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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6 日 ，“山村公益

文学课”暨“开学第一课”在甘肃省

武威第十一中学开讲。 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

心主任莫言以《读书与写作》为题，

为该校师生讲了一堂别开生面、深

入浅出的写作课。随后，北京师范大

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助理翟文铖教

授、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徐

兆寿教授， 分别就同学们的作文进

行了现场指导。 参加此次活动的还

有北京舒同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振先

生、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

任助理张晓琴教授。 活动由武威第

十一中学校长赵卫国主持。

莫言在讲课中表示， 任何一个

作家首先是一个读者， 写作者都是

从阅读起步的。 他讲述了自己年轻

时的阅读与写作经验， 认为一个好

的写作者要学会观察社会， 体现生

活，注重把握细节，以感性的形态加

以呈现。 要写出一篇有独特思想和

价值的文章， 就要洞察我们所处时

代的社会生活、 深入把握人类的感

情 。 他以一位九年级同学的作文

《雨·爱》为例，从语言、细节的角度

讲授了写作技巧。 莫言老师谈到母

亲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指出道德人

格、精神向度对于创作的重要意义。

最后莫言鼓励同学们多读经典，勤

于练笔， 为以后的写作奠定良好的

基础。

活动开始之前， 莫言向十一中赠送两幅作

品，一幅他亲自题写的墨宝“进德修业”，一幅由

他拟联、书法家王振撰写的“攀天梯立鸿志，广

学识成栋梁”。武威十一中的 200 余名师生参加

了本次活动。 “开学第一课”在全场师生的热烈

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写作中心、武威市教育局、武威市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凉州区教育局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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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言：以“非虚构式”科幻，创造丰富神秘的内在世界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在“类神经生物”技术发达 ，生化人 、

AI 与其他 “类人物种 ”泛滥的年代 ，人类

是否还拥有至高无上的优先物种权 ？ 这

样一个看似极其科幻的问题 ， 正在因为

科技的快速推进而逼近我们 。 以长篇小

说 《零度分离 》，作家伊格言仿照非虚构

文笔， 用六篇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探

讨了未来社会的种种可能 ：《零度分离 》

中，科学家通过植入“类神经生物”，以与

鲸鱼交谈 ；影后为了留住自己的爱情，将

自己的神经系统改造， 从此可以永远陷

入热恋的状态……以虚构新闻的方式 ，

他塑造了一套来自 23 世纪的世界观。 近

日，在播客“惊奇电台”中，他与主持人肖

鼠、 作家张冉共同就科幻写作中的虚构

与非虚构展开探讨。

在《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

事》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马尔

克斯都曾采用一个亲身涉入事件的报道

者的视角来写作， 读到这两部作品时，伊

格言深受震动：“这样的写法，非常自然地

带领你重走一遍调查的全过程。 ”从报道

者的角度出发，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跟随

追寻的欲望， 由此所产生的叙事次序，拥

有一种天然的推理构架。 “这可以让整个

小说的悬念从头到尾保持一种张力。 ”与

此同时，伊格言在近年来大量非虚构作品

中读到了一种夹带着的叙事者的个人观

点，“这种夹叙夹议，成为了‘我们一起推

敲这一切，探索其间的曲折和两难’，如果

评论犀利 、准确 、深刻 ，会让文本更吸引

人。 ”受其影响，伊格言决定在自己的写作

中也仿效尝试。

在科幻小说的创作领域，此种尝试并

非首次。 刘宇昆和陈楸帆都曾以非虚构的

方式切入虚构的科幻创作。 对此，张冉表

示，非虚构本身就具有一种力量感，人们

进入一个非虚构文学，预设是“我要看到

一个故事”，非虚构的设置，能使读者更加

投入和释放信赖。

在伊格言的科幻小说中，读者经常会

看到他对于内心世界的探索，《零度分离》

也不例外。 在伊格言看来，自己所感兴趣

的，是在一个人类内在幻觉的世界展开对

于多种故事可能性的探讨。 “为什么你在

做梦时感觉是真的？ 就因为它在你的中枢

神经内部发生。 人类的内在世界也像谜一

样充满了丰富性和神秘性，一点不逊于外

在世界。 我的愿望就是想创造一个‘内向’

版本的《三体》。 ”

由此，伊格言将科幻从“软”与“硬”的

区别转向了“内”与“外”的区分。 而在张冉

眼里， 科幻的本质其实围绕着一个内核：

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这种这种未知

事物可能是遥远的星空这种我们难以涉

足的远方，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心无法抵达

的世界，所有未知的东西是在一起的。 ”在

他看来，硬科幻更为接近这种内核，需要

用各种方式来论证他所要描述的故事和

设定是如何实现的，这种论证，便来自于

人们对原始的好奇渴望的解释。 张冉自己

的写作，更偏重于在社会条件经过科幻性

的改变后所产生的变化，“比如在一个形

态上科幻、未来的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

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等，这是我写作中

的一个倾向”。 而《零度分离》中的种种设

定，就是基于 21 世纪至今发生的一些事，

推演至两个世纪后所产生的结果，在张冉

的定义中，这是一种非常接近于内核的科

幻写法。

“科技对人类情感是否会产生影响？

或者解构我们对爱的建构？ ”肖鼠的问题，

也是《零度分离》尝试解答的问题。 尽管以

两个世纪后的未来世界为背景，故事中仍

存有相当多古典和传统的情感因素，这些

情感令读者备受感动。 我们对于母爱的模

板化的想象，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 纯真

的爱， 是否就完全没有相互控制的成分？

在其中的多个故事里，伊格言所探讨的不

止是科幻元素，而是对许多其他元素的化

用。 “我喜欢科幻，因为科幻最极端，而在

这种极端境地中，我们需要对很多两难的

困境作出回应，这也是在我看来科幻小说

最迷人的部分。 ”

