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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与不确定性
韩松科幻小说评析

李广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中国科幻文学

迎来了新的繁荣。在“新生代”科幻作家中 ,

韩松是佼佼者之一。

韩松是武汉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的毕业

生 ,一九九一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华社从

事记者、编辑工作。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期涉足科幻创作。初期的韩松作品 ,已经显

现出与当时《科学文艺》主流风格不同的创作

取向 ,但从语言到思想都还比较稚嫩。而《宇

宙墓碑》于一九九一年获得台湾《幻象》杂志

颁发的“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则标志着韩松

科幻小说创作上了一个台阶。小说的哲理意

味非常浓厚 ,语言也变得从容而精致。从九

十年代中期开始 ,韩松的创作进入一个繁盛

时期。《二 ○六六年之西行漫记》在中国科幻

界广受好评 ,被誉为“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伟

大创造”①。二 ○○○年后 ,韩松在科幻文学

方面有了新的开拓。他的创作开始频繁地涉

及政治、暴力、性等“禁区”(如《我的祖国不做

梦》、《地铁惊变》、《美女狩猎指南》等) ,有些

作品难以发表 ,只能放在个人网站上供大家

阅读。这些作品中多有精彩之处 ,通过它们

可以发现韩松科幻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

都愈发成熟 ,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二 ○○

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色海洋》则被认为在

当代中国作品中非常少见的 ,“它所描述的有

关东西方关系、有关人与自然、有关我们的民

族和个体生存的严峻主题 ,已经大大地超出

了当代主流文学的创作视野”②。这几年中 ,

韩松还主编了二 ○○一到二 ○○三年的三本

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并撰写了一系列

很有见地的科幻评论。

韩松的科幻文学创作在国内外都引起关

注。美国、日本等国的媒体和研究者对他都

有所评价。一般认为 ,韩松的科幻小说 ,诡异

而多释 ,虽然是幻想文学 ,却深刻地反映了中

国人乃至人类的现实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 ,

充满人文关怀 ;同时 ,这些作品文风独特 ,想

象力恣肆汪洋 ,神秘主义倾向明显 ,叙述从容

不迫但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修辞、描写、

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在科技飞跃发

展、科学对人类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 ,韩

松的科幻小说 ,正以一种独到而深刻的方式

观照着当代中国社会 ,乃至整个人类世界。

一
　　可以用语言精致、想象瑰丽等

诸多形容词去概括韩松科幻小说的

特点 ,但没有哪个词比“诡异”更能

准确传神地概括韩松的文风。而韩松诡异文

风中最鲜明的一个特征是不确定性。

在韩松大部分的科幻小说中 ,都有一个

或多个神秘意象。对于神秘意象 ,韩松科幻

小说要么根本不给出解释 ,只有一些猜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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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结束了神秘意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读者还是

不知道 ,如《美女狩猎指南》中的观音像、《没

有答案的航程》中的第三者等 ;要么给出解释

(这种解释常常是科学角度的阐述 ,可看作科

幻作品的核心构思) ,但又用种种描写揭示另

外的可能性 ,使得这种郑重其事的解释变得

可疑起来 ,如《逃出忧山》中的大佛、《赤色幻

觉》中的红雾等。因此韩松作品可以反复地

去解读 ,存在多种诠释的可能 ———读者的二

度创造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试以《逃出忧山》为例来考察一下这种神

秘意象。主人公韩愈在大佛的脚背上阻止了

妻子的自杀 ,这成为两人命运的转折点 ;当他

们感情破裂的时候 ,他们又回到了大佛注视

着的城市 ,而这个城市很快发生了变故 ,除了

韩愈和他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蒸发”了。韩

愈最后走向大佛 ,并与大佛融为一体。某个

声音 (这也是来历不明的可疑事物) 引领着他

去认识世界的真相。原来大佛是史前文明唯

一的幸存者 ,他感到孤独 ,为了避免这种孤

独 ,他重造了一个缩微的世界 ,并抛弃了自己

造物主的身躯和意识去融入这个世界。韩愈

是大佛的本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化身。

大佛的来历似乎有了定论。但作者笔锋

一转 ,在小说的结尾处 ,韩愈和妻子重返忧山

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原来都是在实验室进行

时空场振荡实验时韩愈的思维流动 ,那么大

佛的来历也不过是韩愈的臆想罢了 ,其本质

又悬而未决了。但按照小说的核心构思 ,物

质波实际上是时空场振荡波 ,人的存在是一

种时空场振荡 ,思维也是一种时空场振荡 ,和

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只要振荡

的频率调谐准 ,思维可以和物质世界交融起

来 ,从而触摸到物质世界的真实 ,所以可能韩

愈在实验中的所感正是世界的本相。之所以

说“可能”,因为这只是读者的揣测。再者 ,把

大佛意象诠释为“象征”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大佛制造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 ,进而自己也

