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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件高兴事。

在上个月里的某一天，我告诉一个陌

生人：是的。 你镶着假牙的父亲正是一位

赛博格。

不。 我是认真的。 虽然也许有点过分

认真。

技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真
正的价值和想象却失去了力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太空竞赛如火如

荼。 受到几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

卫星的刺激， 美国加快外太空探索步伐。

肯尼迪在全世界面前宣布阿波罗计划，将

人类送上月球。 当全人类为这个拓宽人类

疆域的浪漫图景激动不已时，也许只有科

学家意识到这个计划是要将人送进高辐

射、微重力、低温、真空、陨石微粒的危险

环境。 宇宙的生存法则如此严酷，人类如

何突破生理极限获得生存权 ， 是一个难

题。 一些科学家提出如何改造宇宙环境。

而美国罗克兰州立大学两位科学家纳森·

克兰和曼弗雷德·科林斯则给出另一种的

解决之道。 他们认为：人类应当主动改造

身体来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依靠

机械辅助增强身体性能。 在他们发表在

《宇航员》杂志的文章里，他们构想出一种

运用控制论和生命科学制造的生命复合

体，通过生物和机器的杂交，获得拥有某

些强化功能。 他们在实验室制造的“渗透

泵小白鼠”就是一例：一只小型渗透泵被

移植到小白鼠尾部，通过渗透泵小白鼠可

以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得到精确可控

持续的药剂摄入。 为了给这种生命体赋

名，科学家从 “控制论 （cybernetic）”和 “有

机体（organism）”两个词中，各取前三个字

母造出新词———赛博格 Cyborg。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成了弗兰肯斯

坦。 他们创造了他们的“科学怪人” ，一个

极具“破坏性”的“物种”。 当时仅仅从技术

可能性出发的概念， 经过延伸发展后，竟

然试图打破人类文明中最根深蒂固的边

界。 是的，那些最坚固的在那个时候差点

烟消云散。

1985 年，唐娜·哈洛威撰写的《赛博格

宣言》 强调赛博格是对严格界限的摒弃，

尤其是那些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

“机器”分开的界限，主张以“亲和力”取代

“联盟”。 在这篇讨论科学技术与女性主义

的文中，她用赛博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

义者超越传统的性别、女性主义和政治的

局限。 与此同时，作为拥有更广阔视角的

她做出了更具革命性颠覆性的宣告，吹响

了既定边界终结的号角。

人与动物的边界、机器与有机体的边

界、物质与非物质的边界在哈洛威的号角

声中一度摇摇欲坠。

什么是人成了当动物器官移植、无机

物植入大脑、虚拟空间沉浸这些技术发展

成熟，顺滑地进入到现实，并且逐渐普及

时，对人的界定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换句

话说，保有多少比例的人类原装器官的人

才算是人？ 要保有多少肉身才算是人？ 一

天里多少小时生活在物理世界才算是人？

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不适和晕眩扑面

而来。 尽管如此，哈洛威断言我们已经没

有回头的可能，“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

是物质上，我们都不可能回到 (传统世界 )

