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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切割的城市：
当代中国科幻的城市想象
罗小茗

【内容摘要】 在经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后，中国“城市”的特征逐步成形。当代中国科幻对“城市”的书
写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具体而特殊的把握“城市”的方式。这一方式既包含了人们对被高度分
割的城市空间及其隐含的社会不公的不满，也反映出城市中人因无力打破当前困境而产生的顺
从与自我辩解。在这一想象性关系中，“城市”成为难以思考和无从反抗的对象。尽管科幻小
说可以通过重置时间和空间来重新构想城市，带来看似新奇的城市想象，但离开了对时间的社
会属性和社会劳动议题的深入思考，这一想象方式同样陷入困境。
【关 键 词】 城市
【作

城市空间

当代中国科幻

时空兑换

社会劳动

者】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与国族建构研究”（15BZW039）

握社会和自身命运的惯性方式，成为当代思想

作为想象单位的“城市”

的基本命题。
列斐伏尔区分出两种不同的城市。一种是

对中国社会而言，“如何构想城市”这一

①

H e n r i

Lef e bv r e,

由建筑物和物质实践构成的当下的城市（city），

Writings on

命题正变得格外紧迫。这不光是因为日益走高

另一种是作为社会性事实而存在的、由人们

Cities, translated

的城市化数据，也因为随着“中国崛起”，将

的想法孕育组建并因此具有想象维度的城市

and edited by

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视为崛起的标志，将“城

（urban）。两者既不能混为一谈，也须免于割

市”与“中国”叠加压缩成展开想象、寄予希

裂。 ①而文学书写，作为梳理经验、构想城市

望的基本单位，正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在这

的重要方式，自然与后一种城市之间有着极为

Blackwell

一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城市生活，分析中国城

密切的关系。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

Publishing,

市得以运行的基本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把

关系尤为缠绕。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很大程

2006,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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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后来者的城市规划和建造，是在向西方

度上处于重新构想“城市”的边界地带 ；以及

“看齐”的过程中对既有城市观念的想象性落

什么样的想象力的线索可能在这一边界地带孕

实。而另一方面，本应在此过程中一并滋生的

育而出。

对城市及其未来的想象，又受制于既有概念和
其他现实因素，生长得颇为艰难。于是，现代

毁灭之城与封闭之人

中国城市一方面具有普遍的现代性特征，散发
着民主、先进和美好的光芒 ；另一方面，又因
中国特殊的现实因素，如特有的土地所有制、

钟爱的主题之一。毁灭往往引发人们对城市的

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社会资源空前集中、高度

复杂情感和矛盾态度，凸显对城市的基本理解，

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社会空间的迅速商品化、

并在这一理解中重新发现人的位置。

权利与义务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分离等，获取了

① 阿尔都塞 ：
《意

“城市毁灭”是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最为

伴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

自身的新特征。当代文学急需捕捉和把握的，

的脚步，对中国城市和城市毁灭的书写，日渐

正是这一类正在生成中的中国城市的特征。它

增多。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 2009

们将构成后发国家反思城市命题的基础。

年《九州幻想》杂志在立春号中推出“看不见

这也就意味着，在此过程中，文学需要不

城市”和“城市毁灭”两个系列，号召中国当

断重新区分想象和想象力。在这里，想象指的

代的科幻作者从“魔兽、异世界和大清国的醉

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主体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

生梦死中”走出来，写写自己生活的城市，因

①

识形态和意识形

得以形成的一般条件 ，是人们对既成事实的

为“中国式幻想，还是得中国人在中国城里来

态国家机器》
，陈

城市和自身关系的基本看法，它构成了当前社

制造”。2013 年，这两个专栏的征文以《毁灭

越编译 ：
《哲学与

会秩序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想象力则是

之城 ：生命副本》和《毁灭之城 ：地球碎块》

在此基础之上展开更为灵活的探索，更加自由

之名结集出版。②尽管这些作品多少有戏谑的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地思考人和城市、社会之间关系的能力。审视

