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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不可見」之物：
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問題
●

宋明煒

摘要：本文探討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科幻小說新浪潮的詩學特徵。新浪潮特指當
代中國科幻小說中具有先鋒色彩，並顛覆文本規範的文學實踐。文中主要討論科
幻對「不可見」之物的再現，重點分析的作家是韓松與劉慈欣。韓松的小說再現主
流文學秩序之外「不可見」的現實，為科幻文類增添了新的政治意涵和隱喻色彩。
在劉慈欣的小說中，對於「不可見」之物的再現則有崇高化的轉向，在科幻文學想
像力的層面拓展豐富的可能性。
關鍵詞：科幻

詩學

不可見

劉慈欣

韓松

中國科學幻想（以下簡稱科幻）小說的新浪潮遲至 2010 年才開始吸引文學
批評界的注意，當時一位年輕的科幻作家飛氘用「寂寞的伏兵」這個詞語來比
喻科幻文類的處境。他在「新世紀十年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發言，相信聽眾之
中幾乎沒有人了解中國科幻在那時已經進入到一個充滿活力與榮耀的新時
代 1。飛氘說：
「科幻更像是當代文學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有人關心的荒
野上默默地埋伏着。也許某一天，在時機到來的時候，會斜刺裏殺出幾員猛
將，從此改天換地；但也可能在荒野上自娛自樂自說自話最後自生自滅。」飛
氘想像着科幻未來的歷史，如同在講述一個科幻故事：
「將來的人會在這裏找
到一件未完成的神秘兵器，而鍛造和揮舞過這把兵器的人們則被遺忘。」2
將科幻比作「寂寞的伏兵」
，首先是對這個文類在中國文學中邊緣化地位
甚至「不存在」的生動比喻。儘管在晚清最後十年，科幻小說曾有過充滿希望
的開始，但在二十世紀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裏，它幾乎是一個不可見的文
類。在中國大陸接受蘇聯體制之後，流行過兒童科幻（如葉永烈的《小靈通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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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未來》
〔1978〕）
，此外在香港的冷戰時期、台灣的 1970 到 1980 年代，以及中
國改革開放早期，科幻有過短暫的繁榮期。但直到二十世紀最後幾年，尤其
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間，這個文類才在中國大陸經歷新的復興，對
其關注或批評也才剛剛開始，尤其聚焦於三位作家 —— 王晉康、劉慈欣和韓
松 —— 中國科幻小說的「三巨頭」
（Big Three）
；在關於中國科幻小說的英語資
訊中，他們也被稱為「三大將軍」
（Three Generals）3。時間或許會說明他們究
竟是不是能夠「改天換地」的「猛將」
，但他們的作品迄今已經為當代中國文學
注入了活力，並且使文學景觀變得更加複雜。
另一方面，飛氘的比喻也暗示了科幻的獨特力量，尤其是由於它的反傳統
和顛覆性的文類性質而帶來的文本活力。科幻被形容為一支不可見的軍隊，為
了伏擊的目的而藏身於荒野之中，這暗示了與「可見的」或主流的秩序之間可
能發生的潛在衝突。因此，科幻小說不僅是一個邊緣化的文類，它還有一種對
抗「中心」或與「中心」相爭的姿態。筆者將近年來中國科幻小說的一部分稱作
「新浪潮」
（new wave）
，這是從英美科幻小說史中借來的概念，以此指出其先
鋒性的文學實驗和顛覆性的文化 ∕政治意義 4。中國科幻新浪潮，如同英美科
幻小說的發展軌迹一樣，代表了一種新的創作嘗試，這種嘗試要「為科幻小說
尋找一種與其技術想像一樣先進新奇的語言和社會視角」5。換言之，新一代
的中國科幻作家重新發明這個文類，使之帶有新的文學自覺意識和社會意識，
以此來再現中國乃至世界變革之中的夢想與現實的複雜性、含混性和不確定
性，以他們獨突的方式超越主流的現實主義文學和官方政治話語。
關於文學再現，從飛氘的話中又可以揭示出更為錯綜複雜的隱含意義，它
指向了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詩學特徵。他將科幻小說想像為某種在遙遠的未來如
考古文物般被挖掘出來、使後代敬畏的秘密武器，這想像雖然指向未來，卻實
際上重新定義了現在。正是在此時此刻，那些武器，連同整支部隊，都在我們
視野之外；而只有在未來，或是在科幻小說的未來想像中，它們才能夠重現，
並再現
（對於未來而言）
曾經有過、或
（此時此刻）
正在發生的
「不可見」
之事物。
飛氘對於這個文類的比喻性說法，引起我們重新思考在當前這個時代的現實
中，是否有一個只有在科幻小說中才能得到再現的「不可見」部分。
本文主要討論科幻對「不可見」之物的再現：從歷史回顧來說，科幻小說
作為一種「不可見」的文類；新浪潮科幻小說中對於中國現實之「不可見」部分
的再現，這尤其體現在韓松的作品中；以及在詩學意義上，韓松和劉慈欣在
文學想像上創造的另類視野，包括失去象徵與現實之間連接的文本世界，以
及其中那神秘莫測的不可見的身體，以及浩渺的宇宙中不可見的維度。下文
通過分析韓松的小說，討論「不可見」的當前現實如何轉化為一種科幻再現，
以及這種轉化為中國科幻新浪潮所增添的政治意涵和詩學暗示。在劉慈欣的
小說中，對於「不可見」之物的再現則有着一種崇高化的轉向，使科幻打開了
一個想像的域界，從中發生無限的可能性和豐富的感知力量，超越了約定俗
成的所謂「現實」
。本文將結束在對陳楸帆小說《荒潮》的討論，其中塑造了隱
身於中國農民工中的不可見的「後人類」
（posthuman）形象，從而延展並重新定
義了人的存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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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慈欣的長篇科幻小說《三體》於 2006 年開始在《科幻世界》雜誌連載，連
同兩部續篇《黑暗森林》
、
《死神永生》至 2010 年間在中國完整出版 6，構成了
中國科幻文學中罕見的多卷本太空史詩 ——「粉絲」稱之為「
《三體》三部曲」
，
作者的正式命名則是「地球往事三部曲」
。
《三體》不僅在中國科幻復興中起到
了關鍵作用，而且重新定義了中國的科幻美學。
《死神永生》出版之後，劉慈
欣在許多媒體（包括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出現，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
這在中國形成了「
《三體》現象」
。
復旦大學的嚴鋒教授多年前就認為劉慈欣「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提升到
了世界級的水平」7。事實證明，這樣形容劉慈欣並不誇張，
《三體》被翻譯為
英文之後，獲得了世界科幻文壇的最高榮譽「雨果獎」
（Hugo Award）
，這是該
獎第一次授予非英文創作的小說。美籍華裔作家劉宇昆的精湛譯本於 2014 年
