讲座之初，董仁威就提到川大是川渝科幻文学孕育的

摇篮。

四川科普作家协会第一任副理事长、科幻文学作家童

恩正，就是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期，开始了科幻文学

的写作。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着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冯

汉骥教授到当时的忠县渰井沟去考察一处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察中的所见所闻震撼了年轻人的心。于是，大三的童

恩正创作了科幻小说《古峡迷雾》。《古峡迷雾》一经发表，就

受到了当时青少年读者的欢迎，让很多青少年对科幻文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童恩正也参与了《科学文艺》（《科

幻世界》前身）的创办。

同样，董仁威的科幻之路也开始于大学时期，他本科期

间植物学的学习，研究生阶段细胞学的学习，都为后来的科

幻文学写作打下了“科学”的坚实基础。“大学的课程三分之

一时间就学好了，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呆在图书馆。”

提起大学在图书馆读书的岁月，董仁威颇为自得。四川大学

图书馆孕育了董仁威的科幻梦，因而，毕业60年之际，董仁

威向四川大学图书馆捐赠自己创作图书一百余册。

近十几年来，也有不少青年作家从四川大学走出。谢云

宁、程婧波、阿缺等科幻新锐都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四川大

学科幻协会也为川渝科幻的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

我虽不是科幻迷，但读到这本《莱

姆狂想曲》时，不禁叹为观止。《莱姆狂

想曲》的结构非常奇特，书中5篇科幻小

说皆由莱姆本人虚构，继而以天马行空

并极具哲学思辨的方式进行评论。可以

说莱姆在该书中是先构建再解构，妙趣

横生的评论中，渗透着对人性弱点的嘲

笑、对时事政治的讥讽以及对文学艺术

的见解。《纽约时报》曾说莱姆“值得一

座诺贝尔文学奖”，他被誉为“科幻界的

博尔赫斯”。诚然，书中评论虚拟作品的

方式，我是第一次读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波兰著名科

幻作家、哲学家，素以博学闻名于世。他

通晓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涉及医学、

生物学、数学、哲学、语言学等。他热衷

于用后现代实验拓展和探讨超前时代

的科幻主题、技术本质、人类与外星智

慧的沟通困境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

位等等，并超越科幻思维本身，直抵哲

学深度，甚至接近更为无限的延展。要

知道，《莱姆狂想曲》的内容创作于1973

年。莱姆的作品很早就被列为哲学系学

生的教材，他的《索拉里斯星》和《未来

学大会》多次被搬上银幕，更是启发了

《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概念，深刻

影响了刘慈欣、道格拉斯·亚当斯等一

大批科幻作家。

5个科幻小说中，《将语》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微生物的智慧世界。在我们的认

知中，人类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唯一的

高等动物。但莱姆突发奇想：细菌能否以

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智慧？看似不可能，但

我们随着他的构想“脑洞大开”时，细菌

竟然超出人类的智慧，无所不在，进化后

用摩斯密码写了预言书。这是对人类惯

常思维的极大讽刺，我们看不到的光怪

陆离，兴许就藏在某个高维度之中。

《死灵》中，莱姆用一些极富特色的

图片构建出生与死的交织点，并在其中

大发感慨，关于生死、关于艺术、关于人

类的身体、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构成了

非常现实的哲学问题。

《比特文学的历史》介绍了人工智

能所撰写的文学史，大大超出科幻世界

范围，新奇而深刻地向一种无限性延

展。

《维斯特兰德未来百科全书》是莱

姆在40多年前想象出的百科全书终极

发展模式，非常有趣。在世界上尚没有

电子版可供检索的1973年，莱姆对“百

科全书”进行了“自动检索、在线更新”

的想象，恰好非常吻合今天互联网技术

成熟情况下的应用实施。

我认为《泥人十四》中的“泥人系列”

简直就是科幻故事的最高境界，关于智

慧生命的思考，关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

诸多难题，在“泥人”中都能找到答案。

《泥人十四》被设定出版于2047年，却极

具讽刺意味地讲述了冷战时期西方国家

大力发展军用人工智能的故事。在为政

府服务了几十年后，军事计算机“泥人”

