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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新中國」的概念，作為一種「未來」想像，誕生在二十世紀之初。二十世紀 

是中國知識份子自覺認同的第一個「世紀」1，時間本身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歷

史性，而中國的歷史有了未來指向。新舊世紀之交，流亡海外的維新派青年

領袖梁啟超在橫渡太平洋的中途感悟世紀更迭的意義：「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

何地，乃在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2即將開啟的新世紀預示着改天換地、扭轉乾坤

的非凡前景，而梁啟超以詩意渲染的「時空體」（chronotope）3並非實體，它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華夏舊邦，而是想像之中居於世界歷史、全球政治版圖的

新世紀的未來中國。儘管晚清最後十年開啟的時刻是一個在政治上空前絕望

的時代，二十世紀伊始正值變法失敗、庚子國難，但也是在這十年中，孕育

了中國現代思想與文學的烏托邦傳統。在梁啟超及其同志的筆下，各種樂觀

的政治預言、未來時態的小說敍述造就了想像的「新中國」。

在二十世紀的黎明時刻，梁啟超將中國定義為一個充滿新生活力的「少

年」國家，稱：「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4而他想

像的「少年中國」，借鑒他仰慕的「少年義大利」，是一個漸趨「完全成立」的現

代主權國家。與此同時，梁啟超撰述《新民說》，從進取精神、權利思想、公

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進步、合群、尚武、政治能力等多個方面，

勾勒出有「獨立之精神」的理想國民形象5。這種種政治論述，最終進入梁啟

超提倡的「新小說」，以革新文學來啟蒙民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

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6他並且親力親為寫作政治理想小說《新中國

未來記》，雖然此作未完成，卻成為新小說的經典，為同時代作家表達政治訴

求的小說提供了基本的敍述結構和目的論的情節模型。

重訪「新中國」未來： 
以二十一世紀華語小說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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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既有揭露社會無邊黑暗面的「譴責小說」，也有種種政治想像華麗的

「理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首先預設六十年後的中國已然是一個世界強國，

而此強國並非完全抄襲西方列強形態，而是以儒教復興來獲得道德上的理想

形態7；改良派小說家吳趼人則在《新石頭記》中從二十世紀初的政治泥潭一

躍進入充滿未來色彩的「文明境界」，這一個看似模仿凡爾納（Jules G. Verne）

科幻奇景的世界，卻處處強調其植根於中國傳統美德的政治制度，以及從中

國固有知識傳統演變出來的各種發達科技8；此外，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

反寫十九世紀種族論述，描繪中國出征歐洲，大敗白種民族9；陸士諤的《新

中國》暢想未來的立憲四十年後的中國雄冠世界，萬國博覽會在上海舉辦，而

浦東陸家嘴已然是國際金融中心bk。這些結合政治狂想與科學小說的作品，

在晚清有將近十年的繁榮期，其中孕育的烏托邦衝動，在此後的一個世紀裏

充盈中國的政治文化空間，以民族自新為基礎的「新中國」論述繼續發揚，持

久不衰。

今天距離梁啟超發明「少年中國」、提倡「新小說」、啟發一代作家書寫「新

中國」主題的未來小說，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梁啟超在小說中試圖演繹的

六十年未來歷史，那個「未來」的時刻表已經走完了兩輪。「新中國」的未來發

生過了嗎？抑或「新中國」仍在繼續指向新的「未來」？梁啟超以維新之「新」來

命名理想中國，此後政權交替，政治領袖推導新政策、發動新運動，各種革

命事業和文化運動此消彼長，不斷為「新中國」的理想性注入新的意義。在梁

啟超預言的「新中國未來」實際到來之際的1960年代，毛澤東早已宣布「中國

人民站起來了」，設計並實踐走獨立自主道路的中國式共產革命，而他在中國

陸士諤的《新中國》暢想未來的上海浦東陸家嘴已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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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醞釀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翻天覆地的革命性遠超過梁啟超政

治想像的邊界。此後又是一個甲子過去，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中國

大陸新一代政府首腦推動國家進入所謂「新時代」，不僅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高調提倡「中國夢」以規範國民思想和行為，而且也更大

膽地重塑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以期按照中國自主的政治模式來參與建構「人類

命運共同體」。無論毛澤東還是習近平，也都繼承了梁啟超對於文學與政治關

係的認知，從毛澤東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到習近平號召「講好中國故

事」，都為「新中國」敍述制定了新的規範。

但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更具有意義的一個現象則是，在梁啟超暢想「新中

國未來」、開啟了政治理想小說和科學小說的烏托邦敍事傳統的一百年後，中

國文壇再次出現了融合政治想像與科幻小說的寫作。新一代作家對中國主題

做出各自的回應，無論是光年尺度上雄渾崇高的「光榮中華」，還是地下世界

幽暗深邃的「鬼魅中國」bl，都在構想不拘一格的「新中國未來」。正是在中國

政府提倡「中國夢」的時代，科幻新浪潮猶如意識形態倒影的潛意識釋放出的

夢魘，打開了現實政治中不被允許「看見」的方面，在技術和政治層面顛覆確

定性，指向測不準的狀態，如我在此前論述中所說：「表達不可能與不確定的

世界，在科學和政治層面想像未來的歷史，超越已知的、可見的空間，這些

特徵已經使得科幻小說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類型，它犀利地切入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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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