發行 8，這本小說不僅暢銷，而且獲得了美國主要報刊雜誌的諸多好評，引
起英文讀者的關注。
「磁粉」
（劉慈欣的粉絲）更期待《三體》在美國取得和在
中國一樣的巨大成功 9。可以說，劉慈欣在中國科幻新浪潮興起過程中的
地位，幾乎等同於金庸在新派武俠小說中的地位。
但是反過來說，把劉慈欣看作中國科幻唯一的英雄，只關注其史無前例
的商業成功，可能會遮蔽這個文類更大的發展前景。作為一個長時間被壓抑
和邊緣化的文類，科幻在中國重新崛起，並且由此產生具有先鋒性的新浪
潮，其中呈現出更加幽暗和更為複雜精密的詩學特徵。要理解當代中國科幻
（包括劉慈欣的小說）的文化活力，有必要從一個更為豐富多樣的歷史和文化
語境來看。
科幻小說曾經是現代中國文學中「不可見」的部分，這一真實的歷史處境啟
發飛氘將它比喻為「寂寞的伏兵」
。中國科幻小說幾乎從來沒有一個連續的、
未經打斷的發展歷程。它在二十世紀的幾次短暫繁榮期被長時間的休眠期分
割開來，每次這個文類得以復蘇時，新一代的科幻小說家幾乎都遺忘了前輩
的創作，不得不重新創造這個文類，這就給中國科幻帶來多元的發源起點，
以及碎片化和非連續性的傳統。
早期的中國科幻小說（當時被稱為「科學小說」）在晚清改良派知識份子
中流行，他們在其中注入了強烈的烏托邦思想，將新中國的未來作為主要情
節 bk。但在五四運動之後，當現代中國文學主流為現實主義模式主導時，科
幻小說幾乎完全消失了。在民國時期的文學中，科幻小說作為一種「被壓抑的
現代性」
，沒有在現代中國文學的範式轉換中得以倖存 bl。從晚清到 1950 年代
只有少數科幻作品誕生，其中最著名的是老舍的寓言性「惡托邦」
（dystopian）
小說《貓城記》
（1932）
。
在社會主義文學體制下，科幻小說被界定為兒童文學的一個次生文類，
並且被委以傳播科學知識和正統意識形態的任務 bm。意識形態目的論和歷史
決定論沒有為超越已知和熟悉事物留下多少想像的空間，這嚴重制約了該文
類的活力。在 1970 至 1980 年代，台灣作家通過書寫反烏托邦想像，以此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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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批判，重新激活這個文類的想像力 bn，差不多同時期，在文革結束後復
出的大陸作家（如鄭文光、童恩正）也開始探索科幻的豐富想像，以此進行政
治反思，但很快就遭到「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嚴厲壓制 bo。整整一代中國科
幻作家被政治批判和體制懲罰禁聲，除了在成都出版的《科學文藝》
（1991 年
更名為《科幻世界》）之外，所有改革開放初期興辦的科幻雜誌都在 1983 年前
後被關閉，此後十多年間，
《科學文藝》成了這個文類唯一的根據地。
1990 年代後期，科幻出現了新的復興趨勢。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互聯網
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平台。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科幻開始獲得主流媒體的
認同，並形成了「科幻熱」
，這個浪潮尤其在《三體》獲得成功之後達到頂峰。
我們很難把這個文類最近的發展與此前曾經出現的短暫繁榮期，或西方語境
中的美國科幻黃金時代、英國新浪潮做簡單的類比。當代中國科幻是一個龐
雜的存在，其中聚集並重新發明了一系列的文類傳統、文化要素和政治想像：
從太空歌劇（space opera）到賽博朋克（cyberpunk）bp，從烏托邦到後人類，從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的戲仿想像到解構國家發展的神話，各式各樣的文本
要素都匯集其中。可以說，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科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既進
入了它的黃金時代，同時也發生了針對自身文類特徵的「新浪潮」式的顛覆
革命。正如《三體》三部曲那樣，它展示光年尺度上的最為輝煌壯麗的宇宙景
觀，重新激活了太空歌劇的敍事傳統，但同時也揭示了以人類為中心的道德
悖論所具有的複雜性與問題，由此導致對後人類狀態的思考。其光榮與夢
想，與陰影同在。
儘管中國科幻過去有過幾次短暫的繁榮期，但今日的新浪潮所具有的藝
術複雜性和豐富想像力是這個文類迄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新浪潮的第一部
作品當屬劉慈欣的政治賽博朋克小說《中國 2185》
，描述毛澤東的復活和隨之
而發生的一場網絡暴動。這部小說在 1989 年春天寫成，迄今並未正式發表。
有關 1989 年，劉慈欣也曾撰文追憶他是怎樣構思後來公開發表的第一部科幻
小說《超新星紀元》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當他一個人駐留在北京的一個旅館
時，他在陰森恐怖的噩夢中看到荒涼的雪原、行進的孩子、刺刀的寒光、正
在死去的太陽、即將爆炸的超新星 bq。
《超新星紀元》描繪末世想像中失控的
未來，兒童在進行一場戰爭遊戲。
如果有人要寫一部「秘密」的中國科幻史，這兩部小說或許標誌着新浪潮
「不可見」的源頭。
「不可見」的原因是，這兩部小說幾乎從來沒有在 1989 年的
歷史語境中被思考 br。
《中國 2185》後來在互聯網上流傳 bs，
《超新星紀元》經
過作者的多次修改之後於 2003 年正式出版 bt，當時中國科幻已經從 1980 至
1990 年代的低谷中走出來了。中國科幻新浪潮誕生於 1989 年之後的政治文化
情景，它不僅復蘇了這個文類，還顛覆了它自身的傳統 —— 即曾經幾乎持續
了整個世紀，直到 1989 年後瓦解的政治烏托邦。
直到二十一世紀新一波的中國科幻小說流行起來的時候，中國政府開始
倡導「中國夢」
，但科幻新浪潮已經使夢魘一般的潛意識浮現出來。新浪潮的
黑暗面和顛覆性在於，它要麼表達出現實中「不可見」的方面，要麼表達出再
現某種「現實」的不可能性 —— 這種「現實」被國家的「夢」的話語所支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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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地切入那些（即使是微弱地）意識到有別種可能性的大眾想像與知識思
考。在最激進的層面上，中國科幻新浪潮是先鋒文化精神孕育出來的結果，
它鼓勵人們用超越傳統的方法去思考何為現實，挑戰那些在社會中習以為常
的觀念，而正是這些觀念被有關自我、社會和體制的技術所構築，並由此建
立個人的存在感和自我認同。
劉慈欣和韓松或許是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兩位科幻小說家，他們的作品很
大程度上塑造了新浪潮。這兩位作家風格迥異，分別被稱為「硬科幻」和「軟科
幻」作家 ck：劉慈欣對物理規律在邏輯上的合理變化提出清晰的思考，以此作
為他壯麗的科幻想像核心；韓松的小說更富寓意，充滿了黑暗、怪異，甚至
無可索解的意象迷宮，但以此投亮於看似熟悉的「現實」中那些「不可見」的方
面。兩位作家都通過他們自己再現「不可見」之物的獨特方法，豐富了科幻新
浪潮的藝術風格。

