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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调查显示，科幻迷的
整体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大多都
是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甚至研究
生、博士生以上学历比比皆是。
但他们对于科幻作品，有着过分
偏执的热爱。《星际穿越》热映，
就传出了国内有人投资拍摄电
影《三体》的消息，遭到了科幻迷
们一片声讨。

“何止骂声一片，简直都骂
成汪洋大海了。”郑大科幻协会
的一位同学告诉记者，“我们不
是不想看《三体》电影，而是非常
害怕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
这种出于热爱的保护性反对成
为了主流意见，几乎没有科幻迷
不反对的。“以前很好的童话《舒
克贝塔历险记》，最后动画片做
成那样，真不知道国内这帮没有
丝毫科幻电影经验的人会搞成
什么样子？”河南师范大学学生
刘华伟自称“科幻电影迷”，自称
阅片无数，但他认为拍《三体》电
影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除了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
电影《霹雳贝贝》外，近些年科幻
类电影《机器侠》、《未来警察》都

不能让科幻迷满意。这种反对
浪潮的背后，是近些年科幻作品
包括科幻小说都不能尽如人意
的症结所在。目前，中国的科幻
作家数量很少，能够长期坚持写
作的也就几十个人，很多人发表
几篇后就销声匿迹了，甚至国内
非常有名的科幻作家叶永烈也
改行去写纪实文学了。“中国的
科幻小说并没有大量真正输出
到西方。作为一种文化输出，科
幻文学的输出还是一个起步，对
世界谈不上任何影响。”《三体》
的作者刘慈欣曾发出这样的感
叹。

一方面是国内科幻作品不
能满足科幻迷们的胃口，一方面
是国外科幻作品的“文化入侵”，
尤其是好莱坞科幻大片接二连
三上映，让科幻迷们在惊叹异国
科幻魅力的同时，对国内科幻作
品充满了复杂的期待。

“说实话，《三体》确实是部
很棒的小说，但不是没有缺陷，
我觉得最后结尾不够好，可能大
刘（科幻迷对刘慈欣的昵称）驾
驭长篇的能力还是有些不足。”

张海芳说，她和一些“三体迷”交
换过意见，但所有人都拒绝承认
这一点，不过她能理解，“我们实
在太需要好的科幻作品了，即使
是瑕疵，也会忽视或者掩盖起
来。”

“这是一种最朴实的感情宣
泄，恰恰是这种朴实情感，既说
明了科幻群体的这种忠诚，也反
映出目前科幻作品确实存在着
明显不足。”心理学者张春江女
士分析说。

面对科幻迷的呼声和渴望，
业内人士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姚海军曾给《三体》有过高
度评价：“《三体》体现了前沿的
想象力，让读者看到中国人在想
象世界里到底还能走多远。”但
他也坦承，中国科幻作品能拿得
出手的也只有《三体》。“必须看
到我们的不足，整体基础非常薄
弱，科幻作品数量少，优秀作品
就更少，而且科幻产业不发达，
处于初级阶段，像国外的科幻有
非常成熟的产业，不仅能产生极
大的效益，还能吸引更多的读
者。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河南的最高学府郑州大
学，活跃着一个社团——郑大
科幻协会。这个百余人的大学
生社团的每一个人都对《三体》
百看不厌，对科幻作品有着痴
狂的热爱。

“协会里还是理科生多些，
没有具体的统计，”协会会长张
聪介绍说，理科生比文科生更
爱看科幻，这个说法不太科
学。在这些科幻迷眼中，科幻
作品分为“硬科幻”和“软科
幻”。“硬科幻”指的是带有新技
术、新科技、新装备这些浓浓

“技术流”的科幻作品，《三体》
就属于“硬科幻”；而“软科幻”
指的是科技仅仅是个背景，更
注重生活和情节的作品，比如
电影《阿凡达》。

事实上，“软科幻”题材文、
理科生都爱，而理科生偏爱“硬
科幻”。记者曾应邀进入郑大
科幻协会的QQ群，但满屏“量
子”、“中微子”、“微陨石”这些
术语看的人一头雾水，或许只
有理科生偏爱这些了。

在这个群里，男、女生的比
例是4:1。看来，“理科男”是
科幻迷的主力军了。

记者采访了社会上的几家
读书会机构，自认是科幻迷的
人寥寥无几。“人到中年看的都
是什么励志、职场或者心灵鸡
汤。我不看科幻好多年了！”一
位读书会的负责人如是说。

中国最大的科幻杂志《科
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先生的
看法也是如此：“我们最大的客
户群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科幻
作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想象
力，通过构架一个新的未来、新
的世界给自己带来愉悦。中年
人往往被现实改变最多，所以
对科幻作品渐渐敬而远之。”

无论是本地的郑大科幻协
会的同学，还是外地的科幻迷，

这类人群除了富有想象力，还
有一种积极的探索精神和求知
欲望。“我非常喜欢那种未来的
代入感。人对过去是了解的，
对现在是知道的，但对未来是
未知的，科幻能够设定一个可
能实现但又遥远的感觉，让我
们去体验那种好奇和震撼。”上
海交通大学的理科女生张海芳
说，没有什么比这种探索式的
向往更让人陶醉了。

