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三体》在国际上获奖，给国人带来信

心。特别是当这个作品跟国家的崛起、社会

的发展相互同步的时候，一种国际上的认可

其实表征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式叙事的认知甚

至认可。

《三体》的基本构成是一个优秀工程师的

成功，小说采用工程思维，把人类科幻文学历

史上的众多精彩构思压缩植入了一套以中国

为背景的故事，而恰恰是这种集成化操作，导

致了小说中科幻构思的密集化，使内容超级

丰富。再加上作者强烈地追求自主创意，提

出了质子展开、新黑暗森林等假设全新的科

幻设计，使这样一个站在巨人肩上且具有自

身独特性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

刘慈欣本人就是工程师。他多年从事与

电力事业相关的计算控制工程管理，这是否

造就了他采用工程思维创作小说，我不得而

知。但从我这个外部读者看，非常肯定他的

这种创作方式在长篇科幻小说写作中的价

值。他的每一个步伐的迈出，都是为下一步

进行的积累尝试。这样的连贯发展，也跟工

程的连续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流浪地球》

中学会大场面描写，在《带上她的眼睛》中学

会情感表达，在《乡村教师》中尝试并联展开，

在《球状闪电》和《超新星纪元》中学会多人物

多故事的交织。一步一步地逐渐走向最终的

三部曲创作。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海茵来因曾说过，科

幻构思无非两个方法，创一个新点子或者把一个原来的点子写出

新形式。科幻史上两种创意方法都被大量使用。但是，把大量创

意点集中起来压缩呈现，造成了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惊奇，这是刘

慈欣的一个创造。外星来客、原子核探秘、星际旅行、冷冻人生、纳

米工程、敏捷制造、社会动力学、犯罪心理学，每一个构思都可以完

成一个完整小说，但作者把它们压缩到仅仅一个三部曲中。这种

做法在增加紧迫感的同时，也让作品中形成很多空洞。但这种急

进的缺点反而变成了优点，使作品中许多地方像海绵一样留出更

多联想或发展的空间。

在密集创意的同时，为了符合当代青年读者的审美习惯，作者

还特别借鉴了电子游戏的故事方式，将作品设置成游戏通关，这进

一步消除了小说跟读者之间的障碍。层层递进的游戏，以高等生

命会先针对低等生命采取残酷手段还是低等生命不择手段地成功

抵抗被消灭为对抗的核心双方，通过反复拉锯，使科学或社会问题

通过这个游戏前进的主通道逐渐得到解决。恰恰是正在“打怪升

级”的方法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阅读不能停止。

刘慈欣创造了通过嵌套模式消除长篇小说叙事方面的单调性

的方法。在第一部中，他以“三体”游戏构造了小说中的第二世

界。这个世界跟外部世界相互平行，一大一小，使小说形成一个中

文的“回”字。这其中内圈是游戏故事，外圈是真实世界，两者构成

许多相互映衬。这个做法在第三部被再度复制，通过一个含迷童

话，作者再次进行了嵌套叙述。

由于中外科幻发展的步调不同，《三体》在海外的成功跟内地

成功有所不同。大量有关《三体》系列的海外评论都指出，《三体》

具有“黄金时代”美国科幻小说的风格。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大

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作品风格指的是以阿西莫夫、海茵

来因、A·E·范·沃格特以及克拉克等代表的，强调科技创意要出人

意外、强调故事要紧贴生活、强调在小说中不但要展现科学还有表

达哲理的风格。《三体》确实具有这种特征，它跟今天西方流行的科

幻小说在语言风格和文风上有着重要差别。恰恰是刘慈欣的古典

主义特色，使他的小说造成了一种怀旧感。当然，这种古典不是彻

底的古典，这其中融入了他自己的密集创意等新的做法，因此我将

其当成一种新古典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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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文学在中国是个命运跌宕起伏的

孩子。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无

疑给新世纪以来日益获得读者的科幻文学

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三体》至少提供了中

国科幻原创力的三种基本因素：思想力、政

治性和实践性。

在科幻的谱系中，《三体》以其思想统

摄的力量综合了诸多主题，进而创造了具

有原型意义的新母题。作为一种已然获得

风格化的文类，科幻文学在一个多世纪的

演进中拥有了一些固定的关怀主题，比如

太空探索以及外星生物、时光旅行穿越到

过去或未来、人造人/物等。这些主题反映

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人性焦虑，比如对死亡

的恐惧等等。刘慈欣以其对于科幻文学史

渊综广博的书写历史，创造了几乎可以媲

美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的“黑暗森林”