二

夢的技術

韓松自 1980 年代初就開始寫作科幻小說，他是新浪潮的先鋒人物，並推
動了科幻這個文類的復興。韓松是新華社高級記者，在業餘時間撰寫科幻小
說。他的風格被稱為「卡夫卡（Franz Kafka）式」的，作品中充滿了怪誕、夢魘
場景的寓言性描寫 cl。他的科幻想像是對當代中國日常生活現實表象下的大
膽窺視。他所揭示的「真實」
，或現實的深度真實，放在傳統現實主義文學中
或許顯得「不可思議」
，但在科幻的語境中這種「真實」可以獲得「技術性」的解
釋。在這裏，
「技術」既具有一種政治含義，又被當作一種文本策略來使用。
在韓松的很多長短篇小說中，不可見的技術操控着人們的思想、支配着人們
的夢境，但同時正是因為如夢似幻、超現實的科幻想像中的技術，使故意被
隱匿的現實得以再現。
在韓松 2002 年發表於《科幻世界》的短篇小說《看的恐懼》中 cm，描述了一
個嬰兒出生時前額有十隻眼睛。父母非常恐慌焦慮，但同時也很好奇嬰兒到
底看到些甚麼，他怎樣看世界、會做甚麼樣的夢。一位科學家前來幫助，將
嬰兒的大腦連接到可以投射視覺的屏幕上。父母在屏幕上看到的並不像他們
期待的那樣，是嬰兒所在臥室的熟悉場景，而是一些「灰色的、連續的大霧似
的東西。這霧時濃時淡，覆蓋了整個屏幕。等了半天，霧也不散去」cn。經過
長時間的研究，科學家得出了一個令人驚恐的結論：這個具有特殊視覺的嬰
兒，實際上看到了世界的「真相」
，它確實就像一場大霧，沒有形狀，是虛幻
的、混混沌沌的。父母開始感到疑惑：我們看見的都是世界的虛假影像，難
道這才是「現實」嗎？那新買的公寓和家具、工作和生活 —— 它們都是幻覺
嗎？那麼是誰製造了我們信以為是現實的「日常景象」呢？這個故事同樣暴露
了科幻想像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現實主義」
：我們是不是都需要額頭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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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隻眼睛才能看到現實中「不可見」的真相？這個文本本身，正如它承載的科
幻故事，建立在將「科幻小說」設定為「發現真理」之儀器的假想之上。
就在《看的恐懼》發表於《科幻世界》的同一年，韓松寫了另一個迄今未發
表過的小說《我的祖國不做夢》co。小說展示了中國經濟蓬勃發展的噩夢般的
另外一面：所有中國人一到了晚上都在夢遊，無意識地參與創造國家的經濟
奇迹，幫助實現國家的富強之夢。韓松使用「夢遊」這個詞語，側重點在「夢」
的意義上。在他的描寫中，參與創造中國巨大經濟成就的每個公民，在早晨
夢遊醒來之後都不記得曾經做過任何夢：他們從未「看到」自己真實的夜間生
活，所有夢遊的國民都盲目地生活着。
但是，夜間活動使每個人都十分疲憊，以至於他們必須吃一家以前生產
坦克大炮的國有軍工廠生產的「去困靈」藥片，才能在白天保持清醒。年輕的
記者小紀對這種普遍的白日疲憊症狀感到十分困惑，在一位美國情報人員（後
來被當局以「間諜罪」抓捕）幫助下，他發現了北京全城人民夢遊的秘密。到了
夜晚，他目睹自己的妻子、鄰居和社區中每個居民像僵屍一樣朝街上走去，
坐上將他們運到工廠、公司、軍工廠、研究實驗室和購物中心的大巴，他們
在夢遊中瘋狂地工作、做研究和購物。有夢遊的老師給夢遊的學生上課，也
有夢遊的城管監督夢遊的政治異見者。
小紀還發現他的妻子（一位美麗的女演員）每天晚上都被運到一間賓館房
間給一個老年男人提供特殊服務，但這個老男人並沒有夢遊。小紀當面質問
他，並認出這個老人就是在電視上經常看到的一位國家領導，是一個要人。
這個要人給小紀好好上了一課，揭示了關於夢遊的國家政策。原來中國政府
已經發明了一種神奇的技術，即通過新聞聯播節目給居民暗中發送「社區微
波」
，從而操控人們的睡眠和夢遊。夢遊被證實是一種維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的有效方式 —— 它使睡夢中的市民可以更好地組織起來工作、消費，更和諧
地進行社交，創造了由遵守紀律、有奉獻精神的公民組成的全新的國家。
這個要人驕傲地對小紀說：
「夢遊，使十三億中國人覺醒了。」這話似乎
是對魯迅曾經在一個世紀前的吶喊所做的嘲諷般的學舌。魯迅那一代啟蒙知
識份子試圖去喚醒中國沉睡着的人們，而如今整個中國的國民又回去睡覺
了 —— 甚至更糟糕：夢遊；他們沒有停歇、沒有知覺、沒有夢想地夢遊，被
剝奪了看見現實甚至做自己的夢的權利，更不要說做別樣的夢。這個小說的
寫作時間，是在中國政府開始宣傳全民集體實現一個夢想 ——「中國夢」——
十年之前。在韓松的小說中，夢遊者將「中國夢」不可思議的潛意識上演出
來，而這場大夢正是由所謂的「黑暗委員會」中少數幾位無眠的國家領導人來
操控的。夢遊的國民將「中國夢」變成他們自己看不見的現實，生活在不屬於
他們的夢境中。
通過再現「不可見」的事物，韓松為科幻詩學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空間。正
如上文所舉的兩篇小說表現的那樣，科幻獨特的文學再現形式，將日常生活
重新編碼，通過創造某種陌生化的效果，闡明了現實中「不可見」的方面。
《看
的恐懼》和《我的祖國不做夢》都可以被解讀為展示新浪潮風格的文類超文本
（generic mega-texts，即以單個或少量文本可以代表一種文類基本特徵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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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一方面，它們明確地指向了權力的技術機制，這種機制管理和控制中國
人的日常生活和他們對現實的感知，這使得科幻小說成為一種寓言，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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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國現實中更深層的「真實」
。小說中看到世界真相的恐懼，以及「夢遊」
或「做夢」的秘密技術，都可以參照中國目前的政治文化解讀為現實的隱喻。
另一方面，作為如夢的幻想或是對現實故意扭曲的再現，這種敍事本身包含
了一種自我反思的策略 —— 這一策略展示出它自身的造夢術（technologies of
dreaming）
。由此，夢的技術既可以指向控制着人們思想的陰謀，也可以指向
一種解釋手段，這種手段使得陰謀在科幻小說文本中得到解說並被揭穿。通
過這種方式，韓松在科幻小說的敍事中，將其文本技術與文本有關社會現實
的隱含信息有意識地聯繫起來。
