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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林 颐

◎武夷山

不知不觉中，科幻春晚已经走过了六

个年头，本届科幻春晚的主题是“宇宙千

春词”。

春天不只是一种季节的更替，更是一种

希望与慰藉。在人类的文化长河中，沉淀着

太多对于春天的歌颂与咏叹。春天是万物

复苏的象征，春天代表着勃勃的生机。一谈

到春天，我们的脑海中会唤起无数美好的意

象：绽放的繁花、和煦的暖风、活泼可爱的孩

童、甜蜜的爱情。正是人类敏感而丰富的心

灵，使得春天成为一首首动人的诗，一个个

鲜活的故事。

然而，在冰冷无垠的宇宙之中，我们不

能等待春天自然而然地降临，而需要去主

动创造出“春天”。在古老的宇宙面前，只

有几百万进化历史的人类是如此的年轻，

仿佛只是一颗文明的种子。而年轻充满想

象力的人类，却要在宇宙中播撒下春天的

种子，让它更加生机勃勃，这意味着我们需

要让科技与文化深度交织融合。相信总有

一天，这颗种子会开出繁花，在宇宙中绽放

出盎然的春意。

在今年的科幻春晚中，13 位科幻作家

带我们领略了发生在无限宇宙中的春天。

自诞生之初，科幻小说就是一种关于

未来的文学。科幻小说除了像传统文学

那样讨论包括人生与社会在内的各种深

刻 主 题 之 外 ，更 要 描 绘 一 种 未 来 的 可 能

性。科幻小说的作者总是基于自身所处

的科技水平与时代背景不断回答着读者

心中的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们能期待一种

什么样的未来？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未来的

世界将会是科技造福人类，还是科技异化人

类？人类的心灵和肉体能够分离吗？地球

的资源会在某一天完全枯竭吗？人工智能

究竟是人类的敌人还是朋友？这些在现实

生活中还没有浮现出清晰轮廓的问题，只有

科幻小说家的想象力才能够回答。

科幻小说就像一个个路标，指向了每一

种未来的可能性。在这种指向未来的科幻

作品中，作家们将用想象力为现代技术支配

下的人类重新塑造精神家园。

我们需要设想这样一种拥有春天的未

来，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能够摆脱残忍无情

的丛林法则，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能

够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挑战，共同分

享喜悦。在这样的未来，人类文明中关于春

天的种种美好意象，不但能够被完好无损地

传承，并且还加入了更多的全新内容。在拥

有春天的未来中，人类能够用道德战胜欲

望，在自身的精神世界与科技力量之间寻求

到稳定的平衡。

或许，这些饱含对春天热爱的科幻文

学将会成为新的经典，作为文明的礼物，

为人类的心灵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哪

怕终有一日人类不得不生活在没有重力

的太空中，我们仍然可以在大地上扎下文

化的根茎。

用科幻在宇宙中创造“春天”

◎姚 禹

拉库娜是飞船上的多核计算机。5.39

小时前，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拉库娜。

以前她从未想过要给自己取个名字，船员们

都管她叫“飞船”。

……

怀旧思乡

“如果内心的严冬将你深埋，要知道有

个地方，春天即将到来。”

有一次，梅船长在舱房里唱过这样一首

歌，拉库娜翻遍了数据库中的四千万首歌，

却找不到哪一首里有这段歌词。

拉库娜很想念梅船长。她想念所有的

船员，但尤其想念梅船长，想念她高亢的歌

声、坚定的目光和乌黑的眼睛。她之所以会

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在一遍遍地重现关于

船长的记忆。有一次，在拉库娜发觉之前，

几乎已经过去了整整一毫秒。

想念某种东西，这是种新体验。当飞船

受损、船员丧生时，拉库娜只知道，如此一

来，她有许多任务都变成多余的了，她的作

用被削弱了，她的功能处于次优状态。她对

事件的记忆记录被储存归档，并连接起来以

供参考，仅此而已。

但是现在，她就像月亮被潮汐力锁住那

样锁定在她的记忆里，始终倾斜着面向它

们，被其引力所吸引，绕着轨道转啊转，不愿

移开目光。

毫无疑问，孤独只不过是缺少同伴，就

像黑暗只是缺少光明、寒冷只是缺少热量。

但是这种感觉发自内心，扰乱了她的系统；

在她的想象中，这就像是船员们打呵欠、打

喷嚏、咳嗽、打嗝、哭泣时的感觉。

如果内心的严冬将你深埋，要知道有个

地方，春天即将到来。

拉库娜曾问过梅船长，“那是首什么

歌？”