成分，不过，作为 2008 年后开始的围绕中国

2004 年。

想象中的城市与作为既成事实的城市之间的实

城市生活的书写，它们仍颇为集中地呈现出，

② 刘慈欣、骆灵

际关联，协调、更新乃至重新构想其中的关联

当“中国崛起”这样的意识正被越来越多的人

左等：
《毁 灭 之

方式，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回避的责任。在这个

分享之时，当代中国科幻如何想象城市的毁灭。

政治 ：阿尔都塞
读本》
，长春 ：吉

城 ：地球碎块》
，

审视和想象的过程中，当代中国科幻的位置颇

部分毁灭源于突如其来的外部力量。比如

为特殊。一方面，作为被派定了天马行空、恣

信息隔绝 ：
《地球碎块》中夏尔巴人把地球锯

海天、有时右逝

意想象任务的书写类型，它受到现实的制约和

成了很多块，人们无法穿过“夏尔巴之墙”获

等：
《毁 灭 之 城 ：

牵绊无疑最少。任何社会条件都可以用“未来”

取任何外部消息。而城市的发展是如此依赖于

生 命 副本》
，北

或“幻想”之名拆除、修改或添加，无需赘言

信息流通，任何信息隔绝都将导致城市的萎缩

京 ：新星出版社，

其真实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恣意的

和城市人的消亡。再如空间压缩 ：在《Biu 的

特性，使得这一类型的书写就“城市”而呈现

一声消失》中，古都南京因空间折叠而消失，

的想象和想象力之间的界限与实际关联，更为

只留下一块荒地上的木牌 ；
“我”刚买的房子，

触目，值得探究与深思。

也在这一折叠中荡然无存。城市因为外部力量

北京 ：新星出版
社，2013 年 ；潘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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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考察当代科幻小说对中国城市的书

突然出现 / 消失，人的命运由此改变，这或许

写，究竟呈现出哪些人们在把握和想象城市时

是中国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中才有的特殊感受。

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表现出何种对于城市的

另一类毁灭则由城市内部的运作引发。比

实际理解 ；在当前语境下，这一理解在多大程

如过度开发 ：
《南屏晚钟》中，杭州的毁灭源

微信公众号

城

于城市大肆开挖地铁后古生物的复活，恐龙们

现得最为突出。在这篇小说里，世界各大城市

一跃而出，捣毁了这座城市。《播种》里，柳

纷纷脱离地球飞向太空，并在这一起飞的过程

州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成为各平行世界争相

中继续拥挤和争抢。唯独房价最贵的北京城，

开发新型交通工具的首选之地 ；从不同平行世

因为政府在最后一刻获取了统计数据，就此甩

界呼啸而来的火车纷纷在此脱轨，埋葬了这座

掉了全宇宙，“震动了一下，落回了地面”。而

城市。而更为伤感的毁灭，源于城市之间的残

在抵御北京起飞的过程中，北京人和外地人的

酷竞争。在《襄樊的精灵》中，小城襄樊变成

作用，在政府的定义下，也完全不同。政府要

了幽怨的孤魂野鬼，痴心地以为只要留住城中

求北京人集中到天安门广场，靠人体的重量压

之人，它就会变得和北京上海一样。

住二环以内的北京，抵抗起飞 ；外地人则不在

不难发现，无论是城市内部的过度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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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号召之列，没心没肺地讨论着“如此一来，

城市在外力干预下的任意扩张和收缩，还是城

北京房价更贵了”的话题。对今天的年轻人，

市历史在高速发展中被轻易抹除、城市之间由

尤其是那些从其他地方进入大城市的人来说，

于资源和人力的竞争所形成的森严等级，小说

各大城市作为“飞地”彼此竞争，执行只属于

设定的这些毁灭性因素，大多在当前中国城市

“飞地”的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并不太过意

发展中居支配地位。很难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

外。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在

中国特色，它们中不少也是新兴国家大力发展

这次灾难中，北京最终依靠政府部门，成了地

现代城市时的通病。不过，这一系列对城市毁

球上唯一伟大的城市 ；居住在北京的绝大多数

灭的描绘，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在饱尝实际

人，既是被弃之不顾的对象，也是幸灾乐祸的

的城市化过程带来的高企房价、日益严重的城

旁观者。

市病和环境污染以及社会不公之后，人们逐步

在刘慈欣的《太原之恋》中，这种政府 /

凝结起来的对城市的一整套评价方法。上述对

普通人与城市的关系，似乎被颠倒过来。小说

城市毁灭的想象及隐含其后的批评，构成了其

把发起城市毁灭的力量，设定在一群毫不相干

中最为显著的部分。

的小人物身上。从充满怨念开发“诅咒 1.0”