但我也認為新浪潮對於文學與政治想像主流模式的顛覆意義，不僅局限

於科幻這個文類，也以「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的影響在重塑更廣義的

二十一世紀華語文學bn。所謂「科幻性」表徵文學對於傳統寫實模式的不滿，

放大了文學想像在未知和不確定層面具有的啟示力量，在科學技術加速重塑

世界的呈現方式與人們的感覺結構的情境中，指向超越既有政治和文學範式

的可能性。自覺將「科幻性」引入文本實驗的作家，有駱以軍、董啟章等在台

灣、香港寫作「後人類」（posthuman）主題的小說家，也有借助「科幻性」來營

造反烏托邦敍事、在北京居住而在香港和台灣發表作品的陳冠中。駱以軍、

董啟章、陳冠中的小說作品，如科幻新浪潮那樣，打開了不同於二十世紀（梁

啟超的世紀）的新面向，而更具有「新」小說的文本實驗自覺。站在二十一世紀

的角度回頭看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想像，不僅突出小說敍事的歷史後設意

義，而且小說也往往將烏托邦改寫為惡托邦（dystopia），從主權國家中發現全

面管控（total control），在新民或舊民中看到後人類。

本文嘗試藉由對科幻新浪潮以及呈現「科幻性」的華語小說的分析，在

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地形圖中重訪「新中國」的未來。具體而言，本文分別考察

陳冠中筆下的「巨靈中國」、韓松的「亡靈中國」，最後結束於王安憶新作中的

「新中國往事」，並介紹王德威有關當代政治文化情境中小說倫理的論說，作

為對梁啟超在一百二十年前提出的新小說主張的回應。關於董啟章的「後人間

國度」和駱以軍的「二維化末日」，我將另行撰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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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巨靈中國

