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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tween 2018 and 2020, 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has
gained further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prairie fire” momentum. A number
of science fiction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new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publication platfor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many excellent academic books and
papers have emerged, and several international awards have been won. There are
fou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 study on Liu Cixin and The Three-Body Problem,
the publication of documents and building of databases, work on the top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se
not only prove that the trend of “ breaking the circle” i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but also reflects the humanistic care of science
fiction scholars for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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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中国的科幻文学事业取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创作、研究、
影视改编、周边产业等领域成绩斐然。本文将承继《从寂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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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到梦想燎原—中国科幻文学研究概览 2014—2018》 一文，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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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项目编

号：20BZW018）阶段性成果。
1 吕 超 ：《 从 寂 寞 星 火 到 梦 想 燎 原 — — 中 国 科 幻 文 学 研 究 概 览 （ 2014 —2018）》
《国际比较文学》，2018 年第 2 期，第 301—306 页。[LYU Chao, “Cong jimo xinghuo dao
mengxiang liaoyuan —Zhongguo kehuan wenxue yanjiu gailan” (From Lonely Spark to
Prairie Fire: 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Science Fiction in China (2014 —2018), Guoji
bijiao wenxu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 (2018): 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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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间中国学术界科幻文学研究的新成果。笔者将首先概览各类蓬勃开展的科幻活动，盘点
新设研究机构及刊载平台，简评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以及在海外获得的声誉，最后归纳若干研
究特色和热点，供学界参考。

一
随着科幻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热点，各类科幻研究活动层出不穷。其中，最能引发大众
广泛关注的，当属诸多异彩纷呈的会议。科幻迷的参与热情和组织活动能力，是其与传统文
学研究界最明显的区别之一，这也是科幻研究在民间一直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粗略来看，
此间的科幻会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覆盖性广、活动多样的大型综合性科幻会议。代表性会议有：“亚太科幻大会”
“另一颗星球科幻大会”“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年度性
的“中国科幻大会”“星云”奖和“银河奖”嘉年华，等等。此类会议规格较高（如由中国科协主
办），参与人员广泛（来自不同国家和多种职业），一般是数百或千余人齐聚一堂，围绕科幻相
关议题展开研讨。旗下活动繁多，内容丰富，有论坛、讲演、研讨、颁奖、工作坊、读书会、签
售会、艺术展、粉丝聚会、科研机构参观等。此类科幻行业盛会能够尽最大可能满足各类科
幻从业者的多样性需要，在诸多媒体的大量报道下，对社会各阶层有着广泛影响，潜移默化中
激发了大众的科幻热情。
第二类为高校或科研院所举办的规模较小但专业性强的科幻研讨会。比如香港科技大
学主办“中国文学创作研究专题：华语科幻”工作坊、长春大学召开的“互联网时代中日科幻
文化高峰论坛”、杭州师范大学主办的“科幻研究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南方科技大
学主办的“科技时代的中国文学状况和科幻文学变革”会议、花城出版社主办的“中国科幻文
学（南京）论坛”、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首届科技人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因新冠疫情而线
上举办的“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及其影视转化”专题研讨会，等等。此类会议的参与者主要是科
幻作家和研究者，虽然主题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学术水准都很高，且别具特色，体现出当下
中国学界所关注的科幻前沿问题。
上述如火如荼的科幻活动也推动了一些常设性科幻研究机构的设立。近年来，中国科协
系统深度介入科幻发展，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不少科幻组织的产生。在已有的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之外，又建立了科幻专业委员会（2019）。与此同时，各省市的科协组织，也
陆续筹建科幻分支。2018 年 6 月，四川省科幻学会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省级科幻组织。2019 年 11 月，国内首家科幻研究院“中国科幻研究院”在四川
大学宣布成立。此外，新近成立的还有重庆邮电大学的“钓鱼城科幻中心”、上海浦东科幻协
会、重庆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等等。此类组织或机构大多由高校教师、出版界人
士、科幻作家、科普教育从业者构成，大家群策群力，共同推进科幻研究的深入。
在科幻研究机构建立的同时，相关学术刊发平台也相继设立。四川大学的中国科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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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联合《科幻世界》杂志社，创办了国内首个有正式刊号的科幻学术期刊《中国科幻研究》，为
广大科幻研究者、作者和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学术平台。网络版《星云科幻评论》创办于
2019 年，作为民间独立科幻评论杂志，以月刊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表，先后策划了“星
云奖”“少儿科幻”“网文科幻”等评论专辑。该平台坚持“多元的、有思想的、自成体系的”办
刊方针，为广大科幻读者提供及时、可靠的阅读引导。此外，随着近年来科幻研究文章的不断
2