然而这并非它的全部。城市的生存与毁灭，

市

的失恋女孩，到升级版本的 IT 考古爱好者，

从来不只关乎城市发展模式，更是与城市中人

再到把这一程序真正变成毁灭诅咒的“大刘和

的生活状态——由此类发展带来的人与城的实

大角”，每一个毁灭的参与者，都是城市里最

际关系及对这一关系的认知和想象，密切相

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毫无目的、接力棒式的

关。有意思的是，较之于批评城市时的明确和

怨念，经由技术和网络，最终让整个城市乃至

① 然 而， 并 非

严厉，科幻小说对城市中人的描述，要轻描

世界陷入毁灭。①政府在这场灾难里无能为力，

无意识地，刘慈

淡写得多。这常常表现为，城市毁灭的主角总

因为此时真正支配城市的力量，来自每一个无

欣如此形容撰写

是无足轻重、措手不及的小人物。平日里，他

所用心的普通人。这样的书写看起来和《北京

着诅咒病毒的女

们将城市视为理所当然的所在，不假思索地仰

以外全部起飞》截然相反。但无论是对小人物

仗和享受 ；灾难到来时，则往往束手无策只求

们略带善意的嘲讽，还是对他们在不经意间造

亚织工》中的两

自保，乃至弃城而去。与此同时，政府在城市

成的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后果的描摹，其实际

句诗 ：老德意志，

中的作用则举足轻重，有组织地应对危机的任

凸显的都是普通人无从切实把握自己和城市

我们在织你的尸

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感到的茫然与惶惑。

布， 我 们 织！我

务，总是由它出面完成。
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和举足轻重的政府间的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是离开了“城市毁

对比，在潘海天的《北京以外全部起飞》中表

灭”这样的灾难性主题，当代科幻在想象城市

孩：
“我们不由想
起拜伦《西里西

们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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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也更愿意强调城市笼罩一切的强大和普
通人的无能为力。在这种强调中，城市与其说

① 韩松 ：
《老年

无从抉择。
显然，在这一类对城市的描写中，城市总

是人们组织起来、展开生活的有意义的空间，

是以社会整体效率为最高追求，依据不同的

不如说是屏蔽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城市越是

名目，分割成等级森严的空间，最终带来的却

隔绝与封闭，就越有利于化解矛盾于无形 ；城

是城中人的日渐软弱与逐步退化。人不仅失去

市和人的关系，也就只剩下了治理和被治理这

了控制外部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就连

一个选项。在韩松的《老年时代》中，城市便

做出有意义的选择的能力也一并失去。把这一

①

时代》
，
《科幻世

被赋予了此种职能。 城市的建筑、地理位置

时期的城市书写和几乎同时的好莱坞科幻电影

界》2013 年第 10

和运作模式，是天马行空还是按部就班，都已

对比，便会发现，尽管日益封闭、高度分割的

期。

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被明确区分为两种类

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全球现象越来越为人们所注

② 刘维 佳 ：
《来

型 ：老年人的城市和青年人的城市。沙漠中建

意，由此出现的想象却迥然不同。在《雪国

看天堂》
，张 颐

造的 108 个移民新城，集中了全国所有的老年

列车》（2013）、《逆世界》（2012）等影片中，

人，他们在这些城市中尽情享乐、颐养天年，

彼此隔绝、等级森严的空间，想象性地表达了

大系·科幻卷》
，

以便为年轻人腾出资源和空间。多年来，“我”