投入进去 ,从而摆脱了空虚和孤独 ,这和文艺

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和山水、日月、动物交流而

驱除寂寥感的幻想是一致的。“花间一壶酒 ,

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

永结无情游 ,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 李

白在迷醉中的幻想和大佛的“创世纪”有着同

样的内心诉求 ,因而大佛也象征着人性中畏

惧孤独的心理真实。大佛到底是什么 ? 一千

个读者有一千个大佛。

韩松很多的科幻小说都有一个开放式的

结构 ,留下种种谜团 ,让读者自行发挥。《非

典幸存者联谊会》中 ,制造非典病毒的侯大卫

死了 ,非典幸存者联谊会也被国家消灭 ,所有

成员落入法网 ,但他们在东北霍怙族中制造

非典流行的阴谋却实现了。是什么人研发出

新的病毒变种 ? 又是什么人远赴东北山区实

施了罪恶的计划 ?《美女狩猎指南》中 ,基因

工程公司竟能完全逆社会道德而动 ,利用基

因工程技术制造大批美女供男性捕猎 ,而杀

死女人过多的客人竟然真正遭到了终极惩

罚 ———处死。基因工程公司到底是什么来

头 ? 政府会特批这样的公司吗 ? 如果说批量

制造出来的女人没有法律地位可以随便杀

戮 ,那么公司又怎么敢于杀死花钱买刺激的

客人 ?《春到梁山》中 ,樊刚/ 施耐庵的出现对

山寨社会的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究竟

是什么身份 ? 龙卷风后面的镜像梁山是怎么

回事 ? 梁山为什么会打上“美国制造”的烙

印。这些疑问都没有答案 ,而留给读者们分

析、讨论 ———这正是韩松想要的结果 ,一如

“胡斐对苗人凤的一刀有没有劈下”。

如何去理解充盈在韩松科幻小说中的不

确定性呢 ?

首先 ,这种不确定性的背后 ,是奠基在现

代科学成就上的世界观。一九二七年 ,量子

力学创始人之一、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

了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的

成就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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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