从美食中一窥充满烟火气的江户社会风俗
本报记者 袁欢

“虽然未曾与《四口吃遍江户》的作

者饭野亮一先生谋面， 但我们因为寿

司、天妇罗、荞麦面与鳗鱼这四种美食

相遇。 ”美食作家蔡澜所提到的四种美

食正是《四口吃遍江户》一书的主角，而

对于中国游客兼食客们而言，它们也成

为去日本游玩时的标志性的 “打卡”食

物。 在两百多年前的江户，充满人情味

的街头巷尾催生出的这“江户美食四大

天王”，在历史长河里，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然而这些为人熟知的美食经历了怎

样的发展演变呢？ 背后有哪些趣味故事

呢？ 作家饭野亮一曾通过居酒屋来研究

江户时代， 这次他选择美食为切入口。

作家止庵认为这本书勾勒出了江户时

代的市井生活与庶民风貌， 读此书，可

一窥日本饮食文化堂奥。

《四口吃遍江户》新书分享会日前

在上海新天地茑屋书店快闪店“好好吃

饭”举行。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

主任沙青青和播客《东亚观察局》主播

黄立俊来到现场，从美味入手，带领读

者重返烟火气浓郁的江户街头，一窥日

本饮食文化的魅力。

江户的城市发展对饮食文化到底有

什么直接的影响呢？ 沙青青为读者做了

一次历史科普。江户即我们熟知的东京，

意指关口， 这个城市在日本传统都市里

是一个崛起非常晚的城市。 16 世纪以

前，日本整个国家的重心在关西，就是现

在的大阪、京都，关东相对来说是一个比

较落后的区域，直到德川幕府/江户幕府

开幕，这一现状得以发生历史性的转折。

后经过大约 200到 300年的时间， 江户

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大都市， 逐渐在

经贸上取代了原来大阪的地位。可见，江

户不是传统的农耕经济， 它是一个服务

业的都市，发展至今，东京也是一个以消

费为主导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性质使得

在外就餐的文化十分兴盛， 饭野亮一在

书的序言中就写道：“在 18 世纪初，江户

的餐饮店数量已经达到了 7603 家。 ”黄

立俊也提及：“与世界上其他超级都市相

比， 东京的餐馆虽然规模小、 营业时间

短，但在数量上位居榜首”。 沙青青认为

该文化源自“单身经济”，他解释说，“单

身经济”与历史分不开，18 世纪以后，江

户成为了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 其中

单身男性占一半以上， 原因一方面是德

川家族完成“天下布武”大业后，为重修

江户城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 另一方

面是德川家族“参勤交代”制度下，随大

名单身赴任的大批男性随从。 这些没有

妻女在身边， 衣食住行通通仰赖周边商

铺的男性生活需求， 催生了发达的服务

业，其中餐饮业的表现尤为突出。

沙青青认为饭野亮一以食客和历史

研究者的双重角度来写作这本书，他花了

大量笔墨描写食物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

此作了颇具趣味的考据。比如说荞麦面乌

冬面之争，吃天妇罗为什么要搭配白萝卜

泥，他还谈到了书中的一个小细节：“江户

前”这一概念，对于讲究的美食饕餮来说，

江户前的鳗鱼是最好的，指的就是东京湾

一片海域里的鳗鱼。 但经过几百年的发

展，东京不断地填海、拓展，江户前的那片

海域越来越小。现在比如在东京超市里买

到的鳗鱼有很大部分是中国福建产的。黄

立俊就此话题提到了日本人“丑之日吃鳗

鱼”的习俗，指 8月里食用鳗鱼，有益于治

疗苦夏之症。但他认为这其实是日本商家

一种成功的营销策略，从这一角度延伸开

去，他指出日本在饮食文化战略上有其独

特的运行规则。 怀石料理、二郎寿司等高

端料理品牌，打造了日料“昂贵精致”的印

象，同时，东京又是全球米其林三星餐厅

最多的地方，在这里也可以吃到顶级的意

大利菜或法国菜。 除此之外，日本有名的

纪录片《寿司之神》记录了寿司匠人小野

二郎的职人生涯，《天妇罗之神》则讲述了

早乙女哲哉的经历，这些日本匠人们秉持

“一辈子只做一种料理”的理念，受到了广

泛的赞誉。 “日本的餐饮文化中有着自己

的一套哲学， 当中糅合了他们的世界观，

因此更容易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走向世

界。 ”黄立俊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推广自

己的美食有借鉴意义，“中国有历史悠久

的餐饮文化，某些时候，需要了解我们在

向谁推广我们的美食文化，我想我们需要

把软实力、 世界观的东西附着在上面，这

样更能讲好中华美食文化自己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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