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是 1%，我们是 99%”的

北京 ：新世界出

是唯一一个去探访父母、走进老年城市的人。

社会感受和想要打破这一结构的强烈愿望。争

版社，2012 年。

然而，“我”却发现，老年人的城市，“城是真

斗之后的结局虽令人沮丧，但一路斗争、捣毁

③ 郝 景芳 ：
《北

的，人却是假的”。原来，老年人的数量太大、

封闭结构的过程，却是此类文化产品展开想象

消耗的资源太多，人工智能专家为了让年轻人

时必不可少的要素。相比之下，在中国的科幻

苏凤凰文艺出版

的城市可以存续，便将老年城市转入节能模式，

书写中，闭锁的城市空间与其说是为此后的抗

社，2016 年 ；冯

把所有老年人冻结起来了。当“我”对此提出

争提供理据，不如说是在申明和限定个人展开

源：
《职业 规划

异议，想去唤醒不知真相的年轻人时，却被告

生活的基本规则，为之后的顺从提供说法。在

局》
， 武 汉 ：长

知，实际上所有的人一出生就是老年，这个世

既有的封闭空间中小心翼翼地生活，在被许可

界上已经没有年轻人。于是，城市掌控了一切 ；

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利用（潜）规则，不仅不破

作为高度封闭的空间，它的作用并不在于解决

坏自己的生活，而且让它尽可能地变得好一些，

老龄化问题，而是让人彼此隔绝后彻底遗忘这

也就成了此类想象进一步延伸的思路。于是，

武主编、徐刚编 ：
《全 球 华语小说

京折叠》
，
《孤独
深处》
，南京 ：江

江 文 艺出 版 社，
2013 年。

②

个社会矛盾。而在刘维佳的《来看天堂》 中，

《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辛辛苦苦爬过三个空间，

不同资质的人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我”

为养女筹集上幼儿园的费用 ；
《职业规划局》

所在的地方叫“天堂”。在这里，人的选择非

中的候选人，严格遵守空间的规定，为获得下

常有限，要么作为“消费者”/ 劣等公民，居

一轮选举的胜利，努力比赛。③在这类想象中，

住在“天堂”，既无权参加工作，也不能生育

人们依旧保有勤劳、善良和隐忍的美德，也不

子女和继承财产 ；要么努力通过一年一度的考

乏各色狡诈、心机与野心。只不过，所有这些

试，离开“天堂”，加入主流经济圈，参与激

仅在封闭空间所允许的范围内施展，与动摇或

烈的竞争和高强度运作的生活 ；要么申请去农

捣毁整个闭锁的等级结构无关。

业保留地，自食其力，既放弃被圈养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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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科幻对“城市”

也放弃参加考试、走出“天堂”的机会。小说

的书写和想象，呈现出一种具体而特殊的把握

特别交代，这样的空间安排是为了让人类最高

“城市”的方式。它既包含在经历大规模城市

效地运用资源，以最快的速度进化。可即便只

化运动后人们对于城市的基本看法，也反映出

有如此有限的三种选择，“我”仍然踌躇不定，

因无从落实这些看法、打破当前困境而感到的

城

无力、犬儒和自我辩解。它往往表现为 ：随着

文学理应具有的想象力，其所欲打破的想象与

对西方现代城市的模仿和追赶接近尾声，人们

想象力之间的旧疆界、重构的新平衡，又将会

对当前城市发展模式的不满和批评与日俱增，

在哪里发生呢？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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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焦点往往集中在高度分化、彼此隔绝的城市
空间以及由此凸显的社会不公上。然而，此种

重构城市时空

对城市的批评实际上又颇为有限 ：既不指向主
导整个城市化过程的政府，也和参与进程、分

从时间和空间着手重构城市，是科幻书写

享了所有好处和弊端的人们无关。相反，这一

颇为热衷的角度。这固然是因为，时空的扭

想象过程将前者视为摆脱困境的最有力的组织

曲、翻转或平移，是科幻的独门功夫。更重要

者和救助者，将后者视为毫无防备的受害者或

的原因在于，现代城市的一大来源，是由资本

不明所以的旁观者，这成为当前城市生活中人

主义生产关系所催生和明确下来的对“时间”