就韓松的科幻風格而言，筆者同意美籍韓裔科幻理論家朱瑞瑛
（Seo-Young
Chu）對著名科幻學者蘇恩文（Darko Suvin）被廣為接受的「科幻小說」定義的
修改，後者將科幻視為一種再現「認知陌生化」
（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學
文類 cp。雖然大多數學者相信科幻小說通過「一個想像性框架」
（an imaginative
framework）造就了認知陌生化的效果，但朱瑞瑛提出了如下的修正觀點：
「科
幻小說作為一種摹仿性話語（mimetic discourse）
，它再現的對象是非想像性
的，儘管它在認知上也是陌生化的。」cq 她的觀點與通常將科幻小說作為現實
主義對立面的觀念正相反，認為科幻小說的語言系統，是以一種高密度的
摹仿（high-intensity mimesis）進行運作的現實再現，它將所有隱喻、象徵、詩
性的事物都當作「真實」的事物來處理，從而進入到更有深度的寫實層面中。
韓松常說：
「中國的現實比科幻還要科幻。」cr 這樣說的時候，韓松也可
能是指出科幻只不過是再現中國的「現實」
。這表明他所寫的並不是隱喻、象
徵或詩性的事物；相反，其作品清晰揭露出冷酷的現實。反過來說，也只有
科幻小說才能再現現實的真相。通過韓松的寫作，科幻文本和中國現實之間
不僅建立了隱喻性的關係，而且也有着轉喻性的關聯，對中國現實的描寫被
編織為承載科學奇想的文本，後者替代了在寫實層面「不可見」的現實。在這
種情況下，科幻小說描寫的現實比任何現實主義方法所容許的寫作更具有真
實感。由於在主流現實主義中缺失的有關現實的真相，只有在科幻話語中才
能得到再現，這決定了科幻成為一種顛覆性的文類，它抗拒「看的恐懼」
。
韓松曾預測國家與科幻作品之間命運的交集：
「2011 年，中國成為了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這很大程度上是靠廉價勞動力換來的。我們沒有霍金，也沒
有喬布斯。這些，是否與科幻有一些關係？」cs 他實際上是在嘆息大眾讀者對
科幻缺乏興趣，指出中國人缺乏想像力。他在科幻中看到一種魔力，就像梁
啟超在一百多年前看到的那樣，它可以開啟國民的想像力：
「科幻讓人無從預
測，它們在文學上的新穎性特別值得珍惜。科幻是一個做夢的文學，是一種
烏托邦。它不是亂想，而是基於一定現實的想像力。…… 能夠在這麼一個特
別的時代邂逅科幻，是一種幸運，因為我能夢到更多的世界。」ct
換言之，科幻小說代表了一種超越現實提供的可能性邊界的想像。在韓
松的科幻作品中，想像和夢想逾越了被設定了特定夢想的時代中大眾想像和
理性思考的邊界。
《我的祖國不做夢》或許最明顯地表達了科幻與整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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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或「非夢」
（un-dream）之間的聯繫，它本身對於「中國夢」的官方話語（甚
至在這個概念產生之前）既是提前召喚又是自省的顛覆。在韓松的其他作品尤
其是長篇小說中，再現現實的文本本身經常會蛻變為一個謎。謎面上有着多
層次的寓言和象徵，將對現實的「認知陌生化」轉變成對另類想像的晦澀難懂
的暗示，這種想像神秘莫測、不可企及，如同超驗一般虛無飄渺，這正如他
2011 年出版的著名小說《地鐵》所體現出的那樣。
在《地鐵》中，敍事從普通日常生活的一個超現實時刻開始。第一篇小說
《末班》寫一個普通的公務員老王，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後，去搭乘末班地鐵回
家。但在這一個夜晚，地鐵變成幽冥一般的所在，不僅在淵黑無際的地下一
直不停地行駛下去，不再有站台出現，而且車廂裏的乘客都如陷入昏睡或死
去了一般，看上去「狴犴樣面目猙獰」
。老王試圖喚醒對面的乘客，
「但對方好
像根本不打算醒來。他稍作遲疑，便去撥弄他。手碰到那乘客的身體時，像
通過空氣一樣，毫無阻力地穿插過去。他探入的是虛無一物的領域。他活了
大半輩子，對此毫無思想準備」dk。
韓松關於地鐵的詭異故事，便這樣進入了異世界的奇境之中，而這個異
世界，卻是從現實中國的生活世界生長出來的妖異花朵。它發生在北京地鐵
這一地下空間，而這個地鐵系統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開始建設，一開始是用
於首都防禦核戰爭的軍事掩體。改革開放後，地鐵及各種鐵路運輸，包括高
鐵和磁懸浮列車，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象徵。韓松在小說的序言中，描繪「中
國人的地鐵狂歡」
，將地鐵（以及鐵路）看作中國現代化的有形表徵之一：
「這
個修建了萬里長城的民族，已然修建出了超過萬里的鐵路網，無論從速度、
長度，還是從密度、高度，在世界上都名居前列」
，
「地鐵已稱為了凝聚當代
中國人情感、欲望、價值、命運的一個焦點。它也被當做了都市文明的一個
專屬符號」dl。
地鐵行駛在城市下面不可見的世界裏，隱秘地改變了時空結構和人們的
日常經驗。北京修造的第一條地鐵線是條環線，這條線上的地鐵在理論上可
以無限地行駛下去。老王此時坐在無限行駛的地鐵中，他的經驗已變成一個
噩夢。作為整個車廂裏唯一的清醒者，他目睹神秘的矮人搬運工將熟睡的乘
客裝入玻璃瓶，運往隧道深處。他重返地上之後，驚悸之餘，試圖警告其他
人，但這番經歷卻是不可言說、無人相信，而且是完全非理性的。韓松撲朔
迷離的敍述，一直沒有明確地解開這個謎團背後的真相，但小說的震撼力，
正在於這個秘密「不可見」地隱藏在日常世界的肌理之中，伴隨着每一天的生
活，一切看上去都照舊如常，但你無法破解這個「現實」之謎，而且它在那
裏，最終會找到你 —— 直到有一天老王也被裝進玻璃瓶子。詭異的超現實情
景越出現實的邊界，侵入「真實」
，造成不可理喻的景象。
《地鐵》由五個部分組成，或者說是由以地鐵為共同主題的五個中篇組成
的：
《末班》寫公務員老王窺見到地鐵裏的詭異情形；
《驚變》裏另一輛地鐵進
入永無盡頭的運行隧道，擁擠在車廂裏的乘客從人變為非人，
「進化」或「蛻
變」為新的物種，他們最後到達了一個幾光年遠的月台，然而這是一個「不可
言狀的大腦」構造出的幻覺 dm；
《符號》描繪看似不久的未來，一群人為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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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之謎，進入廢墟般的地鐵隧道，在一番驚悚的經歷和思辨之後，大概了
解到地鐵事故實為「宇宙化」歷程（顯然比全球化更加來勢洶洶）中的一次災