造反了。造反后，“泥人”当中羞辱议员，

拒绝与军方合作，继而沉默不语。故事的

尾端，“泥人”语出惊人，再度开口：人类

智慧是一个陷阱，人类的所谓文明是一

场赌博，人类进化是一连串错误，若没有

这样的智慧，人类原本可以进化得更完

美！莱姆借“泥人”暗示我们：人类必将走

进和智能机器共存的时代。

5个关乎未来的狂想曲，5个嬉笑怒

骂的后现代寓言，生动、有趣又深刻，令

人无法忘怀。莱姆构思这些故事及评论

的1973年，人类距离如今的高科技还很

远，他凭借超出常人的想象力和超前认

知，构建了5个预言性的虚拟世界，对我

们自身的反思和发展都非常有积极意

义。莱姆由此提出了“宇宙文明的存在

可能会影响到可观察宇宙”的惊人想

法，认为人类今天所观察的宇宙，可能

已被别的文明改造过，并因为高度发达

的文明可以制定和改变宇宙中的物理

学定律，是不是动摇了你的固有认知？

也许，现今的科幻作家们甚至科学

家们，正是以莱姆这种超前的科幻思

维，向未来不断探索和延展。这不正是

科幻作品的迷人之处吗？

201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擅

长借用科幻、魔幻或侦探小说的外壳，构建关

于“时间、记忆与自我欺骗”的故事，小说《克

拉拉与太阳》依然围绕着这一核心旋律进行

变奏。

书中的主角克拉拉是个机器人，她有一

颗善良的心，一直为自己所服务的家庭尽心

竭力，最后为了让主人乔西恢复健康而与太

阳签下契约，献出了维系自己活力的能量，走

完了自己作为机器人的一生，最终被抛弃在

垃圾场。

克拉拉的悲剧在于，她具有完备的人类

的情感，却始终被人类当作机器。无论怎么努

力，她都无法得到人类的信任和温情。母亲只

想利用她，让她在女儿死后延续乔西的生命

替代乔西，可乔西一康复，母亲便立刻疏远了

克拉拉；画家和管家则完全将克拉拉当成一

件器具，厌恶、蔑视还想利用她；主人乔西与

克拉拉也曾有过甜蜜的友谊，但只把她当成

昔日玩伴甚至玩具，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而

渐渐忽视、丢弃了她。

克拉拉具备绝对利他的无私人格，付出

而不求回报，看懂私心却没有私心，渴求爱但

不索取爱，这样完美的性格，也许只有机器人

才配拥有。即使知道人类爱她只是为了利用

她，她仍然义无反顾选择献出生命。她念着母

亲和乔西的好，记着母亲挺身而出保护她，记

着乔西与她的深情告别，而忘记了人类对她

的轻视、淡漠，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被丢

弃的，直到最后她仍怀念着人类美好的一面。

表面看是太阳治愈了乔西，实际上治愈乔西

的是克拉拉。书名“克拉拉与太阳”，克拉拉就

是太阳。

《克拉拉与太阳》所要讲述的当然不仅是

一个关于家庭的科幻故事，书中重点要展现

的依然是人类生存的困境以及对未来的忧

虑。书中的每个人都有着不如意的事，每个人

都各怀伤痛。在机器人克拉拉面前，人类的虚

伪、自私、卑劣无处可藏，但人性的脆弱和人

在内卷社会下的生存困境也纤毫毕现。这个

家庭在现实中百般无奈只有求助机器人，克

拉拉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不抱怨，甘愿为这

个家庭付出生命。人类的社会已经如此发达，

高新科技带给我们的却不是更高的善，而是

更加稳固的自私与残酷。人类制造出的机器

人却对人类满怀悲悯，人类的崇高和人之为

人的尊严如何彰显？在一个机器比人更高尚

的世界，人类最推崇的价值反而被机器所实

现，人类却依然被流行病和阶层悬殊所困扰。

在这个冷暖交加的世界，人们总是要在苦与

痛中载歌载行。

石黑一雄的小说一贯冷静、温和、克制，

《克拉拉与太阳》在呈现绝望的同时也赋予了

新的希望，克拉拉对太阳的信仰就是对爱的

呼唤、对善的渴求。太阳总能照到我们，但也

需要我们自身对生活依然有坚守、向往和追

求，才能够拥有继续前行的力量。

《克拉拉与太阳》

[英] 石黑一雄 著 宋佥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3月
ISBN: 9787532786831

《莱姆狂想曲》

[波兰] 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著 老光 译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12月
ISBN: 9787555912521

1973年的“脑洞大开”
■ 李庆林

【
读
书
】

董仁威

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科普科幻作家，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