们对政府和自身状态的基本理解。最后，当这

和“空间”的认知方式和强制规定。①就此而言，

① 吉登斯在为

实际的科幻书写，一方面不得不受制于陈规和

《 此 刻 这 里 ：空

“城市”的位置就此锚定 ：一面是对城市的激

现实感受，另一方面则奋力展开技术和幻想的

间、时间与现代

烈批评，另一面却并不检讨当前城市发展模式

双翼予以重构。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安排，虽

中既有的城市与人的现实关系。由此而来的“城

能带来不同的城市景象，但并非每一次的重组

市”，既是笼罩一切的庞然大物，是所有压迫

都能真正做到新意十足、大开脑洞。而考察由

传统社会，正在

的象征物，又是绝对的身外之物，是人们无从

此出现的并不那么完整或成功的城市重构，积

于其重新组织与

理解、反思和反抗的对象。

累其中的点滴所得，对此展开检讨，也许是在

定位时间和空间，

一理解和对城市发展模式的批评相互关联时，

回顾几十年来中国大小城市发展壮大的历
史，上述把握和想象“城市”的方式并不令人

更整体性的期许之前必须做的。
《山民记事》是一篇讨论科技和阶级关系

性》撰写的前言
中指出，现代社
会之所以不同于

使之融入日常生
活，构成新秩序 ；
而这一新秩序的

意外。在政府包揽经营下的城市化运动，虽将

的短篇小说，首先给出的是颠倒的城市空间 ：

最佳表征便是现

越来越多的人集中到城市，却并不促使人产生

山楼和盆地。②山楼是六环之外、超过五百米

代城市。

对城市的切身认同，更遑论切实参与。相反，

的超高层大楼群 ；楼里的设施一应俱全，山民

在这一看似“自觉”的“走向城市”的过程中，

们不用走出楼群，便可过完一生。盆地是城市

人们持续感受到的是权力的伟岸和自身的渺

的中心 ；那里房子矮小，布满了湖泊、树林和

小，是城市生活的被动不安以及不得不生活于

古迹，住着有钱的盆地人。就此，高楼大厦沦

其中的不满、疏离和漠不关心。如果说科幻对

为落后地区，自然风光成为繁华的标志。不过，

于中国城市的书写实际呈现的是这样一组人们

此类空间重置，并不导致城市与乡村、进步与

对自身和城市之间现实关系的想象性关系，那

落后、富裕与贫穷等一整套话语的改写，而是

么，在这组想象性关系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

在新空间中将其再次落实。小说中的“我”——

人们如此迫切地将城市划定为被技术和政治力

一个靠家庭和自我奋斗，从山民荣升为盆地人

量全然掌控与锁闭的外在空间，从而为自己

的青年，意外地发现，自己小时候崇拜的一位

的渺小和无力提供说法，借此缓解在整个城

山楼朋友已经被时代彻底淘汰，因而大感失

市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内心焦虑。

落。而想要在城市中获得好的生活，唯一的方

然而问题在于，对科幻而言，当这样的想
象性关系填充着现实生活和自我意识之间的缝
隙，构成人们把握城市和理解自身的底色时，

② 杨 平：
《山民
记 事》
，
《 天 南》
2011 年第 2 期。

法是老老实实地遵从社会（其实也就是盆地人）
规定的上升通道，亦步亦趋地走完它。
刘洋的《单孔衍射》则发生在一个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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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①这座小城，不仅在空间上严格区

间重置更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想象。这是因为，

① 刘洋 ：
《单 孔

分着人的三六九等，就连向上流动的通道也日

如伊利亚斯所提示的那样，人类社会的“时

衍射》
，星河、王

渐堵塞。“时间壁垒”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一

间”，既非客观实在，也非主观任意，而是由

切。原本如流水般单向流动的时间，将遭遇一

文明进程形成的社会习性所构成的个体人格的

说》
，桂林 ：漓江

个无法穿越的壁垒，世界也将由此终结。幸运

组成部分。③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一持续规

出版社，2015 年。

的是，科学研究发现，可以在壁垒上钻出一个

范着“时间”的文明进程，在现时段内显然有

逢振选编 ：
《2014
中国年度科幻小

② 宝树 ：
《时 间

小孔，让人依次通过。唯一的问题在于，经由

着更为具体的形式和内容。那就是在由城市化

之墟》
，武汉 ：长

壁垒的衍射，人会变成任何一个其他人，却唯

主导的大规模社会时空的重组中，看似光滑匀

江 文 艺出 版 社，

独不再是他自己。于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

质的时间，逐渐获得它的中国加速度，构成等

在小说中变身为“时间壁垒”
，横在了一切人

级化的城市生活中新一轮压抑的重要来源。而

面前。发达地区积极帮助欠发达地区，社会高

科幻书写所挑战的，不仅是物理性的更是这一

文译、郑作彧校，

层迫切了解底层，利益阶层主动打破僵化的社

社会的时间。于是，无论是《单孔衍射》中一

新北 ：群学出版

会分层，让利益和机会更加均等，“你能想到

次性的翻转“时间”，还是《时间之墟》中的

有 限 公 司，2013

的所有不平等的事情，无论大小，政府方面都

废除“时间”，其实际呈现的，都是这一社会

有专人负责处理”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人

过程产生的重新理解“时间”的强烈愿望。

2013 年。
③ 伊 利 亚 斯：
《论时间》
，李中

年，第 25 页。
④ 大 卫·哈 维 ：
《新 帝国主 义》
，
初立忠、沈晓雷
译，北京 ：社 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

