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真正接触外星文明之前，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文化里有没有“年”这个概念，更不
知道他们过不过年。但是我们总是禁不住去
想象，并把“过年”写进科幻作品里。

作为世界流行文化中知名度极高的系
列作品，《星球大战》 中充满了人间烟火
气，在那个银河里，人们同样要过年。他
们的“新年庆祝周”要持续 5 天。新年之
前，来自银河各地的乐队、军队、花车聚
集到银河首都星球科洛桑，参加盛大的阅
兵式，揭开新年庆祝的序幕。阅兵式后就
是各种庆祝活动，最有趣的就是“银河博
览会”，许多星球都会把自己的产品送来参
展，而人们在参观、购物的同时还能看到
各种演出。

和“新年庆祝周”一样重要的全银河的
节日还有每年3月19日的共和国日。顾名思
义，这个节日庆祝的是银河共和国成立。虽
然它相当于国庆节，但对于有2万多年历史
的银河来说，它所象征的和平、进步，和对
新一年的庆祝同等重要。

《星球大战》中还有一个节日也值得介
绍，那就是居住在沙漠行星帕萨纳的阿基人
的先灵节。到了这一天，当地人穿着彩色长
袍，放起五彩缤纷的风筝，品尝美味的点
心。虽然它不是全银河的节日，但它居然每
42 年才举办一次。就冲着42 年的盼望，这

个节日的隆重性就不亚于新年。
离开《星球大战》，回到我们中国人创

造的科幻作品。
马伯庸写过一个科幻短篇 《大冲运》。

火星冲指的是火星和地球距离最近的时间窗
口，这个窗口打开的时候也就是在火星工作
的无数地球人回家团圆的时候。于是，大约
每两个地球年一次的火星冲，就成了火星的

“春节”，上演着一个个抢票或者抢不到票的
故事，也就成了火星的过年文化。

《潮时空过年》是某电商拍的一部科幻
广告片。虽然推销的是冰箱、手机等商品，
但在短片中大家都用上了 AR、VR 装备，
这些商品也都智能得很，在“过年”这个背
景中十分讨喜。

而说到科幻电影，大概我们都还记得
《流浪地球》中过年的情节。

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人类带着地球踏
上了长达千年的求生之路。极寒的地表不适
合人类居住，人们住进狭窄的地下城，过着
物资匮乏的生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
忘记过年。不但有舞狮，还有用地球发动机
制造烟花效果的春节十二响。而在影片的最
后，主人公们在 2075 年除夕付出巨大的努
力和牺牲，终于拯救了地球。

最后说说科幻春晚。
那是 2016 年春节期间，刘慈欣等中国

科幻作家以接龙的方式写了一篇科幻小说，
这就是科幻春晚的开端。后来科幻春晚延续
下来，参加的作家也越来越多，很多作家很
自然地把过年写进小说。

《2044年春节旧事》里，春晚剧组煞费
苦心地找到了全国最后一个没上过春晚的
人；《“北京西”太空电梯修理记》说，每
年到春节的时候要回家的人太多，远远超过
了太空电梯的承受能力，为了维修它人们想
出了“曲线救国”的办法；《最后的春节》
里，外星人干预地球人的生活，春节即将消
失，而人类也即将消失……

科幻作家们展开想象力，展示着在未
来、在宇宙中“过年”可能发生什么事。这

些事情有的可笑，有的让人发窘，有的令人
感动。未来的人们读到了，也许会心一笑
……

过年是我们中国人基因中的一部分，是
每个人每个细胞中DNA长链上四种碱基组
合成的一段坚不可摧、每年都会表达的信
息。哪怕未来我们进入银河，走遍宇宙，这
段信息也不会被删除或替换。无论在宇宙的
哪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就会有对未来的
祝福，对团圆的期盼。

让我们在宇宙的尽头守岁，等待着新年
第一天的黎明。

（作者系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会员）

科 幻 世 界 里 的科 幻 世 界 里 的 ““ 年 味 儿年 味 儿 ””
□□ 付国丰付国丰

中国人过春节已有数千
年的历史，古代诗人们写春节
的诗词也是层出不穷。从这些
古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古
至今人们过春节的欢乐场面，
了解到历朝历代中国人“过大
年”的各种习俗。

放鞭炮、喝屠苏酒和
贴桃符

在 古 代 写 春 节 的 诗 词
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诗人
王安石的这首《元日》：“爆竹
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诗中说爆竹声声
送走了旧的一年，春风把温暖
的气息送入屠苏酒中，千家万
户迎着初升的太阳，都把旧的
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这首
诗细致地展现出古人过春节的
3 个代表性习俗：燃放爆竹、
饮屠苏酒、换新桃符。