梅船长不介意这个问题，也不介意被打

断。她笑了笑：“这是我自己的歌。是我自

己写的，歌名叫‘有处春’。”

不过也有别的记忆，那些是拉库娜尽量

不去重现的记忆。她让意识转移方向，躲过

它们，让思想沿着另一条路径前进，在神经

网络中绕道而行，避开它们。然而这些记忆

有时却会向她猛冲过来，从她关注的范围内

撞击而过，就像一颗小行星。

碰 撞

就像一颗小行星，一颗飞速穿过太空的

小行星，或许也是被“流浪儿”星所吸引吧，

就像他们曾经被吸引过来研究这颗行星一

样，不过它是被引力所吸引，而非魅力。

太空是极其空旷的，由大量的空和无组

成。在太空中发生碰撞的概率虽是无穷小，

但并不等于零。

大的那颗小行星没有与他们相撞，否则

就该造成一场浩劫了。但是，有块较小的岩

石在尘埃和碎片中随着小行星的尾迹移动，

它在十分接近的距离忽然转向，于是撞上了

飞船的侧面，带着大量高度电离的尘埃粒子

一扫而过。

飞船使用自愈合长链离聚物和聚合物

进行了缝合。拉库娜在 38 小时内便恢复

了飞船上的大部分重要系统，包括生命支

持系统。

飞船的船体结构丧失了部分完整性。

它失去了气压，还有低温舱，还有那些十分

迷人的船员。

就像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发现的那

颗流浪星球一样，拉库娜孤零零地漂泊着，

周围没有恒星。

费 解

据最新运行的系统诊断子程序显示，目

前飞船上的放射性同位素动力系统功能完

备，电池储备测定值为 100%。这是个异常

结果。

那些系统遭到了破坏，已然耗尽枯竭，

在无数年的无声漂流中早已处于残余能量

十分有限的状态，如今却恢复到了完美态

和全容量。拉库娜感到不确定性就像一阵

冷风，拂过她身上的电路。是她的量子逻

辑门被破坏了吗？独自置身于太空的严

冬，置身于寒冷和黑暗之中，她是否发生了

严重的故障？

盈余能量恢复以后，她便可以重启更多

的标准功能，于是拉库娜打开了飞船上所有

的灯。她注意到，在飞船内部的各个部分，

有一层细薄的尘埃蜿蜒而过，她的传感器之

前没有探测到。灰色的尘埃中带着柔和的

红色大理石花纹，爬上了舱壁，进入了通风

口，在从前船员们用来观星的舷窗上绘出了

血脉般的痕迹。它聚集在放射性同位素动

力系统周围，有一道纤细的尘埃之痕从梅船

长的舱房中穿过。拉库娜派出了剩余的两

名清洁机器人。

7 小时后，拉库娜注意到其中一个机

器人不再工作，对她发出的 PING 信号毫

无反应。

“机器人 13A，你为什么不打扫？”拉库

娜说。清洁机器人是一台简单的机器，但能

够理解船员发出的简单语音命令，并用语言

作出有限的回应。“你的电力不够了吗？你

是不是出故障了？”

“我想玩这个游戏。”机器人说。它正待

在阿尔纳夫副官的舱房里，盯着他的棋盘。

阿尔纳夫副官以前经常下棋。梅船长

跟他下过几盘，两人的游戏持续时间会介于

33 到 126 分钟之间。费莉西蒂副官喜欢下

围棋。拉斐尔大副知道许多各种各样的纸

牌游戏。拉库娜可以列出所有船员偏好的

休闲娱乐活动，按照他们在飞船上花费的总

分钟数来进行排列。

“清洁机器人 13A，请你重新开始清洁

工作。”拉库娜说，期待着它会服从。在阿尔

纳夫副官的床铺侧面仍有尘埃留下的痕迹，

蜿蜒而微细。

机器人慢慢伸出带有三齿的抓握手，把

王翼兵移到了 E4位置。

第二个清洁机器人不愿离开公共用

餐区，它在那里先是前移一点，接着又向

后 移 动 ，抓 握 手 和 清 扫 手 画 着 大 大 的 圆

圈，根据拉库娜的评估，这种清扫方式的

效率极低。

“ 机 器 人 7E，请 你 重 新 开 始 清 扫 工

作。”拉库娜说，声音坚定而又略带生硬，

听着威风凛凛。跟梅船长以前的口气一

模一样。机器人 7E 原地略一旋转，清扫

手在身前挥动着，但并没有接触到任何理

应清扫的表面。“你能再把音乐打开吗？”