体系。换言之，他打破了既有科幻的类型

陈规，自成一格，开拓之前所未曾出现的局

面。

与玄幻、奇幻世界的架空或非理性世

界观设定不同的是，科幻对幻想进行科学

理性的解释。从心理原型来说，性快乐和

思维的快乐是人类两大终极快感的来源，

它们分别驱使幻想作品在探索和商业的两

极行进，过于注重读者可能偏向商业流行

写作，而深度的探索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三体》以宇宙社会学、猜疑链、科技大爆

炸，构建了“黑暗森林”理论的合理性，同时

在应对危机中的面壁计划、阶梯计划等，形

成了硬科幻的坚实叙事，在给予读者应接

不暇的思维乐趣的同时，也带来了商业上

的成功。

其次，在文学整体生态中，《三体》的政治性关怀让它与时

代的重大议题发生了关联，从而可能改写“严肃文学”的版

图。科幻文学往往将人物与事件推到一种极端情境之中，进

而在爱与无限、崇高与牺牲中实现“科幻现实主义”的意味。

《三体》以伤痕文学式的笔调开启，但在“文革”的创伤记忆书

写同时，“红岸计划”这种宏阔的宇宙想象和规划却体现了一

种迥异于既有文学史的刻板化叙事。《三体》这样的当代科幻

在汲取现实主义营养的同时，也受惠于新兴科技及理论的前

沿进展，并最终走向宇宙毁灭的形而上想象。然而，科技理

论的设定是服务于总体性的社会与未来探索的。刘慈欣有种

清醒而冰冷的理性，在末日来临的极限处境中一反温情脉脉

的人文主义，转而讨论完全可能存在的零道德宇宙文明。有

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刘慈欣从宇宙

的背景出发，理性地考虑人类应当如何思考和面对那广阔的黑

暗的宇宙，虽然这种理性是纯属从人类视野的观点出发的。

《三体》中的政治斗争末世通过危机反思人类共同面临的

文化处境，处理的不仅仅是哪一代人的问题，而几乎是恒久

的问题，进而在最后大宇宙行将坍塌之际，让小宇宙归还物

质与能量，重新召唤出人类乃至星际整体的集体性，实际上

对于认识当下现实中的国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想象照进现实，想象本身也具有实践性。在《三体》里，曾

经于18世纪后逐渐形成的强横的历史方向感无一例外被放

逐了，这是一种跳出狭小的人类中心视野的观察，反倒提供了

一种于人有益的总体性思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体》提

供了一种科幻思维参与日常生活的路径。

当下青少年与前几代人相比可能是受现代科技影响最深

刻的一代人，电视、电影、动漫、电子游戏、网络是他们成长过

程中的社会背景。在这种语境中成长的一代人，他们受到的

文学教育、审美熏陶、思维训练都与科技离不开关系。科学技

术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乃至思维和审美意识都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科技的改变，

这种改变使得科幻文学获得了较之以往更为广阔的发展可能

性。夏茄、宝树、陈楸帆、陈弈潞、飞氘等新生代优秀科幻作

家，融合了前卫、青春、时尚的要素，本身在科幻新浪潮中已经

崭露头角，呈现了生机勃勃的创作态势。这些科幻文学与新

媒体的结合，已经日益进入到一代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

变革进程之中。

思想力、政治性、实践性，《三体》的多维度启示，也许能够

为中国科幻的下一步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思想动力。未来科

幻文学进入到主流文学行列也并非不可能之事，进而言之，甚

至可能重新改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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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逐渐引起海内外的关注，而此

次《三体》的获奖也是中国科幻令人欣慰的成就。作为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刘慈欣的作品因其宏伟