关于燃放爆竹的来历，
传说古代有一种叫“年”的怪
兽，每逢新旧岁之交，便出来
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人们于
是燃放起爆竹，用噼里啪啦的
声音驱赶年兽。放爆竹寄托的
是人们祛邪避灾的美好愿望。

屠苏酒据说由汉末名医
华佗创制，是一种具有保健作
用的药酒。名医孙思邈著《备
急千金要方》 说：“饮屠苏，
岁旦辟疫气，不染瘟疫及伤
寒”。古人在春节饮屠苏酒，
是为了在新的一年中避瘟疫，
保健康。

桃符是古时挂在大门上
的两块画着门神或写着门神名
字的桃木板，用于驱邪避害。
后来人们把带着美好寓意性的
文字题写在桃符上，现在贴桃
符逐渐演变为贴春联了。

吃年夜饭和“守岁”

一年中最后一天晚上叫
作“除夕”，除夕时人们都要
回家和家人吃一顿菜品丰盛的
团圆饭。南宋诗人方岳在《除
夕》诗中对年夜饭有过生动的
描绘：“守岁团栾谢两侯，堆盘水陆有珍投。
鲟香透白琼瑶片，虾醉殷红玛瑙钩。”大意是
大家在除夕时一起团聚，碗碟中堆满了美味
佳肴，有像琼瑶一样雪白的鲟鱼片，似玛瑙
一样殷红的醉虾。从这些丰盛的饮食里可以
看出古人对年夜饭的重视。

在除夕当晚，古人们往往通宵不眠，称
为“守岁”。清初戏曲家孔尚任写过一首《甲
午元旦》：“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
眠。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听
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鼓角梅花
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诗中细致描绘了
古人守岁的热闹场景：一家人围着炉子团坐
喝酒，给小辈们倾囊拿出春节的压岁钱，带
着童心聆听鞭炮声，兴致盎然地看人们换桃
符，用鼓角乐器弹一曲梅花歌，到五更与亲
友们互拜新年。守岁的习俗，寄托了人们对
逝去岁月的惜别之情，和对新的一年的美好
希望。

穿新衣和看歌舞

过年穿新衣是古代过春节的老习俗。大
年初一时，人们都要穿新衣，以应新春吉
日，也含送旧迎新之意。

清代诗人查慎行写过一首 《凤城新年
辞》：“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
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诗中所写
的“幡胜”“新罗”“闹蛾”等，都是用来做衣
服的丝织物和装饰品，诗中描写了主妇们年前
飞针走线为家人赶制新衣的情景。因为她们年
前把做衣服的针线活忙完了，以至节后可以一
个月都不用再摸剪刀了。

古人过春节，也会以轻歌曼舞助兴。清
代诗人纳兰性德写过一首《浣溪沙·庚申除
夜》：“收取闲心冷处浓，舞裙犹忆柘枝红。
谁家刻烛待春风。竹叶樽空翻采燕，九枝灯
灺颤金虫。风流端合倚天公。”这首词大意是
在除夕之夜，舞女们穿着红裙跳起柘枝舞，
竹叶酒已经喝尽，大家头上戴起燕子形状的
彩绸，与舞女合舞。烛光摇曳，仿佛一条条
金虫在颤抖。这样美妙的除夕，真是如此良
夜乐如何！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
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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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将至，相信很多读者都等着看央
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在期待晚会的相声节
目。1983 年，在央视首届春晚中，相声节
目曾经占了一个半小时！那是相声的黄金
时代，各行各业都利用相声搞自我宣传，
甚至曾经有过科学相声。

我敢打赌，“80后”甚至“75后”可能
从来都没听过科学相声。但我小时候听
过，印象里播出频率最高的一段科学相声
是讲如何科学养猪。马三立还讲过一段

《十点钟开始》，说有人立志当科学家，要
发明人造太阳，坐飞碟去哈雷彗星考察。
这些相声不知大人听了笑不笑，我是笑得
前仰后合。

提到科学相声，就得说说相声本身的
命运。改革开放之初，晶体管收音机已经
普及。大的有枕头那么大，小的像砖头，
家家户户都有配置，相声就是收音机时代
的主流艺术之一。当时，很多相声开场就
是一句话：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改革开
放后，制作手段简单，又有传播渠道的相

声曾经红极一时。
科学相声就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

我可能听过不少，只是没把它们当成专门
的科学文艺来听，因为它们都混在 《相声
大会》 之类节目中播出，而这类节目什么
主题都有。

后来，科普界大量创作科学相声。有
的以讲解科学知识为主，有的节目讽刺社
会上缺乏科学素养的可笑言行。但这些作
品往往只能印成书出版，即使表演，也只
是在科技会堂这类场所进行，听众不是科
学工作者就是学生，在大众文艺当中缺乏
传播渠道。

