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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科幻 30 年：个人史与社会史
杨虚杰

吴岩简介
吴岩 渊1962-冤袁 北京市人袁 科幻作家遥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尧 文学院兼职副教授曰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遥 著有 叶心灵探险曳尧 叶生死第六天曳尧 叶抽屉里的青春曳
等科幻小说曰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野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冶袁
主编 野科幻新概念理论丛书冶尧 野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丛
书冶尧 野世界著名科学家科幻系列冶 等科幻系列丛书和 叶领导心理
学曳尧 叶教育管理学基础曳 等著作遥 作品获得过国家图书奖尧 野五个
一冶 工程奖尧 全国科普奖尧 科幻世界银河奖尧 新闻出版署重点图书
奖等遥 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袁 并曾赴美国尧 比利时尧 澳大利亚尧
意大利尧 日本尧 香港和台湾等地区讲学或访问遥 主持国内第一个科
幻硕士研究方向遥

题记院
没有谁像他这样袁 以一种难以名状的方式坚

从 野抛弃冶 到坚守

守着科幻遥 也没有谁像他这样袁 与中国30年的科
幻这样血脉相连袁 对科幻的热爱袁 改变尧 造就尧
影响了他遥 他的一切欢愉尧 痛苦都与科幻相连遥

杨虚杰

您是怎样迷上科幻的钥

透过他的经历袁 可以看出中国科幻的这一段路

吴

我在北京的空政文工团大院长大，

程院 新生与创痛袁 放弃与坚守遥

岩

从出生年到1978年之间，我们大院里有个资料

最重要的是袁 这是他青春的记忆袁 如今袁 已

室，文革期间我们就从窗户跳进去，发现里面有

过不惑之年的他袁 依然不能忘怀袁 他虽然一直跨

很多书，书上都是尘土，那些书都是当时不准看

界而行袁 但是却在全方位逡巡科幻院 创作尧 研

的。里面有凡尔纳的书，如 《海底两万里》 等，

究尧 教学尧 社会活动尧 出版袁 甚至与国内外交

这些书现在我还有。当然，也有一些苏联作家的

流遥 在这个领域袁 他是一个没有名衔的领袖袁 以

科幻作品。我从小喜欢科学。我有一个表哥，一

一种姿态袁 影响着科幻圈子遥

天到晚喜欢在家弄些试管、酒精灯等来做试验，

他袁 就是吴岩遥

也喜欢天文等，全是与科技有关的。我看了感到

收稿日期院 圆园园怨原员员原员圆
作者简介院 杨虚杰袁 叶科学时报曳 社主任编辑曰 Email: yangxujie@263.net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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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基本上是他在影响我，我隔一两周，