理事、四川省科普作

家协会荣誉会长、世

界华人科幻协会和全

球华语科幻星云联合

创始人

三个奖项
——全国科幻的新阵地

中国大陆第一个科幻奖是由《科幻世

界》杂志社举办的银河奖。银河奖首办于

1986年，历届获奖名单中不乏吴显奎、刘慈

欣、王晋康、韩松、何夕等科幻大咖。一年一

度的银河奖，将全国科幻人的目光汇聚到

成都来，也发掘了一批优秀的科幻文学作

家。

2010年，有感于国内科幻文学“小众”

的情况，董仁威与科幻出版人姚海军、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决定创办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董老的儿子、科幻人董晶

介绍了第一届全球华语星云奖的举办背

景。当时资金十分匮乏，场地就租了四川大

学旁边一个电影院的放映厅。嘉宾由董仁

威邀请，刘慈欣、韩松等全国一百多位科幻

人自费住在附近的一个小宾馆。当时川大

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学生、科幻新锐作家程

婧波是现场总导演，董晶则是现场总指挥。

开场的视频都是两人自学剪辑而成的。回

忆起来，董晶说，这个视频虽然粗糙，但是

现在看来还是很感动。令他影响深刻的是，

之前预计到场一百余人，结果很多热爱科

幻的学生都前来观看，过道里坐满了人。川

大文新学院教师、科幻研究专家姜振宇笑

说,他就是当时坐在过道里的学生之一。

可以说，是科幻人的热忱支持着全球

华语星云奖走到了现在。举办之初，董晶感

慨，如果能办10年就很了不起了。如今，全

球华语星云奖已经走过12个年头了。

科幻作家孙悦是与星云奖一起成长起

来的。孙悦曾经是四川大学科幻协会会长，

从第二届星云奖开始，正在读大二的孙悦，

和科幻协会的同学们参与到星云奖的策划

与执行中。2012年，四川大学科幻协会联合

国内 55 所高校，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幻

想类社团联合征文投稿”。这一次征文比

赛，在高校间引起强烈反响，阿缺、灰狐等

科幻新锐作家在这一次征文中涌现。“全国

高校幻想类社团联合征文”就是“未来科幻

大师奖”的前身。从2012年至今，未来科幻

大师奖已经走到了第十年，很多青年科幻

作家都从这个奖开始崭露头角。

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未来科幻大

师奖，成为了中国科幻发展的新阵地，持续

地吸引着科幻新人，激励着他们创作更多、

更好的科幻作品。

这场讲座如同一本有声书，为听众展

开了川渝科幻发展的历史，让大家了解在

科幻还不为人知的岁月里，正是董仁威和

一批心怀热爱与妙想的前辈，支撑着川渝

科幻，推动着中国科幻。明年，我们期待，一

代代人为之付出的中国科幻梦，走在世界

科幻的聚光灯下，成为新的焦点。

《科幻世界》 ——川渝科幻的基石
1979年于成都创刊的《科幻世界》，是发行量极大的科幻杂志，也是

国内创刊最久的科幻文学杂志。董仁威笑说，直到现在，不少青年作家

仍然以能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一篇作品为荣。

谈到《科幻世界》，不得不谈它的前身《科学文艺》。《科学文艺》早期

组织科幻文学作者开了多次笔会，培养与聚集了很多科幻文学作者。董

仁威也是因为在《科学文艺》上发表了一篇科普小文，加入了科幻文学

作者的笔会，由此走上了科幻文学写作的道路。

但据董仁威介绍，上世纪80年代，《科学文艺》从几十万份发行，到

几万份，亏损严重，濒临停刊。这种情况下，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主编

是众人所期盼的。童恩正看中了杨潇，而杨潇当时刚生完孩子。童恩正

两次上门拜访，和杨潇语重心长地说：“你愿意当二三流的科幻作家呢？

还是当一个一流的科幻文学编辑呢？我觉得你就是一流科幻文学编辑

的料。”

正如童恩正所言，杨潇刚一上任，就体现出了非凡的魄力。面对财

务窘境，杨潇果断作出决定：自己出书，以书养刊。她团结大家共同编辑

了《晚安故事365》四卷等畅销图书，帮助刊物熬过财务“寒冬”。这一过

程非常辛苦，整个图书发行都是由杂志社的同事们亲历亲为，从印刷厂

到杂志社在十楼的办公室，都是同事们亲自搬运。《晚安故事365》共筹

集了35万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重新启航的《科幻世界》成为了川渝科幻、乃至中国科幻的核心，为

中国科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落户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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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