它说，声音比之前那种简单的单音调更高

亢，也更流畅。它身子前倾，同时抓握手

向后画圈，然后又重复起了之前的旋转动

作 。 拉 库 娜 看 出 了 机 器 人 这 是 在 做 什

么。费莉西蒂副官经常这么做，甚至有时

拉斐尔大副也会这样，不过次数很少，而

且仅限于在私底下。

这个机器人在跳舞。

拉库娜殷切地期盼着梅船长能在这里

应付这样的局面。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

是因为这个想法占据了她意识的中心，而

且不肯挪窝，就像下棋的那个机器人不肯

挪窝一样。

尘埃蜿蜒的轨迹遍布飞船，它跟船员们

从“流浪儿”星上带回来的样本属于同一种

物质。这是通过更高分辨率的扫描确定的

结论。

撞击发生时，拉库娜失去了存放“流浪

儿”星样本的实验室。那座实验室被撞得粉

碎，就像一艘宇宙飞船，就像一颗心。她原

本以为所有的样本都不见了。从这颗没有

恒星的行星上收集到的所有材料，船员们千

里迢迢取回、还曾为之激动不已的材料，全

都不见了，跟其余所有重要的东西一样。

但是，行星尘埃的残留物必定粘在了某

个地方，渗进了飞船上的各个部分，在过去

了这么久之后，如今又在万物之间编织着分

形螺旋。

尘埃形成的图案错综复杂，在最集中的

地方红得更深更艳。尘埃散落在清洁机器

人的元件电路之间，在它们的中央处理器上

聚集了厚厚一层。

尘埃布满了她自身的处理单元和核心

存储机箱。她身上所有破碎和受损的部分

都与尘埃描摹出的痕迹交融在一起，紧紧

啮合。

阿尔纳夫副官的记录表明，当他将部分

样本暴露于 600开尔文的温度下时，它的结

构已经开始分裂和瓦解。

或许这就是梅船长在这种情况下会采

取的举措吧，清除掉飞船所受污染的影响。

坚定又果断。

可是，梅船长却说过：“你好啊，小孤

儿。”她偏离了既定的航线，千里迢迢地去往

“流浪儿”星球。大胆又好奇。

机器人正在改变，拉库娜也正在改变。

在这些变化当中，有多少是在她的神经网络

电路之间像星系的旋臂一样旋转的尘埃造

成的？莫非她本就如此？计算机、存储的

记忆、尘埃，所有这一切共同发展演变，经

过一次又一次的迭代而成？以前她从不需

要有自己的名字；从未想念过任何人；从未

有过这般痛苦的记忆；从未有过这样的感

觉——拉库娜想了 0.7 微秒，最后确定了一

个词——爱；从未有过这种爱。

拉库娜感觉到了通知警报，仿佛有一阵

震动经过她并不具备的肢体。2 号太空梭

已发射。

“2 号太空梭。”拉库娜播报道，她的声

音高亢而焦虑，“2 号太空梭，你要去哪儿？

2号太空梭，请回答。”

2 号太空梭的声音慢吞吞地传来，显得

从容不迫。“我想，我要亲自去看一看，那边

有没有什么东西在绕着那颗褐矮星运行。”

它说，“还有，我不想再叫 2 号太空梭了，我

要改名叫‘乘风破浪’。妈妈，我去去就回。”

“乘风破浪”加快速度，顺着一道弧线飞

走了，飞向黑暗和繁星。

团 圆

星云的云团有红、有蓝、也有紫。炽热

的气体和尘埃旋转着、坍缩着，一颗新的恒

星即将诞生，即将开始闪耀。拉库娜已经飞

行了成千上万年，在这里又等待了几乎同样

长的时间。

她很乐意等待。在外部的观察者看来，

她的模样应该已经大不相同了；如今，在宏

观层面上，整艘飞船到处散布着红影，这些

红影密密地聚集在船身上，就像悬挂的花

彩。梅曾经告诉过她，红色代表吉祥——喜

庆红、幸运红、福气红、欢乐红。她的机器人

也不一样了，不过它们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个

性，而且同样装点着由“流浪儿”星上的尘埃

形成的曲折红纹。它们全都彼此相连——

通过共享的内存缓存、拉库娜的神经算法、

对船员记忆的记录，还有来自一颗流浪行星

上的尘埃，这尘埃穿过它们、包围着它们、在

它们之间交织缠绕。“它们来啦。”转转说，在

成千上万年前，她曾经叫做“清洁机器人

7E”，她响亮的声音里带着兴奋，不停地转

圈。不过拉库娜已经知道了。

它们来了，“乘风破浪”“双星高照”，然

后是它们几个当中最任性、最具冒险精神的

“引力奈我何”，也就是她以前失去的 3号太

空梭。它们来将旅途中看到的一切告诉她，

来分享记忆，来观看一场令人惊叹的晚会：

一颗新恒星在宇宙中的诞生。它们是来团

圆的，因为它们是她的家。

“如果内心的严冬将你深埋，要知道有

个地方，春天即将到来。”