的格调和绚丽的想象而广受赞誉。

《三体》是近年来中国科幻领域最畅销的长篇小说

之一，三部曲以恢弘大气的笔触描述了地球文明以外的

“三体文明”，评论界称其“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

和超越性的视野”。西方的专业读者也对其评价颇高，认

为“刘慈欣站在了无论任何语言的推测思索性小说的顶

峰”。然而，似乎在一番“客套”之后，终于有人指出了问

题的实质——还是将其视为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奇

观”小说。加拿大作家麦家玮认为，“刘慈欣给我们展现

了难得一见的、上世纪60年代的铁幕”。看得出来，人们

对于中国的兴趣，还是远远大于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

科幻的兴趣，这似乎符合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

尤其是对于这样一部“文革伤痕体”的《三体》而言。

不得不承认，在第一部中，整个《三体》作为一部经

典的科幻小说，最耀眼的地方其实远远没有展现。因此

我们可以更加期待刚刚翻译完毕、即将出版的《三体》第

二部“黑暗森林”以及第三部“死神永生”的读者反馈。

这两部小说将会在“去历史化”和“去现实化”的抽象背

景中讲述世界末日、星际战争、宇宙逃亡和人类命运的

故事，相较于更加“中国化”的“地球往事”而言，这无疑

是更加纯粹的科幻文学。

《三体》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气势恢弘的奇崛想象

以及这种幻想的自洽。作为“硬科幻”的坚定执守者，以

重建科幻文学的信心为己任的刘慈欣在其瑰丽的幻想

背后，深埋着令人折服的严谨理论依据。理论物理学家

李淼甚至为此写作了《〈三体〉中的物理学》，以证明小说

中的科学假设并非毫无来由。这一点对于科幻传统隐

而不彰“科幻”与“奇幻”逐渐融合的当下文学至关重要。

其次，《三体》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小说幻想背后

政治哲学观念的演绎。《三体》宇宙观和文明观其实更深

地来源于一种哲学观念。《三体》是基于“人性恶”的反

思，发展出一套逻辑严密的宇宙社会学理论，即所谓的

“黑暗森林法则”。这一精彩且富于想象力的设定与霍

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惊人相似：人的自我保全对应宇

宙中文明将生存视为第一要务；所有权的排他性对应宇

宙物质总量的有限性；人的语言不可信对应猜疑链原

则；人杀死彼此的平等能力对应“技术爆炸”这个设定。

可以说，刘慈欣在宇宙的尺度上展开了霍布斯的理论，而

宇宙社会学则是人类社会学的一种放大，是在宇宙的维

度上对于人类社会基本逻辑与价值的一种扩展。

小说最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不单是在讲述一种有

关人类未来的伟大幻想，更重要在于考量一种政治哲学

背后“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伦理，即通过小说的方式展

开对于人性自身的反思。《三体》中，在“恒纪元”与“乱纪

元”之间艰难生存的三体世界，在不稳定的时间运作中

经历了200多轮的文明更迭，他们因不断应变以求生存

而养成了冷静阴狠的性格。这个拥有昌明科技的高度

文明社会，却并不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准。在这个专制的

世界里，对于个体的尊重几乎不存在，而金属般的三体精

神也更是以严酷无情著称。在此，无限的理性扩张到了

一个绝对犬儒的姿态，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镜像表征。

《三体》想说的正是内在于人性的困境，即使到了人

类文明有能力探索宇宙的时候，也依然会继续存在。由

此可见，茫茫宇宙中值得记取的不是科技的昌明，而恰

恰是文明注定消失以后顽强留下的人类“神迹”，人性中

那些沉淀下来的美好，比如幻想、信念和伟大的爱情，这

也是小说整体的悲剧气韵中令人欣慰的人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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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是艺术创造的本质力量，幻想文学的创造力就在于其