拜他们。北京一开科普方面的会议，我就去。

到表哥家去一次。当时也看过 《元素的故事》

当时我还是学生，与人家交谈、留地址等，这

等科普书，真是好看，但是放在床边，很久才

也让一些人看着不顺眼。当时叶永烈给国外写

能看完一章，不如看叶永烈的看得快，叶永烈

一篇介绍中国科幻现状的文章，还提到我是中

有一本 《燃烧的故事》，我还一笔一笔地抄过。

国当时年龄最小的科幻作家。这也是我卷进后

我还看过当时 《我们爱科学》 的最后一两本，

来的风波中去的原因。
杨虚杰

觉得很好看。就是说对于科学的，特别是有故
事的科学，都爱看，科学一加上幻想就更好了，

培养的历史钥

当时苏联的科幻小说，我记得看过一本 《人造

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少年儿童

小太阳》，好得不得了。当时科幻只有苏联的、

出版社要搞科学读物编辑室，就把余俊雄等人

凡尔纳的。这里有个小故事，叶永烈开始写科

召回来，他们还特别注重培养年轻作者，我和

幻小说以后，我们在北京见面时，我问他，美

郑渊洁就去参加过培训，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

国有科幻么？他说，美国有一个阿西莫夫，他

楚，我们俩一人穿一件军大衣，因为他是从部

只写科普。后来他为阿西莫夫的中文版科幻书

队下来的。他比我成熟多了，他说，他工农兵

写序言，可见，当时大家的信息很闭塞。

都当过。郑当时在大华无线电厂当工人，他也

除了大院里的图书馆，我母亲复员到“地

写过科幻。

方”以后，我在朝阳区少年宫图书馆中找到了

杨虚杰

原来的 《科学大众》、 《知识就是力量》 等杂
刘兴诗等全见到了，这个圈子就算打开了。
杨虚杰

你在很早就发表作品袁 我想你的

语文尧 作文也不错吧钥
吴

岩

你当时还在上学袁 参加这样的活

动再加上创作袁 会花上一些时间吧钥
吴

志，并认识了一些科普圈的人，比如童恩正、

岩

是啊，紧接着就是没有考上大学，

事情就闹大了，父母不高兴，还有一些人盯着
这件事，叶永烈等人每次与我见面都谈，你还
是要上大学。
杨虚杰

我的作文还不错，但是成绩并不

如果是喜欢创作袁 我认为您上大

稳定，要不很高分，要不不及格。有时候也让

学怎么也 应 该 是 读 中 文 系 袁 怎 么 想 到 读 心 理

我去参加作文比赛，但都是名落孙山。

学钥

杨虚杰

你在中学时袁 创作的欲望是自然

而然的钥
吴

吴

岩

这些也与他们都讨论过，他们说，

你要是写科幻，就必须学科学，但文学必须自
岩

是的，是自然而然的，我在上课

己学，所以我高考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第一年

的时候也经常写小说，一本一本地写。给叶永

没考上，外语不及格，化学不及格。他们告诉

烈老师看的第一篇是怎样用放射性技术育种，

我要写科技的东西，必须要受高等教育。复习

这篇写好投出去后，被退回来，我现在还记得，

了一年，我的运气特别好，被北师大录取，当

叶永烈曾经说，你的作品中把放射性当做一个

时为了我录取的事情，还找到北京市招生办的

负面来写，这是一个“问题”。后来又写了几

白介夫调停。但是特别奇怪，上大学以后，反

篇，我感觉自己是个科幻“迷”，但是写得不太

而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基本上什么都没写，发

好。90年代开始，感觉自己开点窍，在少年科

表了一篇文章，得了奖，但是写得很差，那时

学画报上发一些短篇，比如 《神秘的电影院》，

的科幻已经到低谷，作品得奖的门槛很低。直

每一个故事中都有一些小感动。

到1986年我在师大工作以后，90年代初，我才

杨虚杰

你很愿意与当时中国科幻界人士

交往钥
吴

突然开了窍。在此之前，我是幻想型的人，有
很多小时候的那种幻想，到后来，经历一点事

岩

非常愿意，不仅是 科幻界人士 ，

还有科普界人士，我看过他们的作品，我很崇
92

岩

还有一段你作为青年作家被重点

后，逐渐把那些幻想扔了、放弃了，反而写出
幻想的东西来。我感觉是这样，当你知道现实

杨虚杰

亲历中国科幻 30 年院 个人史与社会史

是现实，你的幻想反而自由了。所以我在90年

艺》。他是科普领域的“先进”，这不是什么虚

代写了两个长篇、一些短篇。

名，他确实是选题敏锐、深入浅出，还有一点，
永远会按时交稿。于是，各大媒体什么事都找

科幻进入低谷

他，有时候 《文汇报》 一版都是他的文章。后
来， 《中国青年报》 上开了一个专栏，叫科普

杨虚杰

上大学时袁 虽然写不出东西袁 但

是袁 还想着科幻这件事钥
吴

岩

那时科幻已经进入低谷。曾经发

小议，我听说，开始的几期是有铺垫的，发了
几篇非常一般的文章。后来突然转向科幻，非
常重磅的一篇，就是针对叶永烈的，甄朔南写

生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教室上课，透过门缝，

的 《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给人的感觉是非