晚清「新中國」未來敍事投射的歷史欲望，在一個世紀之後，終於實現「百

年夢圓」——這個短語出現在2009年陳冠中的《盛世：中國，二○一三年》

中。這部小說出版於2008年北京奧運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之間，描繪貼近現

實情境的近未來，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宣布進入「盛世」。這樣的

主題呼應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的「新中國未來」暢想，因此有了「百年夢圓」的

歷史情境，也呼應中國政府對於大國崛起的自我認知，將烏托邦的「新中國」

變成了現在進行時的政治演繹。小說的主人公老陳——一個在北京居住的香

港文化人，親身體驗到「盛世」到來引起的情緒反應：「最近一兩年我也察覺到

自己常常莫名的亢奮」，老陳注意到周圍的人「臉上都掛着真誠的愉快，甚至

集體亢奮，現在一定是名副其實的太平盛世了」bo。然而「盛世」的表面之下，

隱藏着不安的因素，老陳了解到所有人不能自已地「嗨賴賴」（hi-lite-lite）的幸

福感或許另有原因：中國固然取得經濟建設、國富民強的奇迹，但全民幸福

指數的急劇提高，卻可能遮蓋某種陰謀。比如人們普遍缺失了一個月的記

憶，老陳熟悉的一些知識份子的作品也從書店下架。

這一情形讓人聯想到1989年後的中國社會狀況，經濟改革持續發展，但

政治改革的大門卻始終關上。公共知識份子批判性的觀點和著作時常遭到政

府查禁，而國民對於許多晚近政治事件的強制集體遺忘，伴隨着商品經濟和

大眾娛樂的高度發達，以及享樂主義、犬儒主義、拜金主義帶來的普遍輕浮

愉悅感。《盛世》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幻小說，卻通過對晚清以來烏托邦

主題的反寫，以科幻的想像力虛構出一個透過技術手段實現全面管控的政治

陰謀。在小說最後部分，老陳和他的朋友從一個政府高官那裏獲悉「盛世」由

來的真相：正是在人們遺忘的那一個月裏，政府通過嚴打，實施了全面的國

民改造。然而這場改造不同於二十世紀的政治運動，在於它所採用的是硬核

科技，將「思想改造」的意識形態手段「物化」成一種生物技術，並將此種名為

MDMA的迷幻藥加入到自來水和各種飲品中，致使全民在全無意識的境況下

普遍感受到興奮愉快的心情，「由衷」享受「盛世」的愉悅。

學者王超華指出《盛世》所寫的並非二十世紀冷戰時期惡托邦小說中常見

的奧威爾（George Orwell）式的高壓極權社會bp；確實，小說中老陳就指出上

述陰謀「就像赫胥黎的小說《美麗新世界》」bq。後者想像的社會，不需要用壓

迫機制，而是以種種消費策略、技術手腕、虛擬感覺、思維致幻，使社會成

員心甘情願讓渡權利，愉快地融入作為巨靈（又譯「利維坦」，Leviathan）之國

家。自從1980年代末蘇東政權解體之後，意識形態對抗的歷史終結。中國卻

並未像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那樣放棄意識形態，反而動用軍事方式強力終結民主 

運動，在保持原有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加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在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融合體制中，政治的密不透風和經濟的繁榮開放，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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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如學者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所判斷的那樣：當代中國政治就像

赫胥黎（Aldous L. Huxley）描述的溫和版的極權政體，強調「保持人們如一盤

散沙的去政治化努力，同時為其提供用以分散注意力的活動和娛樂」br。

《盛世》呈現的「新中國未來」，不再是「啟蒙民智」或「靈魂深處鬧革命」，

也不是按照一種政治理想改造國民的文化運動，甚至不僅僅是依靠強制輸入

「真理」以及思想監控的極權社會，而是使人愉快、目的僅在維持穩定現狀的

二十一世紀升級版本。事實上，這樣的升級更為有效地建立全面管控。在奧

威爾的「一九八四」世界中，仍有身體和思想的分離，主人公溫斯頓還能憑藉

自由意志在「老大哥」的監視下做到思想上開小差，但《盛世》中敍述的生化手

段，作用於肉身，不是控制思想，而是控制神經系統，從而控制了人們的感

覺結構和情緒感受。令人「嗨賴賴」的迷幻藥無異於改造身心的「造人術」，由

此將所有人都「生化升級」為符合政治需要的「理想國民」。陳冠中筆下的全面

管控，體現的正是當代社會中最令人恐懼和戰慄的科技可能性與可行性；以

此實現的是一個虛擬現實感知世界，國民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生物技術程序化

了，無論「真理」還是「真實」感受都由技術製造出來。這便是小說中塑造的只

有國家的意志和感知的巨靈形象。

借用《新約聖經》的《啟示錄》中的怪獸巨靈來指稱主權國家，是十七世紀

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提出的。他依照絕對的理性主義，

構想人類為了自我保全，心甘情願地服從絕對權力，而組成中央集權社會。

霍布斯相信人人皆願自由，但又有支配其他人的意志，由此發生一切人對一

切人的戰爭，造成人間兇險不堪。作為巨靈的國家則是所有公民制定盟約，

讓渡自由從而誕生的有着無上權力的政體。有趣的是，霍布斯在《利維坦》

（Leviathan）一書開頭，使用「自動人」或「機器人」的概念來解釋巨靈國度——

所謂「巨靈」，包括主權及其國民，即是如「自動人」一般，整個社會機制運轉

所依靠的是猶如「自動機械」的技術bs。

陳冠中在《盛世》中寫出巨靈國家與人民的共謀關係，這也猶如一種自動

運轉的機制，此處比通常對於極權社會控制公民思想的論述在層次上更為 

深入。向老陳講解「盛世」真相的官員承認，他也感到疑惑的是政府選用的迷

幻藥其實並沒有讓人們發生集體遺忘的作用，但所有人都選擇去忘卻那痛

苦、不愉快的一個月。陳冠中在此揭示出更令人驚懼的一面：或許連這種生

物技術（MDMA迷幻藥）都是不必要的，「盛世」景象本身製造的虛擬幻覺， 

其實就足夠引導人們自動達致「嗨賴賴」的幸福境界。歸根結底，只要是關 

於「盛世」的敍事——「講好中國故事」，就足以誘引人們進入全民迷狂的狀

態。「中國夢」即是虛擬網絡的「母體」（matrix），人們只需做夢，就自然會融

入其中。在巨靈中國，無論其政體或是國民，都如同夢幻網絡中的機器人。

這樣一個主題，雖然在當代科幻小說中甚至有更豐富的體現（如韓松筆下的

「阿曼多」夢幻網絡，下詳），但皆不如陳冠中的小說明白無誤地將之與當代政

治聯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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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表達了陳冠中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於「新中國」未來盛世的惡托邦

