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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作家龙一首部科幻小说!地球省"##
#

像一颗滋味浓郁的怪味豆
! 刘慈欣
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
科幻小说中所表现的未来社会，其
社会形态并没有随着技术的发展而
进步，相反却退回到现代社会之前
落后的形态中，我们不妨把这称为
科幻小说中的
“社会返祖现象”
。
说《地球省》独一无二，是因为
它的社会返祖之彻底和决绝，至少
我自己没有在之前的科幻小说中见
到过。《地球省》展现的是清末民初
中国社会的未来版，其地上世界是
清末形态的，地下世界则更接近 !"
世纪初年。虽然这个想象世界中存
在着许多未来因素，如能够限定个
体寿命的植入装置、星际航行和外
星文明等，
但这个时代的人，
无论是
作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找不到
未来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个世界中
的人，似乎没有经历过技术时代的
洗礼，
他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
他们对皇权的态度，都停留在陈旧
时代。这样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陈
旧社会在未来复活，与高技术的背
景进行了奇妙的融合。最令人惊异
的是，这种融合保留了厚重的中国

! ! ! ! 科幻小说是创造想象世界的文
学体裁。如同现实主义文学留下了
形象鲜明的人物画廊一样，科幻小
说则创造了形态各异的想象世界。
除了个别例外，科幻小说的世界中
都是有人类存在的，所以，也可以
说，科幻小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想
象中的社会形态。这些社会大多运
行在未来时空中的高技术背景之
下。而龙一的《地球省》中所创造的
未来社会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看科幻文
学中未来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对电影《星球大战》有一句著名的评
论，说它
“用三千年后的技术讲述三
千年前的故事”，
其实这在科幻文学

! ! ! “如果伦敦是个谜的话，
那么巴黎就是答案。”这是英
国评论家 '·(·切斯特顿的
一句名言。巴黎何以成为一座
了不起的都市？答案或许就在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
这本书回溯了现代巴黎的创
造过程，探索“巴黎何以成为
巴黎”的建城史。
&) 世纪是个分水岭。在
那之前，欧洲的城市普遍以历
史悠久、古迹众多而闻名，比
如罗马；在那之后，新的都市
和生活模式诞生，现代化的城
市本身成为风景胜地，
比如巴
黎。它从那时起被誉为
“宇宙
之都”：
充满创新的活力，吸引
多样文化，激发着能够革新都
市生活的思想。
在饱受宗教战争摧残的
&* 世纪下半叶，巴黎破败不
堪，
街上野狼出没。但在 &+,)
年到 &)"" 年间，占据绝对统
治地位的君主和同样坚决的
市政当局同心协力，造就了现
代史上第一座开放的城市，从
围墙城市迈向现代景观城市。
打开书，最先吸引人的是
分别绘于 &++" 年、&*+) 年的
巴黎彩色地图。作者若昂·德
让称这本书的创作始于绘画，
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历史博物
馆都收藏有 &) 世纪巴黎城市
景观的画作。但她没有在正文
里堆砌令普通人难以亲近的
各种术语与数据，有媒体对此
评价：
“读懂她的书不需要太多背
景知识，可是读完之后，你就成了
一个法国通。”书中穿插了许多幅
相关地图与画作，记录了巴黎从
废墟到都市的奇迹转变。
塞纳河上熙熙攘攘的新桥是
鼎新的起点，
孚日广场是最初的现
代城市广场，
圣路易岛实现了居住
规划新思路，宽阔的林荫道、
公园
让所有人都可以便利地步行漫游
城市。在城市史方面，
巴黎实现了
多个世界第一：公共邮政系统、
公
共交通系统、街道照明系统……
这些同时为贵族与平民提供了现
代都市生活的基础，打破了原本

读者来信：dz
l
x@xmwb.
com.
cn

世俗文化色彩，这使得《地球省》中
的地球像一颗滋味浓郁的怪味豆，
让人回味无穷。
《地球省》从主人公由一个底层
人物成长为救世主的艰险历程，全
景式地从地下、地面和太空三个层
面，描述了已经沦为外星饲养场的
地球世界的惊心动魄的变迁，情节
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值得一提的
是，
其中的人物，
从社会底层的警察
和酒吧女到皇帝和外星大使，都有
鲜明的性格，这在国内的科幻小说
中是不多见的。在增强科幻小说的
文学性方面，
《地球省》 无疑是一部
突破性的作品。
与通常的看法不同，科幻小说
并非是预测性的文学，而是可能性
的文学。它把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排
列出来，至于预测这众多可能性中
哪些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不是科幻
小说能够做到的，也不是它的任务。
事实上，科幻作家很少去关注作品
中的预测性，更多关注的是从可能
性中提取故事资源，
所以，
他们所关
注的往往是那些看似最不可能成为