中國科幻新浪潮 49
的詩學問題

變，這個項目由政府 —— 實際上是一家跨國、跨星球公司 —— 在進行實驗；
《天堂》寫末世般的未來，地鐵裏倖存的後人類物種試圖重返地上天堂，但經
過進化的鼠類已經捷足先登，佔據了人類的廢墟；
《廢墟》寫小行星上的人類
後裔，派遣一對少男少女重返地球，想要破解人類文明滅亡之謎，但與其說
他們最終了解真相，不如說陷入更深廣的幻象之中，少男露水在小說最後一
刻，終於「發現甚麼也不存在」dn。
《地鐵》的寫作風格帶有含混和多義象徵的特點，這使得讀者甚至難以破
解基本的故事情節。地鐵系統中到底發生了甚麼，對小說中所有人物來說，
始終都是一個謎。真相難以把握，或許永遠得不到解釋，這使現實看上去就
如同超現實一般。然而，就如這五個中篇小說逐漸揭示出的那樣，生活在一
個不可解釋的、噩夢般經歷中的感覺，恰好驗證了韓松將中國現實比作科幻
小說的說法。科幻文本將有關甚麼是「現實」—— 或甚麼不是「現實」—— 的寓
言性闡釋當成現實本身那樣去活生生地描寫。
《符號》的開頭寫道 do：
小武在大街上拼命走着。有許多東西，朝他迎面撲來。
有些像蜜蜂一樣的，是飛行的微成像監視器，上面有納米雷達，與
市場數據調查公司的超級計算機相連。
電磁波也金槍魚一樣撲過來。可見光是黑色的，是城市的基本色
調。大白天一如黑夜。城市裏所有的光，都是人造的生物光，包括看不
見的合成光 —— 紫紅外線，阿伽射線 —— 醫保企業買下了它們的頻率，
用於治療居民們的性無能。
暗紅的雨絲也撲了下來，是摻了工業色素的酸雨，沒日沒夜地下，是
城市中最潮的主流藝術。在腐敗的雨露的澆灌下，在布滿痰迹、廢紙、
精液的街頭，生機勃勃地長出了奇花異草，是經過基因重組的熱帶植物。
小汽車稀稀拉拉，小鬼一般排隊慢慢行走，由於石油短缺，而乙醇
汽車、電動汽車和生物能汽車又很不經濟，車後座上就置放着一個差轉
蜂窩煤爐，長年不滅，用作動力，並兼照明。煤爐噗嗤地釋放出二氧化
硫，再轉化為黑沉沉的生物光。
人類像生活在大海底部一樣。有錢人往臉頰上植入了麻疹一樣的假
腮，以過濾污濁有毒的空氣。
城市叫做 S 市。一場實驗正在城市中進行。
小武不知道自己出生在哪裏，不清楚為甚麼。小武以前的記憶統統
沒有了。
小武是一個局外人，就像賈樟柯電影《小武》
（1998）中的同名主人公，迷
失在自己的家鄉。S 市指的是上海，韓松在那裏工作過多年。小說中解釋說，
S 是 由 這 個 城 市 的 格 言 而 得 名：
「順 從、承 受、倖 存、屈 服（submit, sustain,
survive, succumb）」dp。它也可能是從魯迅的 S 城借用而來，在魯迅的文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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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S 城也代表了整個中國。各種無以名狀的新奇技術、虛擬的科幻景觀，
既指向技術的進步，但也具象地表達出倫理的焦慮。小武的失憶或許茫茫然
無所指，但切骨地表達出 1990 年代以來的文化遺忘。
《地鐵》的力量在於迷宮般的敍事和充滿隱喻的語言，在《地鐵》最後三個
部分，韓松有時完全拋棄了敍事的連貫性，而突出一陣陣的感官體驗 —— 或
許對應了一系列來自生活於中國社會中的怪誕和荒謬的體驗。文本的方向迷
失或許比一切都具有顛覆性，而各種黑色幽默和歇斯底里的誇張，比寫實的
方式更加顯現出世界的荒誕。文本讀起來像一個由虛構新聞報導組成的文學
戲仿，這種誇張所達到的程度，使之自為目的，不再局限於展示現實熟悉之
物的荒誕性。
如果我們將《地鐵》看作一個為其文本性說話，既不是為表達現實，更不
是印證敍述成規的小說，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意識到在詭奇的想像之下，在超現
實的細節之中，韓松揭示了永恆的虛空、無法解釋的意義的缺失，或絕對的虛
無，一種彌漫的疲憊，它超越時空，超越了「中國夢」
，甚至吞噬了宏大的「宇
宙化」計劃。所有表面的繁榮都有着廢墟般的陰影，文明的興衰，跨越時空的
對「真相」的徒勞探索，以及各種精雕細刻卻沒有所指的象徵和符號，都在一
個自我包含、自我指涉的文本空間中，以一種虛無的方式呈現出來。作為一個
科幻文本，
《地鐵》或許最終顛覆了它本來要把握現實的目的，或者說，在它
的文本呈現中，現實本身就是超現實的、無從認知的。文本呈現出如地獄般的
現實世界的底片，透露無所不在卻又「不可見」的虛無感。韓松在科幻小說中
所做的，正如魯迅所說：
「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dq