注視（dystopian gaze），而這個惡托邦情境照見了當代中國現實有意遮蓋的「不

可見」部分。老陳本人對此也曾視若不見——原來他也在無意識中飲用了迷幻

藥或有意識地選擇做夢的模式，參與「盛世」的夢工場，但對於現實中「不可

見」部分的惡托邦注視，使他有了分離虛擬表象與其下隱藏的深淵現實的選擇

能力。老陳選擇不要留在一個虛假的天堂裏，而對他來說真實的「好地獄」也

已經失去了。他置於無地之地，巨靈體系密不透風，難以撼動。小說最後，

老陳和他的朋友只能四處逃亡，在系統運轉的褶皺和縫隙裏躲藏起來，在萬

丈深淵中活下去。但老陳能夠將一個關於「盛世」的「中國好故事」重新講述成

為「好故事是緣何而來的」，由此便將系統試圖抹去的痕迹重新暴露出來，而

這些痕迹就是在虛象之下一部通向未來的真實歷史。

陳冠中的《盛世》只能在香港和台灣出版，在中國大陸變成「不可見」的文

本，但由其「不可見」，小說中體現的「新中國未來」反思，也恰好構成一種系

統之外的幽暗意識，透露出對現實政治之外其他可能性的思考。在此後十年

中，陳冠中繼續關於巨靈中國的惡托邦寫作，除了2013年出版的偏於寫實性

的《裸命》，他於2015年發表《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2020年發表《北京

零公里》，都延續了對巨靈中國的另類想像bt。

《建豐二年》寫的是新中國的架空歷史——假設另一種歷史線索，即明白標 

誌「新中國」不存在的歷史；這裏的「新中國」可以解釋為中共政權，也可以解釋 

為延續自晚清梁啟超一代知識份子構建的理想中國，但採用烏有史（uchronia）

的設定，兩者皆在歷史中沒有發生過。小說中假設發生的是：共產黨在1949年

輸掉內戰，民國繼續在大陸存在，到了蔣介石逝世之後，少主建豐於1979年

計劃開始國民黨版的「改革」。小說通過七個不同地點的真實歷史人物或通俗

文化中的虛構人物，塑造出在1949年後新

中國並未發生的情境中，國家與個人之間

的錯綜關係。然而從中不難看出，架空歷

史並不能在現實政治之外復活烏托邦想

像，而是以虛無（烏有）的方式再度確認巨

靈中國的無可抗拒。小說在開頭和結尾將

1979年台灣「美麗島事件」移植到北京（北

平）民主運動的場域；民國政府對民運集

會的突然襲擊，將真實、烏有兩個時空中

在台灣、北平的眾多民主人士一網打盡。

《建豐二年》告訴讀者，無論在新中國的真

實歷史還是烏有史中，寄託未來希望的民

主運動都沒有成功，而小說中預告的「建豐 

之治」是否能像台灣那樣開啟自由模式，

在「新中國」論述中也變成了一個懸案。
陳冠中的《建豐二年：新中國烏有史》是對巨靈	

中國的另類想像。（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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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豐二年》虛寫新中國不同，《北京零公里》的絕大部分篇幅運用了真