们知道，经由“时间壁垒”，自己会变成任何

时空兑换中的社会劳动

一个其他人。
如果说在《单孔衍射》中，单向积累社会
不平等的时间，因被外力拦腰截断而翻转了

重置时间似乎比重置空间更能开启新的想

其与城市制度之间的共谋关系，那么宝树的

象图景。而一旦注意到隐含其后的时间的社会

《时间之墟》则展示了将人类习以为常的时间

属性，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在讨论城市时，

从社会中连根拔起，会是何种效果。 从 2012

大卫·哈维指出，现代城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年 10 月的某一天早晨开始，人类进入虚空纪。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时间 - 空间修复”的一项

它的特点在于，所有地球上的事务只能在 20

制度安排。④在资本的推动下，主动重置自身

小时 33 分钟这个时间范围内循环往复，永无

的时间和空间，并非专属于文学的想象力，而

休止。唯一不受影响的是人的记忆。人可以记

是现实中的城市常常履行的功能之一。这意味

住这一时间循环的历史，重新回到前一天的早

着，仅仅时间或空间的物理重置，不能算是完

上。如此一来，经济变得毫无意义，所有消耗

成了对城市的重新想象。想要理解当代中国科

掉的东西，都会在早上重新出现 ；交通就此失

幻书写，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探索了由社会生产

效，无论前一天人们赶去了哪里，都会在早上

关系所确立的时空制度和现代城市之间的想象

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原地 ；固有的社会等级没有

关系，仍需做更进一步的考察。就此而言，
《北

了意义，人们开始重新跟随宗教、组织帮派直

京折叠》和《职业规划局》对时空兑换的重新

至世界大同 ；甚至生命本身都失去了意义，不

设定，也就显得意味深长。

②

再有人死去。当所有死去的人 20 个小时后总

毫无疑问，这两部小说中城市的时空兑

能带着被杀的记忆醒来时，社会原有的制度和

换，都经过了精心的规划，具有象征意义。《北

组织方式也就彻底崩溃。

京折叠》的设计是，第一空间 500 万人，享用

这或许意味着，仅仅是空间的重新配置，
并不能动摇城市空间固有的压迫属性，倒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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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时，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的 7500 万人享
用另外的 24 小时。第三空间被分配到的时间，

城

是三者中最少的 8 小时，而生活在第三空间的

相当于灰城的一年。也就是说，越是基础的劳

人们，担任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前面两个空间生

动，所需要的时间越多，时间的流逝也越迅速。

产出来的垃圾。在《职业规划局》中，城市被

黑城必须加速运转，才能保证这一供养和被供

划分为光城、灰城和黑城。每个人出生时都被

养的关系顺利运行。同时，为了突出“时间”

随机配发一个闹钟，闹钟的颜色决定你属于哪

与“空间”之间这种严酷但任意的兑换关系，

一个城市。表面上看，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但

小说发明了一种叫做“时之沙”的流通物。如

实际上完全不同。由于闹钟旋转速度的差异，

果在闹钟里加上了“时之沙”，那么闹钟的运

黑城的人活一年，灰城的人就会活六十年。小

作就会加快，由闹钟所支配的生活也会加速，

说申明“低级闹钟都派发给了黑城的人，他们

不仅干什么都比别人快，而且能在不同的空间

做着最基础最底层的工作，他们做牛做马才能

里自由穿梭。这意味着，时间作为绝对的硬通

养活灰城的人 ；灰城的人持有中级闹钟，灰城

货，对三座城市中的人来说，都并非太多而是

的人养着光城的人 ；光城的人则拥有最高级的

太少 ；等级化的城市结构的运作，其所需要的

闹钟，上面的时针走一下就意味着黑城可能已

社会劳动时间，也永远不嫌多、只嫌少。

经死掉了一个人”。
乍看之下，这两篇小说的设定颇为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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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虽然两篇小说的矛头都指向了城市
时空兑换的不公正，但对这一不公的实际看法

