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一个自足于文本的“深度时间”
本报记者 袁欢

中外科幻作家共论科幻小说时间母题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

曾说“时间是一种幻觉”，时间这个命

题在人类诞生之际， 便渗透进每个人

的生活中。人可以体验与感知时间，在

想象中进行时间旅行似乎是人类特殊

的思维能力：我们记得自己的过去，在

当下思虑未来。 这一能力反映到文学

形式上， 尤其是科幻小说这一类型小

说中，关于时间的故事更是层出不穷，

科幻作者们企图在字里行间实践各种

关于时间的可能性， 以期为时间描摹

画像与图景，探索时间深层的本质。日

前，科幻选集《时间不存在》新书分享

会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举办， 来自美

国的科幻作家迈克尔·斯万维克，与中

国的科幻作家双翅目、滕野、昼温共同

与读者分享他们关于时间这一概念的

种种推论与想象。

大多科幻作者在描述有关时空

旅行的故事时，会改变线性的思维方

式，用不一样的时间叙事法设立一个

自足于文本的时空观。 迈克尔·斯万

维克提到自己作品中的 “深度时间”

理念：“‘Deep time’即‘深度时间’是

一个哲学概念， 指很长的时间跨度，

几十亿年或者几百亿年。 比如，我们

日常讨论的时间在地质学家眼中是

微不足道的，他们讨论的时间，涉及

到山脉、陆地的形成。 个体生命跟大

陆、岩石比起来，是非常短暂的。 ”

学地质学的滕野补充道， 在地质

学家眼中一层岩石就是一层时间，把岩

层一页一页翻开， 就能了解一个时代，

所以时间可以是一种固体。不同于滕野

的观点，昼温则从语言学的角度理解时

间：“在认知语言学中，空间认知是我们

思维的核心。面对一些抽象概念，我们

需要借助具象去了解。 比如汉语和英

语里，我们都会用‘前’、‘后’描写时

间，before、after、从前、之后，是不是感

觉时间是水平的？ 汉语里，还有上午、

下午、上半年、上辈子，是不是觉得时

间又是竖直的？ 但英语里就没有这种

表达方式。印地语中，昨天和明天是一

种表达方式， 前天和后天是一种表达

方式，他们的时间观是循环往复的。安

第斯山脉上的艾马拉人眼中， 过去在

眼前，未来藏在身后。 ”

不同的创作者对于时间的理解

与运用不同，双翅目的选篇《智慧之

柱》以“深度时间”向阿西莫夫致敬，

她认为“深度时间”一方面可以展示

宇宙的跨度，一方面可以展示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 “如在《时间不存在》中

收录的刘宇昆的《七个生日》一文，通

过一对母女的关系，触及了关于人类

未来的宏大主题，展示了人与人之间

情感延绵的厚度。 ”

正如世界第一份科幻杂志《惊奇

故事》的创刊号上，曾提出一句声称

其中故事可以真实窥见未来的口号：

“今日离奇小说……明日冷酷现实。 ”

科幻作品在预见未来方面或许存在

某种可能性，可即便科幻作家们以不

同的方式操作时间流，却依然不可避

免被反问及自问 “时间是否真的存

在？ ”“为什么人类总是试图改变时

间？ ”等哲学性命题。

英国科幻评论家保罗·金凯说 ：

“时间既看不见，也摸不到，却塑造了

我们，驱赶着我们，无法回头地从存

在走向不存在。 ”人类对于时间所蕴

藏的极大能量保持着永恒的兴趣，它

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

价值体认。 迈克尔·斯万维克则指出

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如果时间不存

在，那我们经历的就是一种瞬息万变

的现实，另一种是，我们所在的是一

种不变的存在，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

改变，只是我们的思维在变 ，在这个

前提下，也就没有了时间。 ”因此他渴

望回到白垩纪时代，看看恐龙栩栩如

生的样子，从古生物身上发现某种永

恒。 双翅目以博尔赫斯的《秘密的奇

迹》为例，提出与其想象时间不存在

不如想象时间如何永恒存在。 “开枪

的瞬间， 时间停滞了，《秘密的奇迹》

主人公额外得到只属于他的一年时

间，他只能依靠记忆，在头脑中边写

边背， 直到他押完了最后一个韵脚，

刚好过了一年，时间又开始流动。 正

是因为人对时间有意识或者能记忆，

所以才会觉得时间存在。虽然全球都

过着同样的时间， 但在不同的地域，

时间的流逝和体验是不同的。永恒是

依赖于记忆的， 想象时间如何不存

在，先想象一下时间如何永恒存在。 ”