實的歷史材料。陳冠中這部最新的小說分成內篇、外篇、秘篇三部分，其中

內篇篇幅最長，實為一部北京城的千年歷史。小說設定北京地下有城，即所

謂「活貨哪吒城」，「活貨」卻是死人，是北京城死於非命、魂魄不消的亡靈，

他們保留死亡的慘狀，見證錦繡山河、繁華歲月中看不見（或見不得人）的另

一面：作為古今帝國權力所在，北京是一座暴力血腥之城，無論戰爭抑或和

平的年代，種種屠戮從未消停。內篇的敍述者余亞芒是一個在1989年「六四 

事件」中喪生的十四歲少年，他在哪吒城彌留的三十年間，執念於歷史研究，

全力以赴探究北京地上地下兩個世界對照而見的「真實」歷史。這部歷史的種

種事件，往往是政權不願意讓民眾看見的，卻在死亡的幽暗時刻暴力顯影，

亡靈的殘破形象使「不可見」的中國暴露無遺。這部歷史包含梁啟超意義上給

予希望的「新中國」理想的破滅，也包含毛澤東建立的新中國，但將「新中國」

敍述放在千年北京殺戮史之中，「新中國」則並無新意，或只不過是把舊時代

以來從未停歇的殘暴發揮到極致。「北京零公里」的公路標誌是二十一世紀 

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廣場劃定的國家絕對中心，小說以此將「中國」這個時空體

置於絕對權力原點。這是一個猶如黑洞一般的存在，歷史並不能逃逸出去、

向着未來變化，而是在原地兜圈子，每朝每代、每個君主和統治者的作為，

都在種種暴力屠戮的時刻，回到「北京零公里」所象徵的權力原點。小說內篇

寫出了「新中國」的另一種烏有史，因為「新中國」從未存在過；巨靈國度有着

千年古老歷史，這一頭歷史怪獸如今仍然存在。

內篇所寫的「活貨」雖死猶生，而到了外篇寫余亞芒的哥哥余思芒，作為

「六四事件」的倖存者，卻過着雖生猶死的「吃貨」生涯。余思芒原來對民主運

動有介入的衝動，卻在弟弟慘死之後三十年間把自己活活吃成了一個大胖

子，並藉寫美食評論變成網絡紅人。但他自知：「余思芒也已經死了，變成另

外一個人了，一個被嚇破了膽、嚇尿了的多餘的人，一切年少時候大言不慚

的志氣都沒有了，只剩下吃吃喝喝」ck；死者「活貨」余亞芒讓生前的意志一直

存留下去，而生者「吃貨」余思芒卻見證了「盛世中國」的「美麗新世界」，正是

陳冠中在《盛世》中描述的那種不思不想的做夢狀態。在這個新世界裏，談論

民主已不可能，人們只能品評美食，談談享受。

秘篇則明顯借鑒科幻小說的寫法，從未來後人類的視角寫「新中國」的另

一種未來，即毛澤東仍有復活的可能。這一段故事讓人想到劉慈欣那部寫於

1989年初、從未正式發表過的《中國2185》。劉慈欣的小說設想毛澤東的大腦

細胞作為一種數字形式的生命給未來中國帶來的挑戰和震盪，陳冠中的小說

則將這一個可能性作為從未到來的「未來」；原來當代掌握實權的政治領袖早

已經要取代毛澤東，因此毛澤東復活計劃在無聲無息中於2019年終結。小說

的最後一段設想另一種烏有史：假如當代強人並未毀掉毛澤東的大腦組織，

「或許可以在二○二九年之後的一段時間內，人工克隆複製出一個新的老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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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東2.0版」cl。然而，另一種可能是，毛澤東的大腦（思想）已經復活，無論

是在數字世界，還是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想像中。

三　亡靈中國

學者多注意到科幻小說與烏托邦敍事之間的關係cm，而我認為當代中國

科幻新浪潮呈現烏托邦變奏，科幻新浪潮作品處理的未來主題，往往與此前

中國文學烏托邦主題有關cn。當代科幻新浪潮的第一部重要作品——2000年

韓松發表的《火星照耀美國——又名：2066年之西行漫記》有意識地對應梁啟

超在《新中國未來記》中使用的時間框架。小說從2000年的時間點投射對於

2066年世界的想像，彼時中國已經進入「盛世」，具體而言是「阿曼多」夢幻社

會。「阿曼多」是有意識的網絡程序生命體，它幫助地球上的一百億人口「管理

和配置資金、能源、材料及信息」，「不知疲倦地用它那超乎尋常的計算能力， 

在全心全意打理我們的日常生活」co。「阿曼多」代替了人們思考，用程序管理

人們的感知和體驗，人的喜怒哀樂、情緒和情感都交給了「阿曼多」，然後便

活在夢一樣的美好生活中。

韓松的《火星照耀美國》也是有意反寫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描述毛

澤東紅色政權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即《西行漫記》），在小

說中突出了二十一世紀中期中美兩國的對比。中國人因為將自己全部託付給

「阿曼多」夢幻網絡，因此進入繁榮昌盛、快活無比的時代；而美國人則因為

追求民主自由，拒絕把自己完全交給「阿曼多」夢幻社會，而墜入經濟消退的

深淵，終於發生第二次內戰，國家毀於一旦。小說主人公是一名中國圍棋神

童，他被派往美國，向美國人展示中國的文化優越性，不料恰逢「阿曼多」意

外解體，這一人工智能因為發展出自己的生命意識，陷入精神分裂，迫使中

國政府迅速投入使用「中國特色」備用系統來取代「阿曼多」，挽救中國於危難

關頭。小說主人公迷失在「後阿曼多時代」的美洲大陸，在與為他全面管理美

好人生的網絡斷開之後，不得不面對真實而殘酷的現實生活。他對於真相的

發現過程，則揭示出「阿曼多」夢幻社會看似是美妙的烏托邦，實際上是瀕臨

惡托邦的險境，正好與陳冠中筆下「盛世」中人們沉浸在幸福感中而不知被政

府程序控制的情節類似。

夢幻狀態作為一種無視現實真相的情境，是韓松小說的一個關鍵主題，

他的許多作品都寫到做夢、夢遊。如他寫於2002年、從未正式發表的小說 

《我的祖國不做夢》cp，描述北京的全城人口每天晚上因為觀看《新聞聯播》，

無知無覺中接受政府調控的微波影響，遂進入受到全面管控的夢遊狀態：他

們在夢遊中反而無所保留地為國出力，夢遊大軍在不自覺中投身城市建設、

生產消費，造就了「中國模式」的經濟奇迹。韓松在2010年另一部著名的小說

《地鐵》中，則描繪了當代北京地下世界裏的種種異象、陰謀，與許多年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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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面上發生的夢遊有關。後一種情境的夢遊，暗喻文革期間受到毛澤東