严格分割且等级森严的三类空间和不公正的时

却差异极大。如此不均匀的兑换究竟是由什么

间分配相结合，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承担

原因造成的？它和人的社会劳动时间之间是何

不同类型的社会事务 ；底层总是从事最艰苦繁

种关系？而这背后则关系到，在当前以及不远

重的工作 ；虽有各种犯罪和灰色交易，但没有

的将来，应该如何在现代城市这一社会制度

反抗。由此设定而凸显的不均匀的时空兑换，

中，重新理解和定义人的劳动。

将现代城市隐含的严酷的不公正性，赤裸裸地

市

《北京折叠》和《职业规划局》所构想的

揭露出来。不过，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

时空兑换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既有的思考方向。

两篇小说在构想时空兑换时的分歧，即对时空

一种认为，人们所拥有的“时间”正变得越来

分配和社会劳动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越冗余。原因是技术的更新、人工智能的出现

在《北京折叠》中，第三空间的劳作，只

以及它们对人的社会劳动的全面替代。如果说

需要 8 个小时。主人公老刀在第一空间晚宴

在过去，失业群体仍被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有效

上听到的对话则提示着，即便是这 8 小时和

的蓄水池的话，那么现在，大规模的彻底失业，

5000 万人，也完全可以由先进的清理技术代

越来越多人的终身无用，看起来正变得无可避

替。第一空间的某些人，更愿意送他们去睡觉。

免。尽管按照凡布伦的说法，特权阶级早就终

与此同时，第一空间则需要占据 24 小时，因

身无所事事，并以此为荣①，但是，当普通人

闲阶级论》
，蔡受

为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或支配，比

和特权阶级拥有同样冗余的社会时间时，却被

百译，北京 ：商

如争论是否应该为第三空间的人“保留工作”
。

视为对当代社会的巨大挑战和潜在危机。至

务 印书 馆，2002

小说特别提到，一切的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此，当人工智能全面取代流水线工人的时候，

年。

都到不了第三空间，因为他们与其他两个空间

如何安排不再被需要的普通人，组织乃至治理

没有太多经济上的联系。这似乎意味着，第三

他们所掌握的社会时间，也就成为现代城市制

空间还能存在，全靠第一空间的恩赐。只要第

度必须回答的问题。《北京折叠》并不直接回

一空间愿意，城市完全可以被进一步折叠。而

答这些问题。然而，默认上述描述和判断，却

在《职业规划局》中，黑城劳动者的六十年，

是其重置时空的前提。

① 凡布伦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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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规划局》则意味着另一种思考方向 ：
技术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并不能解决社会劳