据悉，《时间不存在》是未来事务

管理局策划的科幻 MOOK 系列图书

的首本书，收录了韩松、刘宇昆、罗伯

特·西尔弗伯格、宝树、双翅目、西奥

多·赛德等科幻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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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宏：用阅读将孩子引入更宽广的世界
本报记者 金莹

“一个人对书的选择 ，就是对人

生的选择，对未来的选择。 回顾少年

时代的阅读，我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

天， 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爱看书，而

且看的都是有价值的好书。 ”近日，在

由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策划并主办

的名家公开课上， 作家赵丽宏说道。

这场以“赵丽宏阅读课：爱看书不等

于会阅读” 为主题的名家公开课，吸

引了 200 余位现场观众和上万人次

网友通过上海市文联官方微博“文艺

上海”参与微博直播，上海市文联党

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尤存，上海市文

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沈文忠出席本

次活动。

赵丽宏不止一次地提及书籍在

困顿的青春岁月里对他的精神指引，

这次，他也与听众分享了自己成长岁

月中的阅读经历与阅读经验。对书籍

的渴求和不停歇的追寻，伴随了他的

整个青春：“书引导我远离封闭和黑

暗，向我展现辽阔和光明。 是书驱散

了我的孤独，使我在灰暗的岁月中心

存着的对未来的希望，保持着对理想

的憧憬。我选择读书作为我的生活方

式，选择书作为我的人生伴侣，实在

是一件明智而幸运的事情。 ”

当然 ，时移事易 ，数十年过去 ，

爱书人看书时需要千方百计寻觅

书籍 、偷偷摸摸读书的情景已不会

再现 ， 身处自由阅读时代的年轻

人 ，愁的不是没书读 ，而是书海浩

瀚 ，无从下手 。 赵丽宏从自身成长

经历与阅读经验入手 ，谈及深入阅

读的重要性 。 在他看来 ，“读什么 ”

和 “怎么读 ”，都是在阅读中非常重

要的环节 。

“我与自己喜欢的每一个作家都

有很深的‘交往’，因为我不仅走进他

们的作品， 也在试着走进他们的灵

魂。 ”少年时的赵丽宏，被雨果少年时

的作品《布格雅尔加》打动，从此把雨

果的作品寻了个遍；从《飞鸟集》感受

到文字的神秘、深奇妙和广阔，从此

进入泰戈尔的世界；从卞之琳翻译的

《西窗集》开启了英美文学的启蒙，还

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 》和王

尔德的《快乐王子》……一本好书，一

个打动人心的故事， 都是一个起点，

一个契机， 从一部作品进入一个作

家， 从表面的文字探寻灵魂深处，不

满足于一时的打动，要去探寻背后的

真正原因。 一个好的阅读者，从来不

是浅尝辄止，而是在不停地用眼和用

脑进行思考和寻找：“读书时，你不能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也应该是

一个思想者，一个参与者。 看到一本

好书，遇到打动你的作者，你要思考，

追究被打动的原因， 记住作家的名

字，再去寻找他更多的书籍。 读书能

使人了解世界的浩瀚辽阔、人心的幽

深博大，也能使人更热爱生命 ，热爱

生活，激发起追寻真理、实现理想的

欲望和激情。 一本好书，可能是一个

聪慧坚韧的人，用他所有的智慧和毕

生的心血追求的成果和结晶，作为一

个读者，我们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时

间，就能了解这一切，这样的好事情，

何乐而不为？ ”