鼓動的紅衞兵迷狂心智，而此種夢遊從此不絕於世，地鐵裏的乘客也都陷入昏

睡，各種奇異妖冶的幻象發生，人們都不過是「無知的演員，無知的觀眾」，

這也暗示着「漫漫長夜在這裏從不曾有過一刻的中斷」cq。

《火星照耀美國》除了對比「阿曼多」夢幻社會與主人公在美洲大陸的真實

經驗之外，還有一個更神秘的敍述框架。小說敍事者告訴讀者：「六十年後，

世界已是一片福地。我躺在我的殼中，用艾科邁克語書寫這篇故事。」cr在

此，韓松設計了整整一個甲子的時空轉移，這正是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

的敍述中使用的策略。至於從2066到2126年間，究竟發生了甚麼，為甚麼人

類都躺在「福地」（死後的世界？），小說敍事像晚清的烏托邦小說那樣，對通

向未來的過程語焉不詳。小說結尾留下的線索是，無論中國還是美國，最終

都敗給突然入侵的火星人。從敍事者的語言看來，「福地」像是另一種夢幻樂

園；但「躺在殼中」，看起來雖死猶活，是否意味着主人公和他的同類作為生

物能量，成為一個更大的網絡的一部分？但就這層敍述框架而言，小說顯示

出夢幻世界過後的終極世界形象，卻是一個亡靈的國度。

「亡靈」是一個比「夢遊」層次更深的主題：「夢遊」已經模糊了現實與虛擬

的界線，生與死的界線則受到「亡靈」的僭越，由此歷史和未來、必然和或然、 

命運和自由都墜入一種永恆輪迴的劫數。韓松最近的小說、也是自劉慈欣在

2006到2010年發表的《三體》三部曲之後最重要的中國科幻小說作品，《醫院》

三部曲突出了「亡靈」的主題。小說第一部《醫院》出版於2016年，其中構建了

一個生死無間的醫藥中國，且有如是宣傳：「我國已經進入偉大的藥時代」，

「根據藥時代的要求，不允許有不健康的個體存在。不做則已，要做就做到 

極端極致。這是對人進行大修的時代哪，然後進入再造人的周期。此乃新經

濟的基礎，也消除了哲學上的困惑，從而達到政治上的圓滿，並築造外交上

的自信」cs。小說中將此歸於醫藥救國的烏托邦方案。然而，隨着主人公楊偉

陷入醫院的體制迷宮，不斷被醫生治得死去活來，藥時代的詭誕荒謬、自相

矛盾逐漸暴露出來。第二部《驅魔》在2017年問世，其中揭示管理醫藥中國的

人工智能「司命」已經發展出生命的自覺意識，正如「阿曼多」夢幻網絡那樣，

「司命」開始為自己活着，將醫學變成行為藝術，而所有人都已經成為病人，

並陷入永久的治療之中。楊偉於是了解到：「醫院的另一個名字叫做『亡靈 

淵藪』」，「他原以為，生命是一場賭博，壽殤難料，現在卻見連死也安排好

了」ct。在2018年出版的第三部《亡靈》中，楊偉發現醫院已經搬到火星，甚

至宇宙間醫院無處不在，而此時病人已死，只有亡靈；亡靈需要不斷復活，

從無夢的長眠中歸來，再進入幻象叢生的虛擬醫院情境，如一位醫生所說：

「有了病人，才有醫院；有了醫院，醫生就能為病人謀幸福。所以哪怕是亡

靈，也要救活你們。這正是醫院的根本使命——救活人，更救死人。」dk

在真實與虛擬相映、生與死不斷互換的狀態中，醫院變成一個現實中國

的變異版本。三部曲的開端展現頗具寫實色彩的中國大陸醫院景象，醫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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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不信任，而醫院中的殘忍暴力指向社會結構的不安定。但這層真實處境