1979 年，叶永烈在科普出版社出版了
《论科学文艺》，其中有一节专门梳理科学相
声。叶永烈是浙江温州人，相声则是京津地
区的艺术，叶老在语言上没有优势。但他能
从“说学逗唱”到如何“抖包袱”这些基本
功开始分析科学相声，甚至还出版过一本科
学相声集。可见，叶永烈对相声这种文艺形
式做过深入钻研。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对科

学相声更系统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电视机普及后，人们除

了声音，还能看到图像，仅仅一两个人站
在那里说相声失去了优势，逐渐让位给有
多人表演，并且有声、光、电、服、化、
道的小品。直到 21 世纪后，德云社才依靠
小剧场的互动优势，把相声带回大众视野。

相声市场一恢复，便有人创作科学相
声，比如把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搬上舞台，但
只是偶尔尝试。科学素材能不能进入相声，
或者说，进入广义的语言表演艺术？最近出
现两位比较突出的实践家。

一位叫李宏烨，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2018 年他参加 《相声有新人》 节目，当时
被封为“公式相声”创始人。李宏烨坦
承，这是节目组制造的噱头。他想做的事
情，是探索幽默这种心理活动能否用科学
手段来研究。

李宏烨的目标并不虚妄，心理学界研
究幽默心理已经有一百多年。可惜主要成
果都来自国外，国内心理学家并没有研究

相声这种本土幽默艺术。期待李宏烨能蹚
出一条路。

另一位叫张宇识，北京大学理学博
士，中国科协给予他“科学传播专家”的
头衔。张宇识曾经的专业方向很科幻，研
究用于生物医学的微电子机械系统。从
2017 年开始，张宇识主动把科学相声当成
主攻方向，编写出很多抨击伪科学的原创
节目，并且亲自表演。

张宇识这次跨界需要很大勇气，很难
想象老师和同学如何看待他的取舍。其
实，新一代科学文艺代表人物，几乎人人
都有这种跨界经历。今天还没有形成当年
那种建制化的科学文艺创作队伍，是他们
自己坚决要走这条路，才能坚持到成功。

由于张宇识表演单口相声，接近西方
的脱口秀，他的节目又称为科学脱口秀。
张宇识还把这些节目结集出版，书名 《身
边的科学：和你想的不一样》。我和张宇识
在一次科普会议上相识。也正是因为他的
影响，我才又回过头，关注已经消失很久

的语言类科学文艺。
当年虽有科学相声，但只在科普圈流

行，主流相声演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今天
则不同，栾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李菁毕业
于北京工业大学。类似学历的相声演员还有
不少。期待张宇识、李宏烨，还有这些高学
历相声演员，能够把科学素材重新引入这种
传统的语言艺术。

甚至，最终能让它进入未来某一年的
春晚！

（作者系中国作协科幻文学委员会委
员、科幻作家、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

（视觉中国供图）

相 声 也 能 讲 科 学
□□ 郑 军

新年伊始，首期“新发现·科普书
单”和“2022 首都科普好书”榜单分
别在上海、北京两地揭晓发布，向全
国读者奉献了一道丰盛的“科普大
宴”。我受邀参加相关评审工作，也经
历了一番愉悦的科学文化之旅。尤为
欣喜的是，多部上榜作品的作者，是

《科普时报》的专栏作者或“重磅”作
者；相当一部分图书，曾在 《科普时
报》上做过推介。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
市新闻出版局发起的“新发现·科普书
单”，系科技 （科普） 界与文化 （出
版） 界联手以明确品牌形式力推科普
图书，在全国算是首开先河。18 种好
书分“科学人文”“科学生活”“科学
少年”三大类上榜 （见附文），精准地
对应了分众阅读群体，关切到了科技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科学与人文
的有机结合、健康生活方式与相关知
识的普及、创新思维能力的培育和创
新文化的营造、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
的传播，等等。另有 《大流感：最致
命瘟疫的史诗》 和 《十万个为什么》
登上“致敬经典”特别书单。

“新发现·科普书单”活动的整体
构思，是邀请国内优质科普出版机构
加入“科普出版联盟”，推荐优秀科普
图书，再由专业评审团评选出最终书

单。我觉得，这种由优质出版机构推
荐优秀图书的做法，整体而言，让参
评图书的科学性、规范性都有了基础
保障。虽然没有做到对科普好书的全
覆盖，但大体可以代表目前国内科普
出版的最高水平。

譬如，冯伟民著 《进化史诗 16
讲》，以地球生命演化为主题，用生命
进化史上 16 个重大演化事件和重要古
生物类群相关的章节来表现生命演化
的历史进程，将生命演化史融汇在一
个个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相互关联的
体系中，是一部集众多学科知识和精
彩科学探索故事于一体的科普佳作。
美国矿物学家罗伯特·M.哈森著《碳如
何玩转地球》，以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