作为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

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赵丽宏本人对

语文“阅读理解”的理解，自然也成为

现场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据不完全

统计，已有几十篇赵丽宏的作品入选

全国各地的 60 余种教材， 范围涵盖

从小学到高中的多个学段， 韩国、新

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

些教材也选择了赵丽宏的文章。而他

认为，语文的目的应该是把孩子引到

更宽广的世界中去 ， 让他们认识世

界，认识文字的美妙，让他们知道用

什么样的文字可以把世界描绘得开

阔优美丰富多彩。老师和家长有责任

成为孩子阅读道路上的引路人，让孩

子们在阅读的路上往开阔走，往高处

去，引导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读者。

据主办方介绍，“名家公开课”是

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新近推出的一

项文艺拓展活动，该活动将以“公开

课”的形式邀请文艺名家担任主讲嘉

宾，以线上线下的互动形式，使广大

文艺爱好者有机会与文艺名家进行

近距离交流。

九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卫报》|爱尔兰文学之旅
哪些书能让你探索真正的爱尔兰？ 《卫报》给出

了答案。 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人的身份认同和爱
尔兰文学是无法分离的。 比如，移民是爱尔兰历史
上不断出现的主题，而它也输出了一批最伟大的作
家。 如果没有离开爱尔兰，乔伊斯永远无法写出《都
柏林人》和《尤利西斯》，无法将本土的爱尔兰问题
转变成普适性的身份认同主题 。 而对于贝克特来
说，离开家乡意味着用法语写作 ，和放弃民族认同
的概念，他的小说《马龙之死》是了解爱尔兰的必读
之书。 此外，站在霍斯头岬角，面朝爱尔兰海，读上
几句叶芝或是谢默斯·希尼的诗， 也是感受爱尔兰
的最好方式之一。

《印刻文学生活志》|

文学与生活
我们能够解读两千年

前埃及罗塞塔石碑上头的
文字 ，但两千年后 ，装载着
电子书的磁碟能否被打开 ，

仍属未知。 电子书的问世 ，

方才显现纸本书的双重特
性———是记录的载体 ，同时
也是阅读器。 美国儿童文学
作家兼插画家莫里斯·桑达
克曾说：“除了阅读之外 ，书
还有很多层面。 我目睹过儿
童跟书玩耍，搓书、嗅书 。 ”

电子书显然不存在桑达克所指称的“很多层面”。 因
此，对于纸本阅读这件事 ，绝不能妄自菲薄 。 本期
《印刻文学生活志》迎来创刊十五周年。 作为文学刊
物编辑，刊载好文章，发掘新作家，固然重要。 但更
宏观且基本的任务，应是创造新的读者。 因为，一名
热爱文学刊物的读者，亦必定乐意成为一名文化产
品的消费者、文化产业的支持者。

《巴黎评论》|纪录片的艺术
本期《巴黎评论》对谈曾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

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探索纪录片的艺术。 在开
始拍摄之前， 怀斯曼往往对自己要拍的内容一无所
知，对他来说，拍摄纪录片不需要太多的前期调研，

因为拍摄过程就是一种调研。 他时刻做好了拍摄的
准备，如果人在现场，却错过记录下伟大瞬间的话，

他会遗憾地 “扯掉自己头上残余的最后几根头发”。

他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拍摄的对象， 拒绝拍摄主题
先行的电影。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终的电影成品，

就是怀斯曼整个拍摄过程的一个总结报告。 在完成
剪辑之前，怀斯曼绝不把电影给任何人看。他曾试过
咨询别人的意见， 却发现每个观众都会有不同的看
法，因此，如今的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这虽然孤独，

但也是他唯一完成创作的途径。

《联合文学》|

《儒林外史》的现代阅读
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制

度，令人难在考场上得志，吴
敬梓看尽读书人的腐败 ，最
终促成《儒林外史》这部古典
小说中空前绝后的讽刺杰作
的诞生。 在本期《联合文学》

中，作者郑明娳写道，让《儒
林外史》 具有内容深度及文
学价值的是， 它掌握人性内
在极为复杂的纹路， 走进人
物内心的深处， 也看到人类
的本质充满变数 ：“《儒林外
史》 大约容纳二百八十名人
物，表面上看，他们各自起落、互相很少关联，仔细阅
读就会发现，有些人物时常互相影射、互相补充，串连
起来就会得到很丰富的意义。 例如周进跟范进，明明
是两个独立的人物，但串连起来，就成为一个读书人
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半生和中举授官的后半生的完整
人生，它正是代表当时所有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