很快就幻化成噩夢一般的迷宮體驗，韓松遂將種種匪夷所思的中國現象，變

形為科幻小說的詭奇場面。在第一部《醫院》中已經寫到，整個中國都變成一

個醫院，所有國民都住進了醫院。在第二部《驅魔》中，中國已經變成了一艘

醫院船，航行在紅色海洋上dl。無論醫院船還是紅色海洋，其實都是一種集

體幻覺，楊偉發現船上的病人全都變成老年男性，他們收看人工智能醫生 

的電視節目，響應號召參與文學創作，因為此時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就是文學

療法。無論醫生還是病人，都力爭「講好醫院故事」，故事將醫學變成文學，

把現實變成幻想。楊偉最終接近了一位本身就處於不死不活狀態的萬古醫

生，了解採取「故事學原理」來治病的方法：「在醫生的幫助下，你要進入一個

異世界。你完全認不出它是假的。你在名為『醫院』的世界裏，以另一個『我』

存在，你感覺不到你原來的身體了。你也記不得自己的本來面目。你的經驗

和記憶改變了。你精神中最深的病灶便祛除了。你的病痛完全消失了。你體

內的魔鬼被驅走了。」dm自晚清以來，中國現代文學不乏將「疾病」作為政治隱

喻的文學筆法dn，而韓松的小說點明了「故事代入治療」的政治意義，因為醫

院最終要解決的是世界觀問題、意識形態鬥爭，只有「講好醫院故事」才能將

「疾病」當作政治文化問題那樣來解決。

從《醫院》三部曲一部到下一部的情節轉換中，都可以看出前一部所描寫

的醫院經驗，被解釋為「敍事代入」，即通過讓病人進入故事來達到治療效果， 

所有看似「真實」的事物都被虛擬化，而不斷升級的敍事技巧（或醫療手段）愈

來愈使故事變得撲朔迷離，敍事本身愈來愈像迷宮，其實是故事愈講述愈難

懂，病人最終被困在這樣毫無出路的故事中，猶如陳冠中在《北京零公里》中

講述的北京千年暴力故事，最終沒有救贖的可能。在小說第三部《亡靈》中，

病人亡靈復活，在火星上演了一場醫院版的「文化革命」，將救治病人的終極意 

義歸於改造罪人，塑造新人；神奇病人「愛因斯坦」建立了藥帝國，「時不我待， 

只爭朝夕」，病人高喊口號：「改天換地！」「翻天覆地！」「戰天鬥地！」do這

些亡靈病人批鬥醫生護士，不僅兇相畢露，甚至變成猿人一樣，智力退化，

以一致節奏對醫生採取報復行為，將他們打擊致死。而隨即醫生的反擊，有

真的猿猴相助，將亡靈病人撕裂吞噬，一時間火星醫院變成了地獄景象。

在科幻新浪潮作家中，韓松最具有對魯迅的自覺認同。我認為，正如夏濟

安對魯迅的分析那樣，韓松有着對於黑暗面的持續關注，甚至迷戀dp。醫院世 

界的終極形象，是吞噬一切、泯滅生死的深淵。從《醫院》、《驅魔》到《亡靈》， 

韓松層層逼近「深淵」，在接近小說最後時刻的地方，唯一倖存的女性看到了

作為世界本質、永劫回歸的「醫院」的本體，即深不可測的「亡靈之池」dq：

但深淵一旦遇到她的目光，這一無所有的區域，便頓然勃發擾動。

像是經過億萬年，它終於等來了意識的注視。它要復活重生，再創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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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超越了二進制，在「是」和「不是」之間創造融合區，用模糊算

法再構歷史——或者說，偽造醫院史。這樣形成新記憶，並在機器的輔

助下，不斷反饋，為亡靈之池提供原始參數，合成創始者的意識母

體。⋯⋯醫院的生命可視作接近永恆。它一旦被災難破壞，就能自動復

原，在這深淵中不斷醞釀和推出。

小說中無數次提示醫院，如同「阿曼多」夢幻社會或是「地鐵」世界那樣，已經

變成一個為自己存在而走向瘋狂的體系。還在第一部《醫院》的情節中，楊偉

就已經獲悉醫學是一種行為藝術，醫療只是為了讓醫院延續下去。到了小說

最後，作為「深淵」的醫院是一種自動的意識，只是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

不惜在此過程中修改現實，變更所有人（和死者）的記憶，打破生命和死亡的

界線，將人類反覆從死亡狀態中拉回醫院現場，進入新一輪的病患體驗，復

又被治死，這是持久的「革」命，或「革命」的永恆輪迴。

韓松塑造的「紅色海洋」、「阿曼多」夢幻社會、「地鐵」和「醫院」，展現出

一個亡靈的國度。這個國度並不需要活人，抑或人活着與死去都一樣，活着

的也只是夢遊，而亡靈仍在迷宮之中無處突圍；這個國度的體制只為自己的

目的而存在，國家的超級意識（或意識形態）包容也超越了所有人的意志。這

就是為甚麼韓松的科幻世界總會寫到人類消失之後，無論是地鐵、高鐵、紅

色海洋、火星福地、醫院的種種幻象仍然存在着。就像他在另一部描寫從中

國現實幻化成異世界的小說《高鐵》的結尾那樣：「高鐵永遠不會被擊碎，它的

堅固無與倫比。在空無一物的大地上，列車仍然在穩如泰山地飛速前行。」dr

高鐵是中國基建技術發達的象徵，高鐵的恆久運行則是中國制度的完美符

號。韓松小說中的高鐵上，乘客已經盡數死去，變成亡靈，而這個高鐵國度

仍在駛向「美好」的未來。

四　講故事的藝術和倫理

在探討過陳冠中的惡托邦敍事和韓松的科幻小說之後，在本文最後，我

想提及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寫實主義作家王安憶去年出版的新作《一把刀，千个

字》ds。這部小說從海外華人的角度開始講述一個關於新中國的故事，正如梁

啟超在海外流亡期間構想了華麗的「新中國」未來。對於王安憶筆下從中國移

居美國的人物來說，「新中國」故事已經是過去時了，而且是包含了一個如同

「深淵」似的不能隨便談論的過去。王德威在序言中指出，這個有意匿名的故

事裏的核心人物——母親，正是以文革中被迫害的死難烈士張志新為原型來

寫作的dt。張志新的死如同陳冠中《北京零公里》所寫的那種情形，透露出歷

史慘烈的暴力，但又彰顯出新中國的革命烏托邦色彩。小說對於這種烏托邦

理想誕生的現實情境做出細緻的描繪，但暴力的部分則如匿名的主人公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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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被隱藏起來。小說敍事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寫的是這位母親的子女如今在紐約