三

看不見的身體和隱秘的維度

劉慈欣對「不可見」之物的表現，是從科幻想像的另一個不同維度展開
的。與韓松投向「不可見」的現實深層，甚或現實背後的虛無淵黑、如夢魘般
的凝視相比，劉慈欣的想像更為崇高，作品中充滿了令人眩暈的細節和對於
具象世界體系的合理思考，他創造世界並惟妙惟肖地加以描寫。如果韓松主
要集中在對社會現實和權力技術的反思上，那麼劉慈欣則更關注技術本身。
劉慈欣是一個計算機科學家，他承認自己是技術主義者，並效忠於科學主
義 dr。但他也將科幻寫作比喻成一種創造過程，科幻「像上帝一樣創造世界再
描寫它」ds。他的科幻小說大多建構出超越人們熟悉的現實層面的世界體系，
但這些世界體系的基礎仍然是對物理規律在科學上的合理改變。
對劉慈欣來說，科幻小說創作首先就像進行科學實驗一樣，物理規律的
改變驅動情節發展，而他的任務就是將這些改變具象化。例如在 2006 年的中
篇小說《山》中，他想像一個存在於岩石行星中心的泡世界，有些金屬的智慧
生物在那個被堅硬岩石包圍的空間中進化出文明。它們的天空是堅硬的岩
石，它們的宇宙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劉慈欣假設，如果它們中間有一個哥白
尼，敢大膽地設想這個泡世界不是宇宙中心會發生甚麼？如果它們中間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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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哥倫布，敢於「航行」到堅硬「天空」的另一端又會怎麼樣？劉慈欣描寫了這
個外星文明克服萬難認知世界的史詩故事，它們最終來到星球表面，看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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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星星的浩瀚宇宙 dt。
《山》是個很好的例子，它展示了劉慈欣怎樣將不可見的世界表現出來，
即便這個世界將自身封閉在星球不可見的內核中。他的想像使「不可見」之物
浮現到可見現實的表層上來，也就是將想像的可能性轉化為科學上合符現實
的過程。對劉慈欣來說，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不是為了做出有關國家的寓
言，甚至可以說，在他絕大多數的科幻小說中，都有一絲對政治的冷漠，它
們與韓松的作品不同，顯示出超越中國當代政治現實的傾向，比我們這個時
代看得更遠，尋求一種未來人類（或是後人類）的技術烏托邦。儘管《中國
2185》充滿了政治指涉，他還是在敍事中賦予一種強烈的科學主義，對政府管
理進行賽博（cyber）實驗，也指向了由技術進步決定的後人類未來。
世界體系的創造可以同樣發生在宏觀和微觀層面。劉慈欣在 1999 年寫作
的短篇小說《鄉村教師》中，將中國貧困地區幾個學生的命運聯繫到發生於銀河
系中心的星際大戰 ek。在同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微紀元》中，人類未來的後代
變成像微生物一樣的微人類，以適應因太陽閃爍而急劇惡化的地球環境 el。這
兩個世界的共同特徵 —— 雖然一個極大，而另一個不可思議地小 —— 都是
「不可見」
。參與星際大戰的高等智慧生物，在小說中並沒有給出形象上的描
述，而微人類的世界只能通過特殊的觀測儀器才能看到。
在劉慈欣的《三體》三部曲中同樣能發現「可見性」的缺席。這個以「體」為
題的宇宙史詩，往往有意缺失關於「身體」的描述。比如第三卷《死神永生》的
核心人物之一雲天明是「沒有身體的」
，只有他的大腦被發送到太空深處 em。
至於捕捉住他大腦的外星人是否能複製他的身體，這在敍述中是個謎團。即
便最後他重新出場了，而另一個核心人物 —— 他的愛人程心卻因為一個意外
事故，再也沒有看見他。
「三體問題」是一個真正的數學問題，受到三體問題啟發，劉慈欣設想出
「三體世界」
，但這個三體世界的「體」也是看不見的。他假想有一個恆星系
統，其中有一顆孤立的行星環繞三顆恆星。由於三顆恆星相互間的重力吸
引，行星軌道不可預測，是完全混亂的。那個星球上發展出的文明與人類文
明完全不同，三體世界與人類文明的碰撞，構成了三部曲的主要情節。但是
對所謂的「三體人」
，在整個三部曲中都沒有任何生物形象的描述 en。不可見
的身體，在一個叫做「三體」的虛擬現實遊戲中，被人類的自我形象代替了，
玩這個遊戲的人，通過化身為現實中的歷史人物，如周文王、墨子、秦始
皇、哥白尼、牛頓、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
、愛因斯坦等，逐漸了解
三體人所面對的現實，他們所處世界的無規律、無形式、無常態。在小說第
一部的最後，兩個智子被三體人送到地球上來偵查人類文明。智子對人類來
說是不可見的，它們從如同巨鏡一般映射整個星球的二維展開，收縮到完全
不可見的十一維 eo。
通過與外星物種聯繫，以及人類在星系間的流散，小說中有些人物逐漸了
解到宇宙的「真相」
，即它擁有超越人類感官能力的多重隱匿的維度。在《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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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中，當第一艘人類星艦飛出太陽系時，遭遇到一個神秘的四維碎塊。劉