中国 ,绝大部分作家还没有在头脑中建立起

对现代物理大厦的整体认识。像韩松这样把

量子力学世界观化为创作的基本理路的 ,仍

是比较少见的。

其次 ,世界的多元化本是科幻的重要表

现内容之一 ,生命的多种形态、智慧生物的多

种思维方式、文明的多种运行方式 ⋯⋯科幻

将一个多元化的宇宙展现在人们面前 ,也鼓

励他们去理解和接受现实社会的多元化。

“我们选择科幻 ,是因为它在揭示出世界的多

元性的同时也使我们变得宽容 ,并使我们获

得某种终极的感悟。”①把韩松小说中的不确

定性放大 ,会发现这和社会总体的思想倾向

是一致的。

再者 ,神秘、未知也是韩松在创作中的自

觉追求。“但它也建立新的神权 ,这就是神

秘 ,这就是未知 ,就是对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关

怀 ,一种可以平衡科学的宗教感。因为它认

为科学还有解决不了的事物。人类的知识和

能力有限 ,因此 ,我们要对大千世界永远怀有

敬畏。”②科学越发展 ,人类越觉得自己的浅薄

和无知 ,这种意识在韩松的小说中有较好的体

现 ,开拓了小说创作的空间 ,使科幻小说成为

表达人们后现代社会困惑的一种很好的手段。

二
　　韩松的很多故事都可以看作是

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存在状况的

寓言 ,而背景化的科幻构思和对社

会的深刻洞见相结合 ,又使得这些故事具有

了预言的性质。

一九九一年获“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首

奖”的《宇宙墓碑》是韩松的代表作之一。《宇

宙墓碑》关注的不是传统科幻中星际间光束

交错的厮杀 ,也不是地球人探索外星的奇妙

经历 ,而是伴随人类的永恒问题 :如何对待死

亡。小说分为两个部分 ,上篇和下篇分别讲

述了一个墓碑学者和一个墓碑建造者的心路

历程。自从人类开始探索太空 ,牺牲者就不

断出现 ,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人万户 ③;而当探

索者的尸骸留在异星上时 ,墓碑就成了他们

生命意义的象征。这些无言伫立的墓碑 ,存

留在后来人的心中 ,向他们提醒宇宙的冷酷 ,

也让他们不断思考生命和探索的意义。而宇

宙墓碑为什么会产生呢 ? 人为什么要探索宇

宙呢 ? 可以列出很多现实的政治、经济的解

释 ,但整个人类文明集体意识中的摆脱孤独

的内心诉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在探索

宇宙的道路上必然有人献出生命 ,走得愈远 ,

死者愈众。宇宙墓碑可以说是必然会出现

的 ,因而小说中的两个“我”面对宇宙和宇宙

墓碑时产生的心旌激荡和迷惑之感 ,也将是

我们后人的真实体验。这就使小说又有了一

层预言的色彩 ———关于心灵的预言。

如果说《宇宙墓碑》等作品代表着韩松科

幻小说中社会背景隐去或不明晰、具有浓厚

哲理意味的一类 ,那么 ,另外一批为数众多的

作品 ,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创作手法 :选取我们

耳熟能详的社会现实 ,进行科幻化的延伸和

发挥 ,从而达到深刻反映、反思社会和人类生

存境况的目的。

举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在《我的

祖国不做梦》中 ,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大脑控制

技术 ,能让全国人民在晚上梦游着继续拼命

工作 ,而白天则服用一种叫“去困灵”的药物

维持精力 ,从而保证了经济增长速度 ,实现了

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 ,“国家黑暗委员会”的

便衣们则追捕着少数清醒的人。《寻龙记》则

是塑造了两个小人物形象 ,他们认为龙其实

是存在的 ,并不是先民们把各种动物的特征

拼在一起的想象 ;经过苦苦寻觅 ,他们终于在

黑龙江里发现了龙 ,然而他们的行为似乎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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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 :《我们为什么选择科幻》,见韩松的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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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记载的第一个尝试用火箭飞天的人 ,是中国明代的

士大夫万户。



是一部好莱坞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安排。《非

典幸存者联谊会》中 ,一些被非典型肺炎改变

了人生轨迹的人组建了“非典幸存者联谊

会”,他们认为他们人生的不幸不在于染上了

非典 ,而是在于社会体制的问题使他们遭到

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因而他们请一个美籍华

裔科学家为他们制造病毒变种 ,每年在一个

省制造非典的流行 ,最后 ,这个组织覆灭。

在“现实科幻化”的韩松作品中 ,最出色

的乃是中篇小说《柔术》。柔术本是杂技之一

种 ,通过特殊的训练使得表演者全身关节的

柔韧性达到很高的水平 ,从而做出各种在常

人看来匪夷所思的动作 ,展现赏心悦目的人

体之美。而韩松设想这种技艺得到了中国人

狂热的推崇 ,成为大江南北万众瞩目的主流

艺术。主人公江采宁把这项对中国社会产生

了极大影响的表演艺术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

题目 ,并参加了一个“北京柔迷观光旅行团”,

启程南下。读者借助他好奇的目光 ,也开始

了对这项神秘技艺的发现和认识之旅。

韩松的创作动机源自对中国男性阴柔化

的社会现象的体认。小说中指出 ,对柔术的

欣赏实际上是对阴柔之美的欣赏 ;而小说中

全社会对柔术的狂热追捧 ,实际上是对中国

社会重阴柔之美的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极端

化处理 :

　　充满异性感官气息的躯体柳条般折

叠起来的时候 ,给江采宁的第一印象 ,应

该是没有性的。但是 ,男人的胸膈膜之

间又立时涌动起了一股逆火般的热流。

这种神异的感觉 ,让他当夜便失眠了。

另外一个感觉 ,就是 ,柔术 ,是不适合女

孩子观看的。①

这种阴柔之美的主要欣赏群体是男性。

随着旅行的继续 ,江采宁对柔术有了直观的

认识 ,而他对这种技艺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社

会的影响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一方面 ,柔

术表演的确是一种高妙的艺术 ,具有异乎寻

常的美感 :

　　少女的呼吸声近在咫尺 ,春雨般透

入了观者的心脾 ,有时候 ,江采宁也会体

会到犹如夏雪的凌乱和溃散 ,完美的肉

身出现了分解为最细微颗粒的趋向 ,最

终成为小溪萦流过躯体的每一个死角 ,

在炼乳般的皮脂上盘旋洄转 ,并像一根

极瘦的腰带 ,蛇一般爬入到男人的城府。

而实际上 ,她只是像资深的柔迷所形容

的 ,不过是在“忍受服装一样地忍受毁

灭”。正是这种美至畸形的毁灭 ,带来了

无穷的生命快意。②

除了感官上可以觉察的美感 ,阴柔之美

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和诠释。在更

深的层面 ,柔术还深得老庄哲学之妙 ,是以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四

十三章)的典范。甚至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强

盛 ,也有赖于此种阴柔的力量。韩松进一步

暗示 :比起经济的崛起来 ,比起意识形态的不

同来 ,这种阴柔至极的力量 ,并能随势而屈折

应变的可能性 ,本能就存在于政治的超级结

构中吧 ,而这才是过去四百年依靠工业文明

起家的、带有明显雄性特征的西方文明所真

正惧怕的。

但是当阴柔之美泛滥开来 ,甚至成为统

摄民族心灵的力量之时 ,其弊端和潜在的危

险也让人触目惊心。联系到诸如欣赏女性小

脚这样的恶癖 ,柔术也是传统文化中压抑人

性的变态审美的延续 :