幻想的独特性，《三体》对儿童文学的启示在这一点上可能会达成

共识，这也是儿童文学追求的一种艺术境界。中国文学的幻想力

从未走远，也很难超越，有庄子的《逍遥游》为证。即使在高科技的

今天，也得承认庄子想象力的奇绝，没什么可自卑的。汉字就是这

样一种想象的符号，是人类象形性思维的精髓和表征，也是人类文

明的一种高度。

如果说文学是情感的符号，儿童文学就是暖情的文学。《三体》

是写情感的，情感的丰富与深刻是文学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动力。刘

慈欣以他沉默而深情的性格发起对人类未来的关怀，道出了人类情

感的复杂。无论什么文学，情感都需要流入其中，那是中国“上善若

水”的哲学观使然，流动性的水与中国人的善良可谓相得益彰，也是

生命本源的自然表露。何况，任何情感都不是实体，需要附着在此

岸的身上，刘慈欣的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和中短篇小

说《流浪地球》《乡村教师》《朝闻道》《全频带阻塞干扰》都有丰富的

情感，氤氲其中，缭绕不止。

文学有丰富多彩的存在可能，尤其作为语言的织物，世界的语

言千姿百态，阐释世界的文学亦需要百态千姿。文学不只是镜子

与灯光，镜子与灯这些都是人造的器物。有没有从来就没有人到

过的宇宙存在呢？无论是以哪种思想来支撑，刘慈欣的宇宙，不只

是乌托邦、不只是恶托邦、亦不只是异托邦，刘慈欣的笔下世界是

典型的“能”托邦，他不是在解构人类，他是在结构，他很成形地结

构价值、意义、希望、梦幻和可能，这也是写给希望和未来的儿童文

学应该具有的一种力量。

儿童的未来有多种可能，不像成人的未来那么固定僵化和濒

临死亡。刘慈欣这一次把宇宙的未来，作为当下人类复杂而迷茫

心理的一种解读，形象而瑰丽。刘慈欣对中国的科幻怀着巨大的

期望，不像科幻文学在国外那么成年化甚至老龄化，刘慈欣对儿童

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仿佛也看出来了。

从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来看，刘慈欣在拓宽儿童文学的管

道。从创作的情感上看，他使得有些“装酷”的中国儿童文学有了

一种飞翔的姿势。从读者的阅读上看，《三体》善于出“考试题”，给

读者留了那么多存在的可能，让读者思考，抓耳挠腮地做题，在刘

慈欣看来，文学可以是有一定智力的“编程”，科幻文学也应该是一

款最具智慧的“软件”，与作家玩对手戏的文学读者，尤其是儿童，

他们是不按规矩出牌的一族，他们的智商也不一定比成人低下，这

种创作思想应该算作“以儿童为本位”的一种身体力行，也可以称

作是刘慈欣“尊重的教育”的一种行为艺术，如果把文学看成教育

工具的话。

从儿童文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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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为简单的科幻分类法细分，刘慈欣