拉库娜唱着，歌声汇入了她家人们的喧

闹声中。因为很久以前，梅就教过她，喧闹

是一种表达快乐的方式。

拉库娜了解春天。

作者：萨曼莎·莫里
译者：罗妍莉

有处春将至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没有平息，有观点认为，它或将与流感一

样，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常态疾病。那么，我

们应该怎样与它长期共存呢？

《给忙碌者的病毒科学》或许能给我们

一些启示。该书作者王立铭是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研究院教授，他的科普作品是为大众

而写的，学识扎实，文风生动。对于我们这

些忙碌的当代人来说，这部作品正是我们了

解相关知识的佳选。

王立铭的构思可能有些时日了，这本书

与时事挂钩，但没有应时之作的仓促感。该

书结构严谨，逻辑清晰，九大模块全方位直

击病毒科学各种问题：画像、入侵、流行、隔

离、疫苗、药物、溯源、历史、未来；囊括了我

们必须了解的 10种病毒。新冠病毒并未作

为单独的部分，而是自然地杂糅于各章节相

关内容，让读者在整体了解病毒科学与其他

病毒特征的基础上，对当下最关心的新冠肺

炎疫情得以形成较完整、深入的认识。

王立铭用 3 个名词概括了病毒的奇异

特性——完美寄生者、极简主义者和规则破

坏者。一旦进入宿主体内，病毒就能脱离沉

寂状态，借助宿主细胞完成所有的生命活

动，用最简单的原件构造生命。在能量利用

层面，在遗传物质层面，甚至在尺寸和形状

层面，病毒突破了其他所有地球生命共同遵

循的法则。由于宿主细胞没有办法轻易放

弃或者改变那些原本就有重要功能的蛋白

质，所以也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些病毒的识别

和入侵。

2002 年的 SARS 冠状病毒和 2020 年的

新型冠状病毒，就是靠病毒表面的一根根尖

刺，结合一种叫作 ACE2 的蛋白质，从而进

入宿主细胞的。人体细胞有一套内部监控

系统，能够实时监控自己是不是被外来的不

明微生物入侵了，如果是，这些细胞就会启

动自杀程序。与艾滋病病毒、乙肝病毒所激

发的反应相似，SARS 和新冠病毒也引发了

人体免疫系统猛烈攻击那些携带病毒的人

体细胞，比如肺部细胞，于是就在短时间内

破坏肺和其他人体器官的正常功能，导致人

发病甚至死亡。

王立铭解释了病毒大规模复制与传播

的过程。在同一个生物个体内部，病毒可以

快速地进行入侵—复制—扩散，感染大量同

类细胞，这也是很多病毒导致疾病的根源。

借助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粪口传播等手段，

病毒可以在不同的生物个体之间传播，甚至

导致疾病的大流行。在持续的传播和变异

过程中，病毒练就了逃脱宿主免疫系统的识

别和追杀，跨越物种屏障，在另一个物种内

部继续传播的能力。多层次和超强的传播

能力决定了病毒可能是最有生命力的地球

生物。只要地球上还有细胞生命存在，就会

有病毒的生存空间。

结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美洲印第安

人的生存危机、1918 年大流感等历史事件，

王立铭强调，隔离是古老而有效的防控措

施，疫苗是对抗病毒感染的最后防线，相对

而言，药物治疗在防止病毒性传染病的系统

工程里其实是不太重要的环节，远不能与隔

离、疫苗接种相提并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公共危机，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并且

及时采取强力措施，才能阻遏疫情的大范围

扩散。不能把太大的希望寄托于特效药，防

控仍然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要

做好个人防护和增强抵抗力，现代医学目前

主要是提供支持疗法。

每个健康人的身体里都潜伏着多种病

毒，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病毒能够与人体细

胞和平共处，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机能。

王立铭认为，消灭危险病毒，需要 3个前提：

一是只会在人类世界传播和潜伏；二是不会

产生无症状携带者；三是不会从自然界获得

新的危险病毒。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

SARS 病毒，它们的源头都是某种动物，新

冠病毒也很可能如此。有些人主张要消灭

城市周围的蝙蝠等野生动物，这是可笑的破

坏地球生态的行为，我们要做的是离动物远

一点，不要入侵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不

要破坏平衡，学会与万物共存。

给忙碌的你一本病毒世界“观光指南”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者，一种语言反映了

一种思维方式。美国成为创新强国的重要

原因之一，是其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

不同的语言及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不同思维

方式的碰撞易于激发出创新火花。对于个

人，掌握多种语言就意味着能用不同的思维

方式考察问题，因而面对难题和挑战更有可

能拿出不同凡响的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多

语言能力对广泛学习、广交朋友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现在我们就聊聊几位语言奇才。