增多，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中国作家网”特别设立了“科幻”专区 ，并将其推送在主页的显著
位置上，时常会以近乎“日更”的高频率转载科幻研究的相关文章。
在学术著作和论文的发表方面，其取得的成绩鲜明体现在每届星云奖“最佳非虚构奖”的
初评大名单中—每年都有多达数十部著作和数百篇文章。它们或是对作家作品的深度讨
论，或是探究特定的历史阶段、创作流派，或是个人及团队多年研究成果的汇总。限于篇幅和
笔者浅见，这里仅简要评点五部代表性的著作（以出版时间为续）：王瑶的《未来的坐标—全
球化时代的中国科幻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主要探讨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新生代”
和“更新代”作家作品、本土科幻理论的发展等，作者兼具作家与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这是其第
一部科幻研究文集；刘晓华的《英美科幻小说科技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较
全面分析了英美科幻小说中的生命干预、克隆人、赛博空间、机器人、赛博格、环境等相关伦
理问题；黎婵的《认知陌生化：赫 · 乔 · 威尔斯科幻小说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深入讨论了
威尔斯及其作品的科幻史意义和思想文化史意义，特别是其中的进化论想象与乌托邦思想；
郭雯的《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辨析了克隆人科幻
小说中的伦理问题，以克隆人身份研究为主线，涉及伦理身份诉求、伦理选择、伦理困境、伦
理混乱等议题；宋明炜的《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 · 诗学 · 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精选
其十余年来影响最大的 20 篇论述，从四大板块纵论华语科幻：科幻在新世纪兴起的始末；科
幻诗学理论的开拓、科幻叙事历史的谱系、中国科幻进入国际场域与影视后的挑战。总体而
言，这些质量颇高的学术著作夯实了中国科幻研究领域的基石，也提升了科幻研究在学术界
和文化界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科幻研究的对外推广和国际交流亮点不少。这里举两个代表性的案例。英
文刊物《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编辑
的半年刊）在 2018 年第 1 期推出“韩松/中国科幻专号”，刊登了韩松科幻小说《长城》《宇宙的
本性》《世界是平的》的英译版，以及吴岩、李广益、贾立元、王瑶等研究者关于韩松和中国科
幻的论文。英文刊物《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季刊，大陆第
一本全英文中国文学研究期刊，致力于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在 2020 年第 2 期推出“当代中
国科幻小说研究”专辑，围绕着“如何中国？怎样世界？”主题，刊发了吴岩、李广益、姜振宇
等八位学者的文章，向海外读者集中展示当代中国科幻研究的代表性成绩。不难看出，中国
科幻研究“走出去”的步伐是非常坚定且目标明确的—致力于讲好中国科幻界自己的故事，
2

官方网址为：http://www.chinawriter.com.cn/404078/index.html, 2020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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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展示其独特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与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影响力相映衬，中国科幻研究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也得到了国际学术同行的广泛认可，海外一些历史悠久的科幻研究奖项陆续被中国学者揽入
怀中。譬如，国际幻想艺术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Fantastic in the Arts）2018 年
度杰米·毕肖普纪念奖（Jamie Bishop Memorial Award）授予重庆大学的李广益，以表彰其论文
《中国电王：科学、技术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该奖专门评选非英语写作的幻想艺术相关学
术论文，这是首次颁发给中国学者。美国科幻研究协会（Science Fi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2020 年度的托马斯 · D. 克拉里森奖（Thomas D. Clareson Award）颁发给南方科技大学的吴
岩，该奖是为促进科幻小说教学和研究、评论、编辑、出版、组织会议等而设立的杰出贡献奖，
这也是中国人的首次获奖。