我看到郑文光先生的夫人正在朝我招手，我出

常重磅的炸弹，讲叶永烈一篇关于恐龙的作品

去后，才知道，那时郑先生已经瘫痪了，好像

是完全不懂科学，思想性不好，就是伪科学。

是作协或者文联要为对科幻的批判开一个调停

叶永烈马上就写了一篇，来回答这篇文章提出

会，两边都要拿出东西来，我一直都有剪报，

的问题，但是甄是推理式的语言，而叶是叙事

所以，我就赶紧回家给他们去取剪报。

性的。很快，甄再写一篇，但以后叶却没有声

杨虚杰

对科幻的批判袁 起初是怎么一回

音了。后来才知道，是报社不给他发了。此后
又发表了几个系列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批评

事钥
吴

岩

我的感觉是，最初科幻和科普这

我的 《引力波的深渊》 这部作品，大概是说，

两拨人的关系很好，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

这个中学生写的，思想都有问题，把科学家写

陶世龙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一块写作写出

成疯子；不能再宣传这样的人。实际上，他们

来的，他们总在一起开会，其中一些人之间的

的目标可能是大连的作家尤异在我的作品前面

关系好得不得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非常

加的点评。尤异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报纸再

年轻的叶永烈老师也出来了，而且特别出名，

发表文章说，这孩子就是不对，凭什么不能说

成为了真正的明星，他当时是全国惟一的一个

啊？同期，还批判了童恩正，他是被系列性地

先进科普工作者，叶永烈被各地请去讲创作等。

批判过的。一二年以后，开始对郑文光的 《太

对两批人之间产生的裂痕，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平洋》 进行批判。郑文光看了这篇文章后不久，

我在美国见到童恩正时，他的说法是，叶永烈

就瘫痪了。这件事掀起的波澜非常大，再加上

写文章提到钱学森大跃进时对粮食亩产的推算，

《科普创作》 上发表的一些评论，正好赶上清

认为太大胆、是科幻。于是，出现了一些人为

污。本来中央的清污运动中没有科幻的事，但

钱学森卖力去打压叶永烈。70年代，叶老师拍

莫名其妙地，科幻变成精神污染的一部分。后

过关于宇宙飞行的电影，找过钱老，两人关系

来听说，是有人写了告状信，提交了黑名单。

非常好。不过，后来钱老确实对科幻有过发言，

叶永烈 肯 定 首 当 其 冲 。 他 有 一 篇 科 幻 小 说 叫

大意说，科幻我没怎么看过，就看过一篇，是

《黑影》，就有人批判叶永烈思想上有“黑影”。

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看的，是科幻的鼻祖凡

后来新闻出版署发文，全国科技出版社都不能

尔纳写的 （估计是 《海底两万里》），里面说用

再出科幻图书，很多报纸都发了好像出自一个

钠来开潜水艇，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

人手笔的“评论”。

钱学森是中国科协主席，于是，出现一些人要
替钱学森来打压叶永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
谁也不知道。 此外，对这个问题还有“嫉妒说”
等等。

杨虚杰

整个科幻袁 包括你自己受到什么

影响钥
吴

岩

1984年以后，所有的出版社都不

出版科幻图书了。在中国就是这样，看似公平

但是，叶老师当时确实非常出名，他在全

合理的一个政策，但实际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

国各地演讲，讲稿汇合成一本书——
—《论科学文

设定的范畴。我当时在北师大，学校还好，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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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我们不管。现在，25年过去了，我觉得这

的事件和参与者 野一笑泯恩仇冶袁 你怎么看这个

件事的后果，第一是把中国科幻发展的势头打

说法钥

掉了；第二就是给科幻读者造成很坏的影响，

岩

我认为，还是反思深一点好，一

在全国读者眼里，科幻就成了一个坏东西，这

个欣欣向荣的事业，被迫从巅峰掉到低谷，能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够一笑解决么？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下，借用政