现代时间容易得多。但这也往往成为在新的社

动时间稀缺的问题。相反，只要以压榨别人的

会形势中进一步思考时间和空间的可能组合、

社会时间来追逐利润的社会制度不变，那么要

想象城市时的陷阱。至此，是继续利用幻想的

供养一个高度依赖技术且由此加速度运行的社

便利，不断重置但并不真正更新既有的想象方

会，实际上需要更多的劳动者付出加倍的劳动

式，还是做一些更加艰难的事，比如，在考虑

时间，并由此创造出一个庞大而沉默的底层社

时间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劳动的新定义的同时，

会。换言之，无论怎样先进的技术，只要是被

探索重置时空的可能方法，也就成了当代中国

资本主义制度所征用，那么社会劳动时间便永

科幻在重新想象城市时需要做出的选择。

远短缺。在这一意义上，“时间”的社会属性，

这不仅受制于想象者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也

制的一种操作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倘若不能

颇考验一个社会的整体心智。几十年来迅猛的

更新人们对“时间”的社会属性的理解，就很

城市化进程的结果，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

难颠覆既有的对时间冗余 / 稀缺的判断，更遑

城市规模越来越庞大和普通人生活水平逐步提

论把它从现有的社会制度中真正解放出来。

高，也是繁重劳动越来越远离第一世界的社会

无疑，这两种迥然不同的想象时间乃至重

视野、转为第三世界的压抑现实，是日益金融

置时空的路径，实际上是把当前社会中既有的

化的城市人越来越依赖于底层劳动，又不断将

理解“时间”的方式推向极致。人们总是忘记，

他们从视野中抹除殆尽。这样的转移和抹除意

时间不过是人类为自己构想出来的一种具体的

味着，在如此这般的城市化中凝聚起来的社会

历史事物。伊利亚斯曾打过一个有趣的比喻，

心智，其获取想象力所面临的挑战，已经和上

即人类经由千辛万苦，通过对自然四季、社会

一个世纪科幻小说在欧美大行其道时的状况完

劳作、代际传递等的综合把握，方才积累沉淀

全不同。此时，中国科幻所需要的，不光是持

出今天的这一套时间知识，这就好比艰难地爬

续不断的好奇心和对新鲜技术的敏锐度，更需

过长梯，终于登上了一个开阔的平台。糟糕的

要在日益切割和缩略化的社会时空中，对城市

是，人类就此忘记了来路和梯子的存在，以为

化带来的各种局限的充分自觉。这样的自觉既

平台就是时间本身。《北京折叠》和《职业规

离不开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劳动意义的思考，离

划局》尽管存在着同样的忘性，但它们在想象

不开对大多数中国人在全球生产链条中现实处

时空兑换时的差异，无疑是在提醒人们 ：我们

境的认识，也离不开对业已发生的整个城市化

正生活在一个技术和人类社会自我理解一并发

进程的反思。

生急剧变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

倘若以此标准考量中国当代科幻的城市书

墨守时间的哪一条陈规——物理时间 / 社会时

写目前所具有的想象力，便会发现，它还有很

间，都无法得到一个美好的未来。

长的路要走。它的对手从来不是蔚为大观的
西方科幻，而是如何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经

在今天的语境中，任何重新想象城市的企图，

验，与所有过往的人类想象展开搏斗。所谓“中

势必遭遇的边界所在。那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

国故事”，应是在经历近 40 年的城市化进程之

生产条件下，重新思考和定义社会时间，形成

后，将自己的遭遇和教训转化为对世界的畅想，

真正促进社会平等的时空组织方式。对科幻书

以人类的名义发明未来。

写来说，摆脱物理意义上的现代时间，要比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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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放弃陈规首先需要展开想象的勇气。

不过是被刻意编织在社会过程中、对人展开控

同时，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构想合力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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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order.
Keywords: Wilsonianism; Monroe Doctrine; Großraum; hegemon
Karl Jaspers’“Achsenzeit”and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Dong Chenglong
Abstract: Karl Jaspers proposed“axis of world history”(1946) and the term“Achsenzeit”(1949). Up
to now, most studies focus on its accuracy for historical reality or use it to criticize Eurocentrism, short of
concerning its’ historical intention which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Jaspers’ philosophy of history. Within
the text in historical context, the“Achsenzeit”refers four statements: (1) new Europäischen Geist VS.
the Nazi Geist; (2) new civilized community VS. Achsenmächte; (3) Weltordnung VS. Weltimperium;
(4) 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 VS. deutschen Europa. However, because of the parody of Achsenmächte,
Achsenzeit may also drag us into the same logic trap.
Keywords: achsenzeit; achsenmächte; Karl Jaspers; world history; Europäischen Geist
Mobile Reading: Urban Public Culture Practice in the New Media Age
Sun Wei & Chu Chuanhong
Abstract: Cultural phenomena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have emerged in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cultural practice of public reading realize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physical space and virtual space
in the current urban scene of China. It also interweaves multiple network systems of urban entities and
symbols, such as architecture, streets, space, geography, information, history, culture, collective memory,
and is creating new social relations and public life values. As a kind of urban public cultural practice,
mobile reading in the new media era has realized two transformations, from private silent reading to
public reading, from text reading to physical practice.
Keywords: mobile reading; new media; urban space; public culture; physical practice
Cutted City: Urban Imag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uo Xiaoming
Abstract: After experiencing the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cities”gradually formed. The writing and imagination of“city”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presents a specific and special way. This way not only contains people's discontent
with the highly divided urban space and the social injustice behind it, but also reflects the obedience
and self-justification of people in cities because they are unable to break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In
this imaginative relationship,“city”becomes an object that is hard to think about and cannot resist.
Although science fiction can reconstruct the city by resetting time and space, which brings seemingly
novel urban imagination, this imagination also falls into a dilemma without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time and social labor.
Keywords: city; city space; contempora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resetting time and space; social labor
Post-human Situation: Science Fiction Films and Future Exploration
Qu Yigong
Abstract: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has gone from“fantasy”and“spectacle”to a deep concern
for human reality and future destiny. Science fiction films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pure fantas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y begin to think about some real dilemma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y cause human beings to encounter in the future, which means that human thinking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Meanwhile, the post-human situation, marked by subversive achievements
such as genetic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pproached and endangered the survival
boundary of natural human beings.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made science fiction films an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situation of mankind.
Keywords: post-human; science fiction films;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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