“生命赋予者”——碳的视角，洞悉碳
基世界底层发展逻辑，纵览地球 45 亿
年史诗变迁，特别阐释了矿物与生命
的起源、生命究竟是什么等。英国著
名天文学家约翰·D.巴罗著《科学的画
廊》，附以 200 余幅全彩大图展示自然
的壮丽、科学探索的绝美瞬间，再现
人类思想的高光时刻，为喜爱科学、
历史、艺术和哲学的大众读者打开了
一幅别开生面的科学画卷。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推荐发布的
“2022 首都科普好书”，则是结合专业
与大众，立足首都，面向全国，以强
国科普、前沿科普、全民科普三类展
开征集，最终经多个领域的专家审查
评阅产生了 30 部上榜作品。其多位

“北京本土”作者为人们所熟悉，如郭
耕 （《动物与人：郭耕自然保护随
笔》 作者）、段煦 （《冰洲上的游戏：

段 煦 南 极 博 物 笔 记》 作 者）、 史 军
（《植物塑造的人类史》作者）。就书
目看“国际视野”也彰显无遗，如上
榜的引进版图书有一部 《看不见的大
自然：生命和健康的微生物根源》，作
者是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R.蒙哥马
利，它通过追溯地球生命演进的历
史，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微生物如何促
成了生态系统中植物和动物的繁衍，
乃至人类肠道等的正常运转，搭建了
生命的基石。

京沪发布这两个科普榜单，没有
“仅此而已”，因为都考虑到了后续。
“新发现·科普书单”活动办公室负责
人告诉我，该活动不是以发布一张书
单为结束，而是力图使科普图书的多
渠道推广更加立体化、纵深化，视频
号、公众号齐齐发力，就是要常态
化、持续性打造科普阅读平台，使之
成为促进全民阅读的平台，公众了解
科普图书的窗口。“2022 首都科普好
书”活动在书目发布的同时，还发布
了“30 人×30 书科普阅读分享会”计
划，以大科普+新视听的方式，联动多
方人士面向市民解读好书、传播优质
科普内容，目前已经完成 25 场次阅读
分享会。1 月 14 日到 17 日，北京市科
学技术协会携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
京图书大厦等机构，联合敲响 2023 年
科普集结号，历时 4 天，超长“营业”
40 小时。此外，持续至 2 月 12 日的

“阅读嘉年华·科普好书”主题书展也
在北京图书大厦揭幕。

开启“新发现之旅”，科普阅读过
大年。

图为《星球大战》电影海报

开 启 愉 悦 的 科 学 文 化 之 旅
□□ 尹传红

1.《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2.《中国海军科普绘本》
3.《衔尾蛇之圆：无止境的科学历程》
4.《了不起的农田护卫队》
5.《北京鸟类图谱》
6.《见证百年的科学经典（融媒体版）》
7.《地图时光机》
8.《中国儿童太空百科全书》
9.《东非野生动物手册》
10.《袖奇的充填采煤》
11.《大国脊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奋斗人生》
12.《植物塑造的人类史》
13.《磅礴为一：通才型学者的风范》
14.《疫苗：医学史上最伟大的救星及其争议》
15.《元素与人类文明》
16.《画中有星空·中国古画中的天文世界》
17.《一只早飞千年的鸟：中国古代气象观测与测量科技》
18.《极简天文课》
19.《万物有化学》
20.《中国抗生素发展纪事：60年的实践与见证》
21.《冰洲上的游戏：段煦南极博物笔记》
22.《真原医：21世纪完整的预防医学》
23.《物理君大冒险：“中科院物理所”趣味科普特辑》
24.《大运河长卷》
25.《湿婆之舞：前往地球偏远之地，寻访物理学的边缘》
26.《新科技驾到：孩子看得懂的前沿科学漫画》
27.《人文地球：人类认识地球的历史》
28.《看不见的大自然：生合和健康的微生物根源》
29.《北京自然观察手册丛书》
30.《动物与人：郭耕自然保护随笔》

1.《未来500年：迈向太空的生命工程之旅》
2.《一只早飞千年的鸟：中国古代气象观测与测量科技》
3.《未来黑科技通史》
4.《大脑传》
5.《科学的画廊：图片里的科学史》
6.《天上疆域》
7.《科坛趣话——科学、科学家与科学家精神》
8.《新药史话：从万能药到生命科学前沿》
9.《碳如何玩转地球：从万物起源到现代文明》
10.《人工智能未来简史：基于脑机接口的超人制造愿景》
11.《中国味道：香料与调料的博物学》
12.《孩子看得懂的天工开物》
13.《微观星球：显微镜下的奇妙世界》
14.《九章算术（少儿彩绘版）》
15.《进化史诗16讲》
16.《中国高科技成就绘本》
17.《欢乐数学之疯狂微积分》
18.《化石密语》

首期“新发现·科普书单”

“2022首都科普好书”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