杨虚杰

听说你最近在大连科学传播会议

治或行政的手段打压的过往，不可能一笑解决。

上讲袁 野愿园年代的科幻运动是对传统科普的第一

大家应坐下来，把这件事说清楚、搞清楚，从

次突围袁 那时多数最优秀的人才离开了科普行

中吸取教训。不能说作品没有一点错，当时也

业冶袁 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钥

有很烂的作品。当然，不是他们说的政治思想

吴

岩

关于什么是科普，什么是科学传

问题，而是本身不够丰富、科技上也不够创新

播？在我眼里很简单，科普作品就是以科学霸

等等。但是，这些问题，不足以上升到精神污

权为主要内容的大众话语体系，文本中一旦出

染的范畴。如果现在一笑，就证明前面的打压

现矛盾，科学是最终的宰制者。作品和作家，

全是对的。好在，经受了打压，科幻界反而团

都是科学的奴仆。而科幻，是文学，作品和作

结起来，到现在我们也还是比较团结。我赞成

家不是科学的奴仆，科幻作品中有文学规律的

把事情说清楚，但不赞成追究个人的责任；不

宰制，科学活动只是相关内容的一个部分。在

过，还是要知道对错。当然，整个事件也很可

这样的情况下，窝在科普范畴之内的科幻作家

能是另外一种叙事。讲出来好啊！我愿意知道

势必会有一场突围。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就是

这个故事，我不想蒙在鼓里。

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科幻作家对传统科普所做的
一次突围。他们的口号是，科幻是文学，如果
文学与作品发生冲突，是要以文学规律来决定

杨虚杰

那么后来科幻的走向是否发生了

变化钥
吴

岩

对，的确是当时一下子改变了科

的。对传统科普的第二次突围，应该是后来科

幻的走向。严格说，跟现在的思想相比，童恩

学文化倡导者所做的突围，他们的口号是要反

正等人的观点还是太保守了，也有些地方有偏

对科学主义。两次突围都可看出，参与者是试

颇。科幻确实是文学，但是，它的确跟科学有

图建立一种作品与科学之间的张力关系。科幻

关系，跟科学相距比较近的科幻，也是科幻的

是什么，它不简单地属于科普，而是社会大文

一种，也应该得到大力发展。不过，在那样的

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时代，当一个权力体系希望消除一个文类的时

杨虚杰

在那个时候袁 真的是很多科普尧

科幻人才离开了么钥
吴

岩

候，一切都停滞了。我们最近做的科幻研究表
明，科幻理论在世界各国都多种多样，把科幻

最优秀的人离开了。这些人在五

当成是科普教育的算一种，把科幻当文化革新

六十年代都是科普、科幻双栖人，但突围被打

的算另一种。在中国，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两

压之后，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肖建亨后来去炒

种的典型代表。两个人的思路完全不同，鲁迅

股，现在在国外；叶永烈写传记去了；郑文光

的脉络后来出现了顾均正、郑文光和今天的刘

瘫痪了，寂寞中去世；童恩正找机会出国，也

慈欣，梁启超的脉络后来被老舍、金涛到今天

因病去世了。苦了的是科幻事业。科幻小说与

的韩松所承接。科幻可以成为科学引进的调节

科技文章不同，在于它有很深刻的社会背景；

物，更可以成为思想实验的伟大场所。对公众，

它要顾及好多元素，多种元素平衡就是智慧。

它还是治疗现代社会疾病的有效小说。科幻实

世界缺少了科幻，文化就缺少了一些灵性：与

际上不是一个文类，而是一个较大的文学空间。

当代科技相关的灵性，不是传统幻想作品的灵

杨虚杰

您怎样评价那一段历史钥

性。

吴

它逼迫着我们要深化对科幻的认

杨虚杰 有人说袁 科幻人现在应该对愿园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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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岩