　　十三亿国民 ,在不久的将来 ,大概也

都会具备欣赏这样的美的意识啊。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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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心态去执掌某个部门 ,甚至治理

国家 ,会是怎样的呢 ? 还是相反 ,是由国

家培养了这样的心态吧 ?①

三
　　除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外 ,韩

松还在自己的作品中 ,通过神奇的

科幻想象 ,思考着中国在这个世界

上的位置 ,思考着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 ,思考

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在《我的祖国不做梦》、

《柔术》、《寻龙记》等作品里面 ,中国是“自

我”,而作为“他者”的往往是美国。这些小说

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相当普遍

的心态 :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感到不满 ,

又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借这些问题

来“遏制中国”的行为很是反感。

长篇小说《二 ○六六年之西行漫记》对东

西方文明、文化的探讨则可谓登堂入室。小

说以二○六六年 (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一

百周年)时的世界为背景 ,此时美国国力衰退 ,

动荡不安 ,内战一触即发 ,而中国则成为繁荣

昌盛的超级强国。主人公唐龙是一位有围棋

天赋的少年 ,他随中国围棋代表团出访美国 ,

受到了美国人的热烈欢迎。故事由此展开。

这样的故事开头 ,很容易让人觉得这不

过是延续了中国科幻小说自晚清诞生以来怀

着爱国热情而经常进行的一种意淫 ,即风水

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但是接下

来的情节发展却出乎意料。因为遭到意外的

攻击 ,围棋代表团在混乱中失散了 ,唐龙孤身

一人在危机四伏的北美大陆上开始了流浪。

这个过程不是带着虚幻的自豪感巡礼美国的

过程 ,而是少年从“先进文化的代表”这种自

我陶醉中清醒过来 ,见证文明的崩坏 ,反思东

西方文化以至人类文明的局限性 ,追寻新的

文明理性的心路历程。他在围棋方面的造

诣 ,使他受到美国人的尊敬 ,甚至获得特殊的

地位 (如在山姆上校的部队中) ,但这是对于

符号化了的先进文化的尊敬 ,是有分寸、不盲

目的。唐龙在流浪过程中见识了复兴文明的

多种努力 :铃木军团把希望寄托在被神圣化

了的、据说可以预知未来的器物———“灵杖”

上面 ;纽曼则想通过保存、传播历史文化知识

唤起人们对过去光荣历史的自豪感 ,继而鼓

舞大家重建祖国 ;盖茨的“世外桃源”和光明

城是两种乌托邦 ,前者是避世隐居、君子慎

独 ,后者是试图在局部范围内建设一个“美丽

新世界”,与欧文的共产主义公社实验有相似

之处 ;而山姆上校则想通过战争的手段 ,在攫

取政治权利的同时 ,重建文明大厦 ⋯⋯这种

种的努力是任何一种文明在倾颓之后 ,人们

都会进行的 ,因而具有普遍意义 ,是关于文明

的寓言。而在小说中 ,具有高度智慧、代替人

类进行了很多思考的全球性信息网络阿曼多

猝然崩溃 ,人类文明经受了空前的考验 ,但也

由此重新获得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这实际上是另一方面的思考 ,生发点在

于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科技飞速发展的忧

虑 ,即高科技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 ,也

培养了人类对于高科技的依赖性 ,整体的想

象力和创新能力在退化 ———了解一下计算机

和网络的发展态势 ,就知道人类迟早要面对

“阿曼多问题”。正如作者所说 ,这部小说是

“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和关于我们这个

社会的预言”②。韩松在《二 ○六六年之西行

漫记》中对东西方文化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思

考具有相当的深度 ,人文关怀精神充盈其中 ,

同时彰显了“世界公民”的意识 ,这在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科幻文学作为“预言文学”、“警钟

文学”的性质。

【作者简介】李广益 ,男 ,一九八二年三月

出生于重庆市。现为清华大学现当代文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
(特邀编辑 　林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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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韩松 :《柔术》。

韩松 :《二 ○六六年之西行漫记》,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