慈欣花費數頁筆墨，詳細描寫人物進入四維空間的暈眩一般的體驗。儘管用
了「無限細節」這樣的詞語來形容，小說還是慨嘆四維感覺的不可描述。在遭
遇到四維碎塊之後，小說人物處在一個無限延伸、無法度量的空間 ep：
這種縱深不能用距離來描述，它包含在空間的每一個點中。關一帆
後來的一句話成為經典：
「方寸之間，深不見底啊。」
感受高維空間感是一場靈魂的洗禮，在那一刻，像自由、開放、深遠、
無限這類概念突然都有了全新的含義。
在劉慈欣的科幻想像中，人類與不可見的、未知的、巨大不可測量的、
無限的事物相遇，是一種崇高的體驗。他描述了自己在閱讀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2001：太空漫遊》
（2001: A Space Odyssey）後的相似感受：
「我讀完
那本書後出門仰望夜空，突然感覺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腳下的大地變成了
無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純幾何平面，在這無限廣闊的二維平面上，在壯麗的
星空下，就站着我一個人，孤獨地面對着這人類頭腦無法把握的巨大的神
秘 …… 從此以後，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那感覺像是離開了池
塘看到了大海。」eq 對劉慈欣來說，科幻小說的終極理想就體現在描繪崇高的
體驗中。這種崇高的體驗是康德（Immanuel Kant）式的：無限、沒有形式、沒
有邊界、無法承受、有着超越人類把握能力的廣大。在《死神永生》的最後，
人類文明的倖存者開始認知宇宙本來天堂般的景象，十維的宇宙田園，沒有
時間，沒有邊界。但它並不是真實的天堂，因為它同樣孕育了智慧。十維宇
宙只存在了短暫片刻，那個宇宙中誕生的最高智慧體迅速發明最為致命的武
器，以降低宇宙維度來打擊其他高維物種。人們所知道的三維宇宙，是古老
的宇宙戰爭的廢墟。
在天文尺度上，宇宙不可思議的廣大超越了善惡。在《三體》三部曲中，
至少還有一個核心問題是康德式的，即道德的普遍性問題。但劉慈欣對這個
問題的回答，與康德的先驗論正相反。劉慈欣追問的是，擁有道德自覺意識
的人類，是否能夠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不道德的宇宙中生存。他的答案即便模
稜兩可，卻仍然是以否定為主要可能的。小說情節的高潮是太陽系的終結，
一個神秘的高等智慧體在宇宙間巡航 —— 它的「身體」也是不可見的，在經過
太陽系和鄰近的三體世界時，偶然發現在銀河系邊緣的這兩個文明。它向太
陽系扔出一張薄得近乎看不見的、如紙片樣的東西，但這張「紙」正是不可戰
勝的大殺器，高等智慧體用它來摧毀每一個有可能成為對手的智慧物種。這
個叫做「二向箔」的紙片，改變了時空結構，讓三維的太陽系墜入二維的平面
之中。整個太陽系開始二維化，每一個事物都進入畫面：
「這張圖紙的精確度
是原子級別的，原三維世界中的每一個原子，都以鐵的規則投射到二維空間
平面上相應的位置。繪製這張圖紙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沒有重疊，沒有任何被
遮擋的部分，所有細節都在平面上排列開來，顯露無遺。」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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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倖存的人類開始了流亡的命運，他們終於看到兇險的現實，棲居
宇宙的智慧生物彼此之間殊死搏鬥。宇宙中沒有道德，有道德意識的人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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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宇宙中隕滅。宇宙本身是崇高的，令人畏懼、冰冷陌生。人類試圖在一
場他們沒有機會打贏的戰爭中尋求生存，盡力維持人性。
這一刻同樣揭示了劉慈欣使崇高的事物變得「可見」的詩學努力。太陽系
的二維化過程以令人目眩、無限豐富的具體細節展示出來。一滴水被放進巨
大扁平的圖畫中，變得像海洋一樣廣大和複雜。劉慈欣以正面、鉅細靡遺、
精準而細膩的方式來描繪這場想像中的末日，在這一刻，他「像上帝一樣創造
世界再描寫它」
。冥王星上的三個人類倖存者目睹這個「世界」無限細節的展
開，他們被二維水分子構成的如月球一般大小的雪花震驚。太陽系的二維景
象是驚心動魄的一刻，它使崇高變得可見，而且可以描寫。
太陽系二維化過程可謂體現了劉慈欣藝術手段的縮影：在複雜、具體和
精確的細節之上，創造瑰麗、崇高、奇妙的世界圖景。他的科幻想像直接訴
諸宇宙的無限，但他同樣試圖將不可見和無限之物，轉化為合理的物理現實
和可以行諸文字的細節。在三部曲結束的部分，他以一種奇迹般的感受、令
人敬畏的形象，將科幻小說從決定論或民族寓言（或任何根植於確定性的敍
述）中提升，開啟了超越已知「現實」的想像和感知的空間。