有人说，年轻人的性格是
非常“易变”的，但科幻迷们都
说，他们对科幻作品的酷爱是
属于“死忠”型的，很多人都是
从《霹雳贝贝》、《小灵通漫游未
来》甚至《机器猫》这样的书籍
接触科幻作品的，但一旦喜欢
上就欲罢不能。“挺遗憾的，我
看了科幻作品20年，就是结婚
之后才不看的。不过等将来孩
子大点我还会看的，跟孩子一
起看。”今年已经32岁的公务
员陈晓康告诉记者。

对于读者年轻化问题，业
内人士既喜亦忧。“读者年龄
小，一方面，说明中国科幻是有
希望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
苦涩，我们不能希望读者永远
都是年轻人，长不大吧。很多
人人到中年就不再喜欢科幻，
读者流失，太可惜了。”

“在欧美发达国家，全民爱
科幻是普遍现象。目前我们国
家确实存在只有青少年爱看，造
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说明我们在想象力和创造力
方面确实有一定缺陷。”心理学
学者崔建美先生分析说，“心理
学上有个名词叫心理防御机制，
当我们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时，
内心存在张力、心理上焦虑，读
一些科幻作品，能让人通过想
象，心理上得到一种释放和平
衡。应当说，中年人更应该看也
更适合看科幻作品。”

从“三体热”看科幻迷的心智模式
□记者 朱金中

核心提示 | 最近上映的电
影《星际穿越》让数年前的一本中
国科幻名著《三体》再次成为热点
话题。《三体》，是中国科幻作家刘
慈欣的长篇力作，也被中国科幻
迷们称之为“中国科幻里程碑式
的作品”、“一部世界级的科幻小
说”。

面对再度的“三体热”，科幻
迷这个群体究竟是如何看待的？
作为读者，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
的群体？他们对于科幻作品的现
状有着怎样的期待？他们的心
理、他们的智力、他们的思维模式
是否有别于其他读者？让我们走
近这些科幻迷，去了解这一特殊
读者群的心智模式。

新
书
架

《三体》
作者：刘慈欣
版本：重庆出版社出版
定价：73.10元（全三册）

《生活需要更多的乐事》
作者：黄安
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

局
内容简介：每一个星座

都有一首专属于它的歌曲，
每一首歌曲都能牵引出一
段乐坛大咖们跌宕起伏的

艺术人生。
沉淀 30 年之后，台湾

著名艺人黄安以幽默诙谐
的笔触，展现音乐和星座激
烈碰撞时绽放的艺术之美；
同时也揭秘了他和音乐的
前世今生以及乐坛大咖们
的性情人生。

《塔利班》
作者：【巴基斯坦】艾哈

迈德·拉希德
译者：钟鹰翔
版本：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客观介

绍了塔利班发展历史及现
实状况，也让读者清晰了解
真实的阿富汗及中亚各国
的地缘政治，全书贯穿着反

极端主义、反恐怖主义的宗
旨。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介绍塔利班运动的
历史；第二部分介绍塔利班
的独特性质；第三部分分析
了与阿富汗接壤的中亚各
国丰富的油气资源及其对
塔利班的影响，这是作者修
订后新增的内容，突出了
9·11后的大国博弈。

《行在宽处》
作者：冯仑
版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这本书最大

的新闻，莫过于前期在名为
“冯仑约你聊聊新活法”的
众筹活动中筹得28万，999
元私密饭局和 39999 元台
湾行受到热捧。大家都觉
得，跟成功的企业家取经，

也就等于得到了发家致富
的秘籍。没机会花钱见上
冯仑的，还能去看他的书。
所以上一本冯仑的书畅销
百万，这一本也来势汹汹。
书中通过八个方面来展开
冯仑的经验之谈。行在宽
处的冯仑，能否让众多人也
跟随其后行在宽处呢？

《土生土长——
汉语字词长短句》

作者：张佳周
版本：人民日报出版

社
内容简介：《土生土长》

是人民日报社原资深报人
张佳周先生于古稀之年奉
献给读者的一本富有浓郁
生活气息的诗集。诗人撷

取平凡琐事，以草木花卉、
瓜果菜蔬、五谷杂粮及山川
风物为诗歌意象，歌之咏
之，看似信手拈来，却无一
不是有感而发。名之“土生
土长”，亦饱含了诗人对养
育他的那片故土的深情眷
恋，是诗人对根的思念，是
悠悠乡愁的抒发与释怀。

《欲乐园》
作者：渡边淳一
译者：竺家荣 马梦瑶
版本：百花洲文艺出版

社
内容简介：渡边淳一的

遗作，是他的“乐园三部曲”
的收官之作。仍然是他拿
手的医生题材：医生助理相
川医术高超，虽然没有行医
资格证但一直被大家误认

为医生。一次意外他救了
富家姑娘亚希子的性命，并
与之相爱入赘其家。行医
资格证于他来说是出入上
层社会的凭证，他一直隐瞒
着自己没有行医资格证的
事实，一方面放不下眼前的
荣华富贵和娇妻，一方面担
心自己欺骗的事实败露，就
这样提心吊胆地活在纠结
和矛盾当中……

科幻作品只有青年人爱看

对中国科幻复杂的热爱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