识。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为寻求科幻的合法性

杨虚杰

而工作。

亲历中国科幻 30 年院 个人史与社会史

的社会现实的关注袁 在别的国家是不是也这样钥
吴

跨界袁 我还是一个科幻迷

岩

应该说别的国家好得多，因为他

们不把文学作品看得那么重。科幻产生在欧洲，
到达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

杨虚杰

你在北师大开设科幻课程袁 是什

么时候的事情钥
吴

岩

我 在北师大 开科幻课 是 1991 年 ，

它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本地区当时的需求。
中国也是，那个时代，需要重振中华，需要德
先生和赛先生。二是和传统文化有关系。科学

课程的名字叫“科幻小说评论与研究”，面向全

进来的时候，是个异类文化，和传统文化有个

校的跨系公选课。第一次就有130多人来选，最

交融问题。本世纪初就没有交融好，很快沉没

多一次有600多人选。1991年北师大鼓励老师开

下去。现在，中国逐渐走向国际化，科幻又可

公选课，我就琢磨，科幻能不能纳入进来。正

能会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没有人管的“孩子”。

好我们资料室的一位老师，她先生是研究鲁迅

我的感觉是，这样更危险，奇幻没出来的时候，

的王富仁教授，我就找他替我领衔，第一年的

所有幻想文学读者都让科幻收了，奇幻的门槛

时候我们一起开了这门课，他给我们讲的第一

很低，它一出来，很快就有很多人转过去了，

讲，谈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幻的文学土壤。

所以，未来并不是特别乐观。

我听了以后非常受启发。这门课开了10年，一

杨虚杰

您在组织学生做中国口述科幻史

直到2001年我要出国才结束。杨鹏、星河都是

的工作袁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幻还有哪些值得记

在这门课上出现的作家。他们俩是一个班上的。

取的历史钥

当时有找我约稿的，我让大家写，后来只有他

吴

岩

80年代前，科幻爆发的那一段很

们俩写了，每个人的第一篇稿件我都改了八遍

好，中国从来没有一下子出现那么多作家和作

以上。

品的历史，大家都可以放开了写。那是很值得

杨虚杰

后来您又与王泉根等老师一起开

留恋和回味的。并且，那时的一些好的东西，

设了国内第一个科幻硕士点袁 现在的情形怎么

发展起来可能就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但是，后

样钥 您的初衷是什么钥

来截断了。还有就是 《科幻世界》 的成长，从

2003年的时候，文学院的王泉根

几千册到上万册，到高峰时的40万册，这也是

老师找到我，直接给我打电话，科幻成为他们

一个奇迹，全世界也没有发行量这么大的科幻

现当代文学里的一个方向。2003年开始招收这

杂志。还有，过去是在思想上绕圈子，现在开

个方向的硕士生，每年招两个学生。现在真正

始对科幻进行语言上的、文本上的探索。作家

科幻迷考进来的比较少。第一年三个，后来每

开始深入到创作中去，但是还没有找到市场化

年两个。考这个专业要有现当代文学的底子。

中的途径。比如说，科幻的真正读者其实是青

理科学生考上来比较难，有一年，一个清华学

少年，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为青少

生差一分，但就是招不进来。

年写作的人不多，应该有比现在多10倍的给青

吴

岩

杨虚杰

据我所知袁 你在北师大的 野正业冶

是教育管理学院教授心理学的老师袁 这种跨界
生活袁 怎样平衡钥
吴 岩院 是。同时做两件事情，人会分裂。

少年的作品。我相信如果做得好，科幻作家的
收入不会比郑渊洁和杨红樱的差。
杨虚杰

从科幻创作到科幻理论尧 科幻史

研究袁 所做的这一切袁 其动力是兴趣更多还是

从这个学期我调到北师大的课程与教学研究院，

责任更多钥

从事科学教育，可能会好一些，今后这边是科

吴

岩

现在做理论研究 ，纯粹是 责任，

幻作为文学，那边是科幻作为科学教育。教育

说到底，我还是一个“科幻迷”。我既不是一个

管理学院那边还有一些课，上完就完了。