现实的想象。但事实证明，
恰恰是这
类看似不可能的预测后来真的成了
现实。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
科幻小说
中的社会返祖现象成为现实的可能
性有多大？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文艺复兴
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
呈现明显的单向性，世界在不断进
步和更新着，过去的一切像沙滩上
的印记，被文明发展的大潮无情地
抹去，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形态似
乎不太可能再次出现。
但在未来，这
种可能性真的为零吗？
首先，先进的现代技术与落后
的社会形态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们
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未来
的社会返祖如果真的发生，一定是
人类文明所面临的某些外部和内部
灾变所致。外部灾变最有可能的是
地球环境的恶化，生存的资源急剧
减少，人类社会必须改变形态才能
延续下去。
另一种社会返祖可能在太空中
发生。
太空中充满着艰险和未知，当
人类进入太空开拓新世界时，地球

上的舒适和平静将荡然无存，人们
将不得不面对种种难以想象的挑
战，已经成为遥远历史的艰险的生
活将重新出现。这是一个沉重而深
刻的问题：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经历
过的，
还会在太空中重来一次吗？
另一种社会返祖的动因可能来
自人类文明内部，最大的可能性当
然是技术的进步。从历史上看，技术
的发展都是在推动社会政治的进
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技术的发
展使文艺复兴中人文的阳光照亮了
社会的每个角落。但另一种力量正
在孕育，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有可
能将国家机器变成一部真正的机
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机器。
这将是绝对稳定的系统，如果被独
裁者控制，也将对他（她）绝对忠诚。
同时，
由于 #$ 网络几乎拥有无限的
精力，可以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
完全的监视和控制，这就为社会返
祖提供了技术基础。
社会返祖最大的可能性还是上
述内部和外部因素同时发生作用，
而这正是 《地球省》 中所描述的状
况，地球环境的恶化、外星文明的入
侵、可能从生理上控制所有个体的
生物和信息技术的应用。
科幻小说总是不断产生着形形
色色的、
想象中的未来世界，
而《地球
省》所创造的未来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一个，
让我们在惊异的阅读体验中从
未来回味历史，
从历史想象未来。

努力才是成就!天才"的秘方
! 胡艳丽
! ! ! ! 米奇·阿尔博姆是位有魔力的作
家，
《相约星期二》
《你在天堂里遇到
的五个人》畅销全球。其新著《弗兰基
的蓝色琴弦》讲述了音乐之子弗兰基
的传奇生命历程。时空交错，虚实交
融，在悬疑迭起之处，情感的力量又
丰盈充沛，带领读者体味生命的真
味、
命运的无常，以及爱与宽恕。
的家族和群体的界限。
在城市规划与建筑
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同
时，巴黎的现代化还体现
在不同过往的市政服务、
金融体系、时尚奢侈品消
费方面。各个社会阶层的
高度交融，定义了巴黎式
“微服”
的浪漫。&) 世纪，
! 一词在巴黎流行，原本指
指 的是大贵族隐藏身份，想
间 要和普通百姓一样享受
沙
出行之乐，满足更加现
代、
自由的欲望。但后来，
普通人也开始“微服”出
行，
男子拉上斗篷遮住半
张脸，女人则戴上黑天鹅
绒全脸面具，
“名流文化”
成了早期的“潮流时髦”
，
好比今天明星上街必戴
墨镜。大城市在奢侈品行
业和时尚产业的推动下，
催生了想通过自身改变命运的风流
之花，
这也成为巴黎独具的魅力。
在这座因变革而发展的城市
里，一个人不再受限于出身，完全
可以白手起家，
重塑自己。正如西
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
“ 巴黎许
多年来都是我的向往，踏在这座
城市的路面上，带给我的幸福感
让我觉得，我的其他欲望也会得
到满足。”
&) 世纪以来，新的城市诞
生，旧的城市消亡，
许多地方孕育
出文化和金融之都，而巴黎仍旧
是独特的，是一座人们依靠努力
而创造前程的舞台。