四

尾聲：新千年的後人類啟示

中國科幻在劉慈欣的崇高想像和韓松的噩夢寓言之間有一個中間地帶，
像陳楸帆這樣的年輕作家正在探索這個地帶。他於 2013 年問世的第一部長篇
小說《荒潮》結合了現實主義和寓言書寫 es，塑造了以賽博格（cyborg，即生化
人）後人類形象出現的人機複合體，默默無聞「不可見」地生活在社會最底層，
但對於自我身份和階級意識發生新的覺悟。
劉慈欣和韓松在他們的小說中都創造過後人類形象。在劉慈欣的《微紀
元》中，微人類沒有悲哀或記憶，所以再也不能繼承「我們」
（滅絕了的人類）
的遺產。在韓松《地鐵》第三部分《符號》中，小武用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呼喊：
「孩子們，救救我吧！」et —— 這裏顛倒了魯迅
《狂人日記》
的最後一句話：
「救
救孩子！」fk 但未來的後人類「孩子」不會救他；相反，
「虛空中爆發出嬰兒的
一片恥笑，撞在看不見的岸上，激起淫猥的回聲」fl。這個後人類「孩子」的邪
惡形象，表現了本文未及討論的中國科幻新浪潮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它將
後人類形象標誌為一個不可見、難以察覺的「差異點」
（point of difference）
。
在關於怪獸、異形、
「異托邦」
（heterotopia）
、跨性別 ∕跨物種和互聯賽博
意識的科幻想像中，
「差異點」被高度強調。在有着技術、生態和政治各種新
的可能性的新紀元裏，
「差異點」對「甚麼是人類」或「甚麼是後人類」提出了質
詢 fm。關於後人類的想像，首先在於挑戰身份、種族、性別、階層和其他各
種對於自我建構的規範。正如電影《銀翼殺手》
（Blade Runner, 1982）中的仿生
人那樣，後人類往往是表面上看不出有甚麼不同，但是實際上與「我們」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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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這個「我們」正是按照正常的標準被社會規範建構起來的。後人類形
象讓人意識到規範背後隱含的威脅，以及規範本身令人恐懼的方面。後人類還
可以在中國追求富強的語境中加以闡釋，代表了人民處境的反轉，也正是「中
國夢」的畸變。
陳楸帆的《荒潮》文本中含有自覺地創造新的後人類主體的努力，這個主
體產生於對中國未來的思考。
《荒潮》表現中國「不可見」的農民工群體的怪誕
形象，以及他們之中「不可見」的後人類變體。小說描寫在中國不久的將來，
一個靠回收電子垃圾（包括含有人工智能的損毀硬件）而繁榮起來的南方城
市。這個虛構的未來世界實際上是以陳楸帆的家鄉廣東汕頭為原型的。汕頭
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歷了經濟上的迅速崛起，而汕頭人口最密集的區域之一貴
嶼，正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垃圾場。這些電子廢棄物被幾乎沒有防護措施的
農民工加工，引起了極大的環境和健康問題。
「貴嶼」在英語中有個別名，即
「電子墳場」
（Electronic Graveyard）fn。
在《荒潮》中，貴嶼被重新命名為「硅嶼」
，而因其非人的境況隱含了另外
一個諧音上的意思：
「鬼域」
。腐敗的地方政府與跨國資本聯手，製造了一幅
中國近未來的黑暗圖景。幾百萬沉默的農民工在致命的電子污染中生活，他
們變成「垃圾人類」
，就像他們加工的「垃圾產品」一樣。小說從對農民工日常
生活的逼真現實主義描寫開始，這些人被蔑稱作「垃圾人」
，遭到當地人的歧
視。
「垃圾人」過着悲慘的生活，他們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沒有名字，沒有
身份。
《荒潮》寫一個少女小米，默默無聞地像鬼魂一樣生活在令人絕望的最底
層。她意外地受到一種尚在實驗中的人工智能的感染，從最卑微的底層站起
來，變成了擁有強大力量的賽博格。在硅嶼，
「自然」不再能與賽博格後人類
相區分。
「垃圾」女孩小米生活在從最先進的製造人工智能的西方實驗室傾倒
的危險電子垃圾中，她被當地人欺負和騷擾，在被流氓強姦後，進化成獲得
全新自我意識的新物種的第一個成員 fo。
小說最驚心動魄的情節，集中在小米內心激烈的鬥爭中。這個鬥爭發生
在她的人類意識和相對應的後人類賽博格特性之間。她的分裂人格分別叫做
「小米 0」和「小米 1」
，指向複雜的全球政治經濟變化所引發的後人類狀況的精
神分裂性質。她迅速發展出超人力量，並渴望對人類復仇，這暗示了人們對
技術重要性的信仰與對技術的深刻質疑之間的弔詭結合。小米深陷於這個發
生在自我深處的鬥爭中，導致自我毀滅。
在文學上，
《荒潮》的主要成就在於，它為中國科幻新浪潮開啟了通向內
心複雜世界的旅程。與韓松揭示的「不可見」的社會現實，或是劉慈欣展示的
看不見的高維宇宙不同，陳楸帆的小說更執著於探尋自我內部發生的「不可
見」的事件，如小米與後人類自我的妥協、衝突和掙扎 —— 最「不可見」的，
也是最令人不安的威脅來自內部。陳楸帆的小說為中國科幻指出新的方向。
如果《荒潮》有一個後人類的啟示，它或許預示着新千年裏人民內心發生的變
化，一種新的自我意識的萌動，一種不憚於吸收技術以建構自我的新技術，
以及一種對於後人類身份的自覺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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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以上的特徵，中國科幻新浪潮創造了新的詩學與政治的可能。
再現「不可見」之物，從不可言說的現實，到世界的隱藏維度，到後人類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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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暗意識。再現這些「不可見」之物的新浪潮，如同荒潮一般，湧入科幻所
照亮的「不可見」的國度。
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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