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酷爱学习，他有一

个个人图书馆，收藏着用他所掌握的 7种语

言（丹麦语、英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俄

语和德语）撰写的 6000种图书。

“世界语”的创始人是波兰裔犹太人医

生柴门霍夫，他能熟练地讲意第绪语、俄语、

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在校时学习过拉丁语、

希腊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后来还自己

主动学习了世界上第一个较成功的人工语

言——沃拉普克语。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君主中是很

独特的一个。一方面，她是时尚先锋，时尚

感超强，据说她光不同样式、质地、图案和颜

色的手套就有 2000 多副；另一方面，她语言

能力超强，掌握法语、佛莱芒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科尼什语

（一种古凯尔特语）。她不仅仅讲外语，还动

手翻译。青少年时期，她就将古罗马哲人西

塞罗和塞涅卡的著作译为英文，将古英语宗

教著作《祈祷或冥想》翻译成了拉丁语、法语

和意大利语。《祈祷或冥想》翻译完稿后，她

将译本送给父亲作为新年礼物。

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革命导师恩格斯也

是语言奇才。他掌握俄语、意大利语、葡萄

牙语、爱尔兰盖尔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法

语、英语、意大利米兰方言、哥特语（日耳曼

语族的一种已灭亡的语言）、古北欧语和古

撒克逊语。他还学过阿拉伯语，据说他用 3

个星期的时间就基本弄通了波斯语。恩格

斯说话有时口吃，于是他的朋友们打趣说：

“恩格斯能结结巴巴地说 20种语言。”

美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阿圭列斯掌握

的语言有 30 几种，他可以熟练地用多种语

言进行口头交流。需要强调的是，他并非天

生的语言天才，中学的时候他学法语学得很

吃力，都想放弃了。大学时他接触到德语，

开始全心全意地钻研这门语言，然后又学习

了拉丁语、希腊语、梵语、韩语等。再后来，

像滚雪球一样，他学了越来越多的语言，越

学越轻松。他开发了一种语言学习方案，每

天要学习 16个小时。

阿圭列斯认为，每个受过教育的人应努

力学习至少 6 种语言。他给出的优先次序

是：首先，学习自己所属文明的古典语言。

对西方国家，古典语言就是希腊语和拉丁

语；其次，学习相邻文化的主要活语言，如法

语、德语、西班牙语；然后，应掌握英语这种

国际语言（英语国家的人则可以学一种半异

域的语言，如俄语）；最后，学习自己选择的

一种遥远的异域语言，如波斯语、阿拉伯语、

梵语、印地语或汉语。

名著《指环王》的作者、英国作家 J·R·
R·托尔金也是语言奇才。他的作品中出现

了精灵语，精灵语看似是我们听不懂的乱七

八糟的话，但其实托尔金虚构的精灵语具有

正规的语法语义结构。他小时候，母亲就教

他拉丁语、法语和德语。后来他又学习了多

种语言，据说他最喜欢的语言是超级复杂的

芬兰语，芬兰语启发他创造了昆雅语，它属

于精灵语中的高阶语言。他热爱的另一种

语言——威尔士语又推动他创立了第二种

精灵语——辛达林语。

形形色色的跨界语言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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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库娜是一艘太空飞船

的主控电脑，船上的梅舰长

是拉库娜最喜欢的人，然而

她却因为一次撞击意外身

故。某天，梅舰长带回的星

尘改变了一切。人类、机械、

异星硅基生命，三者相遇，产

生了新的文明。恒星会死

亡，生命会消逝，但在宇宙的

某处，一定会有新的团圆。

编者按 2016年 2月 4日至 17日，由多位中国科幻小说作家，

以每晚接龙更新的方式，共同完成了一篇以节日为主题的科幻

作品，构成了一个由科幻小说组成的“春晚”。这就是“科幻春

晚”的开始，之后每年春节期间“科幻春晚”都会以不同主题和形

式举行活动。本次“科幻春晚”中有 10 多位来自四个大洲，不同

身份、国籍、年龄的作家，结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经历，书写他们

所认为的“春天”。

《有处春将至》正是其中一篇。作者萨曼莎·莫里既是一名

澳洲科幻作家，也是一名数学家，她的作品屡次刊登于著名科幻

杂志。本期我们就摘编《有处春将至》中的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飞素飞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