了。 ”她相信走进旷野的人类，在云柱火柱

的带领下，将找到他们的圣地。 然而历史

从来不是直线前进。

之后随着一部科幻电影在全球回

火———没错就是雷德利·斯科特的 《银翼

杀手》———它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从上映时

的扑街烂片翻身成为经典之作，赛博及其

相关内容、尤其其独特的视觉美学进入大

众流行文化，不但在催生激发赛博类型在

各个领域的爆炸式创作，更是将略嫌艰深

的哲学概念带入到大众视野，进入到公众

讨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 ， 赛博文化随处可

见。赛博格却成了幽灵。它没有消失，也没

有主动隐匿，而是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鬼

魂，作为一种比消失更糟糕的存在。 它和

赛博朋克、 赛博被打包放在同一个货架

上，等待被使用、被出售。 它们频繁出现在

日常对话，表示“网络”“电子技术”“人工

智能”， 又或者作为一种极具风格的视觉

风格，出现在电子乐舞会，商业广告，服装

发布会现场，甚至产品包装。 脏雨，密集的

霓虹灯牌，贫民窟和它的英雄，电子幻境

还有机械人之爱。 多么熟悉的配方，百试

不厌的可爱套路，只要罗列这些词，就自

然带上了一点荧光色的酷劲儿，就耳后生

风感到加速飞升或者沉沦， 不要害怕，大

多数的飞升与沉沦不过是迷蒙的沉浸。 你

什么也不会失去，什么也不会得到。 你沉

迷标签之爱。

与此同时， 幽灵赛博格已经进入你

身。 你却不自知。 技术早已经将人改造为

赛博格。 猪胰岛素，机械心脏瓣膜，脑机接

口，一系列相关技术早已经令我们成为赛

博格。 然而生活在技术世界与意识到技术

存在和他的影响并主动选择是两回事。 技

术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真正的价值和想象

却失去了力量。 赛博格的我们到底是人向

机器过度的中间形态，或是人类进化的最

终方向？ 单一身份的巨大惯性下， 我们

的肉身走在前面，心智却停在原地。 曾经

具有开创性革命性的观念，唤醒人类主动

进化的思想，就在无限的反复消耗与消费

中，退化成荧光色标签。

“赛博格”并不是唯一一场停下来的

出走。 它和人类文明史诸多失败分享着同

样发黄了的成功。 伟大的精神探险萎靡失

血成了空洞的标杆。 冒险成了花边。 我们

似乎最终没有超越界限。

科幻不需要跨界才能到达
文学，它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所以，我告诉别人他的父亲是一位赛

博格。所以，我在那个时刻感到高兴。这个

认真的玩笑，不，这个像玩笑一样的真话

是一场小小的悼念和反抗。

流浪者厌恶界限，无论是内部的还是

外部的，这意味通行证的必要，意味她脚

下的大地不属于她，也可能不属于任何一

个行走者。 所以她总忍不住地到处走走，

试探，甚至冒犯。

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作为 （并不代

表）科幻作者，我没有办法在文学无界这

个问题上给出一个科幻跨界的答案。 虽然

这也许是一个标准答案。 然而，写作者不

为标准答案而生：她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写作者为问题而生。 也许写作者自己就是