作者，也不是研究者，但没有办法，把我搁在

杨虚杰

对科幻的科学性袁 以及它所表现

这个位置上，就要把这些都做了，然后别人在
95

1
5
4
6

20 09
08 年8
07年
10
10
2
12
月
月
月
月

总第渊010冤
总第渊009冤期
第
3 卷 总第渊023冤
4
总第渊016冤
总第渊01圆冤
期
期

这个基础上再走。我们的“科幻文学理论和学

类所占据，此外，它还会跳出文学进入文化、

科体系建设”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惟一的科幻

设计等过去不可想象的地方。比如说，它被就

课题，等我把这15本书都做完了，希望再搞个

张艺谋运用到了奥运会的开幕式。

刊物，汇集起各方面的力量，把研究工作积累

杨虚杰

科幻与科普的关系是怎样的钥

起来。

吴

在中国历史上，科幻与科普有着

岩

杨虚杰 你自己今后的打算钥

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外不是这样的。现在已

吴

相对于那些创作先锋来说，我只

经看清楚，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不是一类

是一个“爱好者”，到了这么一个位置，我只是

作品，但是，科幻能不能用来进行科普和科学

做了一些组织工作。实话说，我是在做科幻概

教育？我认为它的潜力很大，就是说，用它为

念的营销。只要社会上有什么事，我们就把科

由头，来看世界的本源，但不涉及真伪。我一

幻拿出来说说，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想再写

直举卡尔·萨根的例子，他小时候看了火星的科

些东西，已经有几年没写了，至少是可以给青

幻，就迷上了，随后，他去找火星方面的科普

少年写写。现在没有人关注这方面。下一步，

书看。一看，发现小说中许多地方全写错了，

还要恢复国际上的联系，出去开几个会，设计

但是，萨根从来没有反对过科幻小说。他还不

一些课程，通过这二三十年的经历，对科幻有

断地讲述这段经历，认为是科幻领他进入了科

了全面的认识以后，知道了它在科学教育中的

学大门。前两年国外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拿一

作用，它是很好的科学教育的“引子”。

篇科幻文章和一篇科普文章同时给孩子看，看

岩

我曾经想过，就是科幻是不是走到头了？

完做测验，获得一个结果，过两个月再做一次

科幻本来是敏感者对科技和未来进入现实的体

测试，最后发现科幻与科普相比，从短期看，

验，这其中，未来跟现实之间有个距离，但是

好像科幻不如科普获得的教育效果好，但从持

现在科技已经超前进入现实了。于是，过去那

久性上看，科幻给孩子们更多的在科学方面的

种科幻的感觉便没有了。另外，纸质媒体也就

情感启迪和兴趣的激发。换言之，是对个体科

是小说这种形式本身已经衰落了，被电影、动

学向往的更持久的引领。我目前正在设计一些

漫等取代，这个趋势很明显。当然，不是说科

这样的研究。

幻会死亡，作为一种文学空间，它会被各种文

（上接第 90 页）
又有艺术。要有严肃的态度，要好好选镜头。
只要认真对待，这片子是可以搞好的。”
《向宇宙进军》 样片出来后，1979年4月27
日和9月8日晚上，分别在七机部小礼堂和文化
部电影局，举行了两次审片会，钱学森同志都
参加了。出席观看的还有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
部分领导同志。这部影片引用了一部分国产火
箭、卫星的实物镜头，还有航天员的训练情况，
这在当时航天业界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是很不
容易的。后来 《向宇宙进军》 全片又作了几次
96

修改，于1980年代初在全国公映。不过当时公映
的只是前两部： 《飞出地球去》 和 《卫星的应用》；
第三部 《载人航天》 由于题材敏感，只在内部放映。
钱学森同志逝世，中国失去一位世界级的杰
出科学家，我们失去一位毕生支持科普事业的学
术大师。钱老对科普事业的关心支持是全面的，
可能由于他所从事的专业缘故，航空航天科普受
到他更多关注和厚爱。谨以这篇小文，表达作者
对巨星陨落的沉痛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