的生活，第二部分才寫母親走向烏托邦祭壇

的經歷。在第一部分，兒子變成一個大廚，

也正映照了《北京零公里》的敍事結構，飲食

替代革命，變成新的時代主題。但兒子留戀

的所有關於中國的記憶，所圍繞的正是母親

如黑洞一般的革命經歷；母親隨後的死亡就

是一個看不到底的深淵，革命與死亡的暴虐

就像一把刀，殺氣騰騰，如今卻是兒子手中

操弄的吃飯傢伙。

與有着殺氣的「一把刀」的意象相比，

「千个字」在故事裏的點題指向富有詩意的 

文化記憶，出自袁枚《隨園詩話》中的詩句

「月映竹成千个字」（「千个字」意指竹子形態），這是小說中寫的淮揚菜的出

處，也由此暗喻一個過去時代的流轉變遷，物是人非。然而，從「一把刀」變

到「千个字」，假如也可以寫作「千個字」，或許這後面一層意義更透露出王安

憶小說的藝術和倫理。王安憶是一位對文本有着自覺精神的作家，她曾談過

「故事」和「講故事」（storytelling）的關係和區別ek，後者才是她追求的小說藝

術，這也即是「紀實與虛構」的關聯。雖然王安憶遵循寫實主義的精神，但是

她把現實的材料拿來，仍着力於虛構出一個精神性的世界。小說的世界，不

是「世界」，而是「語言」建造的精神國度。

王安憶的「千個字」正是對「一把刀」的記憶、敍述、理解與重構。惟以「千 

個字」的講故事，才能在唯物的基礎上，為「一把刀」的殺氣、暴虐及其帶來的

死亡，找到超越與救贖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以上我所舉例的陳冠中小說，

如《盛世》和《北京零公里》在龐然大物的巨靈國家的表面撕開惡托邦的裂口， 

建立一個破解「中國好故事」的敍事，以及韓松在《地鐵》、《火星照耀美國》、

《醫院》三部曲從重重幻象中揭示出黑暗與兇殘的亡靈國度的存在，也正是面對 

「一把刀」切開的深淵，以「千個字」來營造一個具有啟示意義的文學想像世界。

與此相關，我想再介紹王德威的新書《當代中國需要小說》（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el。此書評介當代華語小說中的幾十部重要作

品，主旨是探討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小說有何意義。王德威據以

對話的正是自梁啟超以來各種關於「新中國」的宏大敍事，從梁啟超那一代政

治領袖到當代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習近平，都強調政治理念、意識形態與講

故事的關係，他們深諳小說中有建立國家、組成社會、完成制度的關鍵功

能，這也是自二十世紀以來「新中國」未來故事之所以為一代代政權所必發揚

的原因。當代中國進入新一輪的國家形象重構，國家領導人強調要「講好中國

故事」，再次為「新中國」故事確立新的使命。

王安憶的新作《一把刀，千个字》講述新中國

往事，一個不堪回首的故事。（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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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德威在李銳、馬家輝、嚴歌苓、高行健、莫言、余華、董啟章、駱

以軍、黃錦樹、吳明益，以及陳冠中、劉慈欣、韓松等作家的小說敍事中，

發現講故事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呈現豐富多義的局面。當代中國的小說敍

事，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強調的是敍事與出生的關聯（narrativity and 

natality），或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所說的小說的眾聲喧嘩em。正是在這

個意義上，當代小說在公民的個人行為層面具有藝術和倫理合而為一的意

義。作家寫作小說，意味着重新開始人生，從各種既有的約束中解放其想像

力，而以此釋放的多聲部的能量，形成語言的狂歡，打破了那些看似神聖的

秩序。在當代小說中，王德威強調個體的能動性、想像力的解放，小說敍事

能夠破除對確定性的服從。他借用馮夢龍的話，即「史統散，小說興」來說明

當代小說萬花筒一般的景象；面對「講好中國故事」的單一要求，寫作逾越規

範的當代小說，是不合時宜的具有勇氣的行為，由此映照看不見的世界，講

述各不相同的故事en。

至此，二十世紀的「新中國」故事，在二十一世紀的華語小說世界，化作

了「千個（字）」的當代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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