的作品属于典型的硬科幻。刘慈欣曾在《科

幻世界》的访谈栏目中坦陈自己的硬科幻创

作理念：“在想象世界中展示宇宙的科学

美”，即用科幻的方式“释放禁锢在科学方程

式中的美”。

当人们说科幻是小众文学的时候，指的

其实就是刘慈欣所代表的这个子类。然而，

今日中国最为畅销的科幻小说家却是刘慈

欣，他的读者涵盖了社会的各类群体。这样

的奇迹并非巧合，通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

找到刘慈欣科幻的美学特征。

刘慈欣的大部分作品描绘的都是宇宙

级别的惊人事件，其中充满了让人目眩神迷

的超技术。在《微观的尽头》中，人类对微观

世界的终极探索导致了宇宙反转；在《流浪地

球》中，太阳走向生命的终点，人类驾着地球

开始流浪；在《乡村教师》中，硅基生命联邦与

碳基生命联邦在以万光年计的空间内展开了

时间跨度长达万年的星系战争；在《中国太

阳》中，中国人在同步轨道上建成了面积达三

万平方公里的巨镜；及至后来的《超新星纪

元》和“三体”三部曲同样如此，前者中，一次

超新星的爆发，让地球文明只剩下孩童；后者

中，人类为了种族的延续，与宇宙中神一样的

外星文明展开了惨烈的科技竞赛。

刘慈欣对创造性想象的追求有一种商

业小说作家罕见的执拗。他曾坦言，一旦发现

自己准备用的某个科幻构思被别人写过，他

就会彻底失去对这个构思的兴趣；但另一方

面，他又表露出典型的商业小说家的价值追

求，坚持类型小说写作必须考虑读者和市场。

作为当下最具影响力的科幻作家，刘

慈欣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综合体：他说人物

不是科幻小说的核心，但他的小说中的人

物却比其他很多作家笔下的人物更为立体

丰满；他说科幻小说应该从文学中剥离，但

他的小说却比其他很多作家的作品更具文

学意味和色彩。而对于“展现宇宙中的科

学美”，刘慈欣也表现出坚持与妥协的两

面：他坚持自己的写作理念，同时也特别在

意读者阅读价值取向的细微变化。或许正

是这样一些矛盾的对立统一，最终让刘慈

欣成为当下中国少有的影响力超越科幻疆

域的科幻作家。

刘慈欣为科幻文学带来了多向度的突

破，通过《乡村教师》《中国太阳》《球状闪

电》，他开创性地构画出真正国人视角的复

杂未来，展现出了中国气派。而在此之前，

我们的科幻小说中即便有中国视角的未来，

也基本上是简单化的，很少能让读者拥有宏

观感受。刘慈欣的作品震撼性地标示出人

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新边疆，超越的尺度和

速度可以用“跃迁”来形容。 他的科幻小说

具有科学玄妙之美的奇绝构想，每一部作品

都包含一个或多个令人拍案称奇的科幻设

想。比如在《三体》三部曲中，宇宙中的神级

文明仅仅用一片“二向箔”即将整个太阳系

变为精美绝伦却再无生机的二维画卷。他

的小说兼具宏大的场面和精致入微的细

节。他特别善于用生动形象的文笔勾画宏

大场面，精准地触动了核心科幻读者的兴奋

点。也许让小说宏大起来不难，但在宏大的

同时兼具精微，或者说能够依靠精致的细节

让“宏大”富有质感，让宏大与精微相互映

衬，则需要超凡的功力。比如《三体》三部曲

中出现的普通退休职工张援朝、杨晋文和媒

老板苗福全，比如《乡材教师》中有姓无名的

李老师。这些极富生活气息的小人物拉近

了读者与宏大宇宙之间的距离。此外，刘慈

欣的小说还有很多震撼性的经典画面。他

不仅是个科幻迷，也是个电影迷，对好莱坞

科幻片的成功之道颇有心得，并在创作中加

以借鉴。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着科幻大片

必不可少的、足够震撼的经典画面。比如在

《波斯湾飞马》中，伊拉克人骑着基因改造的

飞马，如成群的飞蝗般袭向美国的航母战斗

群，那遮天蔽日的场景无疑是狂想家才有的

杰作。同时，他的描写又极为冷静节制，极

大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当我们感受刘慈欣所引发的热度时，刘

慈欣其实已经通过他的一系列强势作品建

立起了新时代硬科幻的美学标准。这一标

准将对中国科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谈谈刘慈欣的科幻美学
□姚海军

刘慈欣最值得称道之处并不在于其作品中那些令

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想象，而在于批判深度。理性乃至残

酷地，但又充满着绝望之悲悯地进行批判性思考，始终

是刘慈欣写作的基点。

从一开始，刘慈欣便向读者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

将要讲述的故事与一般星际传奇有着本质不同。他将

这宏阔无边的地球往事的起点设置在中国的“文革”时

期：少女时代的叶文玲亲眼目睹了身为物理学权威的父

亲，如何在批斗中被昔日的学生殴打致死。在此后的

“文革”岁月中，她不断遭遇人性至为黑暗的部分，终于

对整个人类感到彻骨的绝望和仇恨。于是在因缘际会

的时刻，她向三体人发出信号，召唤他们的降临，以清洗

这个恶劣的种族。这是一个何等熟悉的故事，但凡对新

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都会在其中找到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遗风余韵。因为生存环境极端

恶劣而不得不摒弃所有审美与温情，以高度理性、冷漠

与残忍维系种族延续的三体星人，更像是某种隐喻，而

刘慈欣的态度不言而喻。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刘慈欣所表达的批判还比较粗糙

和简陋，并不令人满足。

在我看来，地球往事三部曲的高潮在第二部《黑暗

森林》中才真正到来。小说开篇对于那只蚂蚁的精细描

写让人陷入一种崇高的同情当中，就像是上帝从遥远的

星空俯瞰着卑微的人类。这样一种强烈的宗教体验提

醒我们，刘慈欣在这部小说中的诉求并不在科学层面，

而是在神学层面。从根本上支撑着《黑暗森林》叙述结

构的，已不再是对某种具体的科学理论或技术的想象，

而是一整套宇宙规则的建构。刘慈欣基于“第一，生存

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

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两条公理，所推衍出的宇宙

社会学体系，堪与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相媲

美。而刘慈欣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立法者，此后关于星际

交往的一切想象，都将不得不面对他的立法。刘慈欣以

他的立法改变了此前关于星际交往的想象范式：科幻作

者们曾经想象过各种形态与习性的外星智慧生命，但无

论如何，都一厢情愿地以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类比性地

想象星际交流。刘慈欣告诉我们，宇宙空间很可能并非

人类社会的简单投射，在我们的常规思维习惯之外或许

存在着考量这一问题的其他可能。而在我看来，这种对

于思维惯性的冒犯与刺激，正是科幻小说批判力的最高

境界，也是最需要想象力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辨

析上来：即便我们承认，科幻文学的想象总是以“科学”

作为基础，长久以来我们对于科幻文学之“科学”的认识

也可能过于狭隘。“科学”当然不应仅仅包括自然科学，

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那么，科幻文学基于

“科学”的批判与想象也至少应该涉及三个层次：其一，

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前瞻，及关于它的反思；其二，对社会

科学，譬如人类政治经济组织方式的批判性想象，柏拉

图的《理想国》、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美妙新世

界》《1984》《我们》因此也应该被视为某种科幻文学；其

三，关于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类文化的理解框架、关于人

类思维方式的想象及批判。

在《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我们基本找不到任何可靠

的科学支撑，但它关于人类常识的那些看似荒诞的挑

衅，细想却无不发人深省，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当之无

愧地被奉为科幻文学的圣经。而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

部曲，也因此应该属于最卓越的科幻文学之列。

科幻文学的批判力与想象力
□丛治辰

《三体》

·笔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