巴
黎
何
以
成
为
巴
黎

生死奇迹
“我是来收回珍宝的。”
这是开篇
第一句话，而说这话的是“音乐”
，或
者说是音乐之灵。他要收回的珍宝是
弗兰基的音乐才华，此时弗兰基刚刚
完成一场盛大演出，他飞升到半空，
而后重重落下。
惊异的开头，接下来当然是倒序
展开弗兰基奇幻波折的一生。母亲在
大教堂中生下了他，那时，突袭者袭
击了大教堂，纵火行凶……下一个镜
头，弗兰基躺在一块灰色的毯子上，
被抛进了河中，被一条无毛狗救上了
岸。
时间快速换挡，弗兰基七八岁
时，音乐才华初现，养父巴法为他找
到一位盲人音乐老师，老师正是他的
生父。他带弗兰基走上音乐之旅。而
后巴法突遭横祸，弗兰基在老师那里
度过了为他打下一生音乐基础的短
暂、
宁静时光。

重获新生
为避战乱，巴法倾尽所有，委托
老师安排弗兰基前往美国，那时他九
岁，
全部财产只有老师送的吉他和六
根价值不菲的琴弦。老师遭人暗算，
弗兰基流落街头，与此同时，开始他
奇幻的音乐旅程。孤儿院生活、夜场
演唱，
弗兰基颠沛流离。但就在流浪
中，他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人，吸
收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从假扮猫
王到走上前台，从靠捡垃圾为生到金
钱如雪飞来，从被人嘲笑到受到乐迷
追捧，
在弗兰基的少年旅途中这些似
乎只是一瞬间的事儿。
如潮的掌声会蒙蔽天才的眼睛；

金钱名利太过沉重，会折断天使的羽
翼。弗兰基承受不了与心智不相称的
飞来“王冠”
。他在名利中迷失，音乐
也不再映衬他的本心。
少年时的小仙女，再次重逢的女
神，结婚后淡泊名利的贤惠妻子悄然
离去，终令弗兰基迷途知返。他在舞
台上拼命拨扫琴弦，希望琴弦变蓝，
改变他的命运。但琴弦不会为错误埋
单，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不是琴弦，而
是一个人内心坚强的力量。当他的手
掌劈向酒瓶的断口，用鲜血与疼痛惩
罚自己之时，一颗向死而生的心终于
复活了。
一切从零开始，弗兰基开始像个
孩子般地练习基本指法……一颗初
心回归，用努力与沉默消弥身上的世
俗之气，爱人回来了，音乐才华回来
了，重新复健的手与弗兰基一起重获
新生。
弗兰基的音乐发生了质变% 他不
再是那个靠天赋灵气在舞台上哗众取
宠、频频炫技的人气王，而是一个沉
静、
内敛、
安静的艺术家。他在名不见
经传的小店里指导孩子们练琴，与妻
女一起静世安好。

弦变蓝时，他与自己的恋人重逢；第
三根……其实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他
人的命运，也是他生命的一次次升
华。第六根琴弦变蓝时，他宽恕了曾
经被命运所迫犯下错误，又用一生来
赎罪的修女，学会了与命运和解。当
六根琴弦依次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
预示着弗兰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当他解开了一生的谜团，如命运轮回
般地将爱倾注到养女身上时，他的人
生命完满
生已然圆满，这又是一个轮回。
美好、丑恶、浪漫、残酷、现实、梦
在弗兰基命运的主线之外，小说
幻，在米奇的笔下融于一炉。作者又
中的故事又旁逸斜出。中间又有太多
在音乐精灵按时光轴线讲述的基础
的不圆满，老师至死都不知在他身边
上，通过引入第三者的叙说，将时光
学习了几年的学生是他的亲生儿子；
跳跃进“未来进行时”
。每一位音乐家
而善良的巴法，
&! 年牢狱生涯后，不
的讲述，都绽放出弗兰基的一种光
知所终……
彩，一会儿是他充满魔力的声音，一
作者在书中设下了太多的局。悬
会儿是他翻飞的手指，一会儿是他冒
疑，令人不忍释卷；美妙，令人心生向
充猫王时在舞台上绽放出的激情。时
往；感人，令人在心中充满爱和温情。
光回环，仿佛一部多声部的命运交响
同时，书中又有太多忧伤的力量，令
曲。那些音乐家在历史上真实存在， 人回味绵长。
借他们之口令这部颇具魔幻色彩的
当整本书“曲终人散”之时，我们
小说，与真实的音乐世界融合在了一
记住的是爱、梦想与努力所能产生的
起，也令弗兰基的生命呼之欲出。
奇迹。米奇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受
整本小说人与琴密不可分，每一
欢迎的秘密在于，他的文字中饱含着
次琴弦变蓝，都有一个人的命运被改
生命激情，他在用心告诉世人，这世
变，第一根琴弦变蓝时，他陪着一位
间才华并不可靠，唯有努力才是成就
法国吉他手踏上异国他乡；第二根琴 “天才”的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