个问题。 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写作者什么都

不是。 她让她的作品成为问题，成为关于

可能性的问题。

科幻不需要跨界才能到达文学。 它是

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 而思考方式是可以

存在在任何文学类型， 任何艺术创作里

的。 它像是云层的投影，它变幻不定，受他

物的影响而变化，同时在他物上留下了自

己的影子，赋予他物陌生的样式，一条逃

逸的路线。 逃逸不仅仅为了离开，逃逸为

了再创造和重新思索后的回归。

两者之间需要跨越的界线也许并不

存在。 即使有，也只存在于书店销售区和

图书馆图书目录。

所以，让我们回到文学。

回到文学无界这个勇敢的宣告。 它和

赛博格一样， 走向没有边界的新世界，为

了不在昏昏欲睡的黄昏老去，为了重新拥

有一种自发强韧的生命力，夺回人类精神

世界的主动权。

这会是一次成功的出走吗？ 还是会和

如今的赛博格一起分享停滞的风景？

当科技改变人类的同时 ，

文学理应做出它的反应

文学在焦虑。 这早就不是什么秘密。

作为最古老的人类精神活动，它在加速前

进的世代里震颤不已。 它是数字最温驯的

囚徒，点击率、用次数、评分、销售额、粉丝

数都比它本身更有价值；它又是一名胃肠

神经官能症患者，它厌食又贫血，无力消

化现实过分依赖流食。 这些年里，它收到

不少病危通知书。 多有趣。 过去人们忙着

给文学寄情书。 今天，我们用同样的热情

给它发出病危通知。 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表

达对它深切的爱？

那是令人茫然的爱。 过分痛切了。 除

了病人和囚犯以及聚光灯下仍然健康的

文学，难道不是还存在着各式面貌形态植

入不同媒介的文学吗？ 它们凶猛肆意，生

机勃勃。 说唱，动漫电影，多媒体艺术，民

谣，图像小说 ，相声曲艺还有无数实验文

学作品，私小说，同人作品。 摘下数字滤

镜，浪费一点时间，出门走走，做个漫无目

的的游荡者吧，你会遇见文学。 它活蹦乱

跳热气腾腾，因为没有冠冕一脸轻松。 它

们的主人，荒野上的无冕之王，无需意识

到他们手中的“权利”，无需学习运用“权

术”。他们最大的天赋就是生活本身。他们

过着一种真正的生活。 在那样的生活里，

只要有人，就会有文学。

文学不会死。 它与人同在。 它是人类

最自然最自发的精神活动。 遭受的经历的

见证的渴求的一切，在晦暗蒙昧中寻找语

言的出口，让别人知道，更为了帮助自己

理解这一切，在残酷的无意义中创造出意

义和价值。 人类需要文学，犹如需要呼吸，

不， 即使有一天当人类不再需要呼吸，他

也仍然需要文学，需要书写和阅读。

改造肉身，不断扩展感官体验 ，增强

大脑机能， 通过内外辅助设备提升运动

能力，甚至意识上传，都无法抹除人对虚

无混沌不可理解之物的巨大恐惧 ， 对意

义和情感的强烈渴望。 即便今后所有的

信息输入都以二进制代码进行 ， 我们金

属外壳下最根本的人性也会召唤文学的

生成———一个也许我们现在无法辨别的

全新的文学。

文学不会轻易死去。 它是人性的孪生

兄弟，饮用同一脐带里鲜红的母血。 它们

的命运相互纠缠。 当科技改变人类的同

时，文学理应做出它的反应。 这一点也不

困难。 想想荒地上的无冕之王，想想聚光

灯下仍然健康的创作者，他们中的多数不

会同意我将他们称作赛博格。

这不重要。 作为赛博格,不需要承认，

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理解。 今天的关于文

学的伟大秘技仍然还是———真实地生活。

生活，真实地生活，无论你是否站在

一个错误的位置，一个不幸的时代。 只要

真实地生活， 就会察觉到现实的晃动，虚

拟与现实经验的裂缝，感到地区和时代的

差异，感受原子化个人的情感错位，感受

到信息纷繁复杂碎片化，感受到时间空间

的压缩和重叠，感到身体更大的可能性以

及生命的其他形态。

你会发现复刻与致敬已经无法表达

这些复杂激烈的感受，你所有的谦恭和自

我压抑在你的生活面前崩塌 。 你必须出

走，走出你崇敬的殿宇，心怀愧疚地告别

亡灵和遗产，走向陌生之地。

真正地生活 ，真正地做梦 。 “真正 ”，

这个词一再地被重复着———一个如果

你没有经历就永远无法明白 ，一个你即

使经历可能也无法验证的词 。 海明威们

鄙视副词 ，还有形容词 。 然而词语没有

等级 。 每个词语都应当受到尊重 。 它们

受到召唤 ， 填补必须如此表述的空白 。

没有词应该被蔑视 。 它被蔑视是因为它

未被真正理解 。 刻骨地理解你的生活和

你的语言 ，俯下身 ，双手沾满泥土———

作为赛博格 。

然后你将赢得认真生活的自由。

你将走进旷野 ， 走向有待回答的问

题，走向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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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长·自我更新

今天的关于文学的伟大秘技仍
然还是———真实地生活。 只要真实
地生活，就会察觉到现实的晃动，虚
拟与现实经验的裂缝， 感到地区和
时代的差异， 感受原子化个人的情
感错位， 感受到信息纷繁复杂碎片
化，感受到时间空间的压缩和重叠，

感到身体更大的可能性以及生命的
其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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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新‘小说革命’”“文学无界”成为文学界关心和热议的话题，我们面对的是朝向未来的一场大胆想象和创造。 “文学生长·自我更新”栏
目，邀请作家、评论家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尝试探讨并回答———“当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意义上、人类意义上的文明之大变的时候，为
了让未来依然会有文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品质和行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