二
从前述科幻文学研究取得的成绩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四个重要特征和研究
热点：
其一，最为亮眼的当属对刘慈欣，特别是《三体》的相关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
的数据库为例，将“刘慈欣”和“《三体》”作为关键词在“主题”类别进行检索，仅收录在文学和
3

文艺类别下的学术文章就分别有 511 篇和 337 篇 ，其研究热度可见一斑。
4

刘慈欣的科幻创作被誉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自然成
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近两年刊发的文章可谓角度多样：访谈、美学价值、创作渊源、人物剖
析、文化精神、译介与传播、国际影响、影视改编，等等。在著作方面，则有研究专集《刘慈欣
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该书收录了吴岩、罗岗、李广
益、王瑶、贾立元等人对于刘慈欣诸多作品的研究成果，并勾连起独具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化状
况。在海外，著名科幻学术期刊《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A&HCI 索引期刊）于
2019 年总第 137 期推出“刘慈欣专题”，刊发中、美、法等国学者的论文，印证了刘慈欣研究的
国际性价值。
如果说对刘慈欣的研究是全面开花的话，那么关于《三体》的研究就是重点突破，并且日
益呈现“破圈”趋势— 在科幻圈外的影响已不容小觑。举例而言，《哲学动态》杂志于
2019 年第 3 期推出“科幻现实与思想未来：关于《三体》的哲学讨论”专辑，著名哲学家赵汀
阳、吴飞、杨立华分别撰文，从不同视角对《三体》予以哲学分析和审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界
影响颇为深远。不仅如此，吴飞还出版学术专著《生命的深度》（三联书店，2019），从生命与人
3

最后检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4 日。

刘慈欣：《流浪地球：刘慈欣获奖作品》，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年。[LIU Cixin，Liulang diqiu: Liu Cixing
huojiang zuoping (The Wandering Earth: Award-winning Works by Liu Cixin), Wuhan: Yangtze Literary Publishing House,
200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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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死亡与不朽、社会契约与差序格局三个维度对《三体》进行深入的哲学解读，认为“刘慈
欣在生活经验和文学写作中对这些重大哲学命题的探讨，远远超过学院中的许多哲学工
5

作者。”

其二，科幻研究资料出版和数据库建设成果丰硕。近年来，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科幻
创作研究丛书”，陆续出版有《中国科幻的思想者：王晋康科幻创作研究文集》、《百年中国科幻
小说精品赏析》（五册）、《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该丛书既有对重要
作家的研究成果汇总，也有对中国科幻通史、通识的资料整理，并因其重要价值荣获全球华语
科幻星云奖“最佳非虚构作品金奖”。2020 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
卷》第一辑（李广益主编），该丛书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大系”是对我国科幻文学创作的
一次全面整理，预计约五辑数百万字，将完整、系统地收录中文原创、编译的各类科幻作品。
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中国科幻“久隆计划”于 2018 年 11 月启动，该项目以号称“中国第一科幻
迷”的徐久隆先生的名字命名，旨在收藏与中国科幻相关的实体期刊、图书、连环画、电子期
6

刊、同人出版物、多媒体出版物等，最终呈现为一座大型的公益性网上电子档案馆 ，数据库
持续更新中。
其三，人工智能及相关议题成为科幻研究的热点。人工智能议题虽然很早就是科技领
域的重点关注对象，但在文学领域的系统研究却兴起于最近几年。代表性的会议有华东师范
大学主办的“人工智能与世界文学”跨学科研讨会（2018 年 9 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的
“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国际研讨会”（2019 年 11 月），北京科技大学举办的“人
工智能时代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2020 年 10 月）。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方面，
则有 2020 年度吕超的“科幻文学与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研究”、杨丹丹的“人工智能写作本体
研究”。在高级别刊物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则有：《外国文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王一平的《从
“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瞻望—以〈他，她和它〉为例》；《文学评论》
2019 年第 3 期，刘希的《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以〈荒潮〉为例》。笔者
以为，在科技发展和时代大潮下，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一座储备丰富的金矿，有待感
兴趣的学者去深度发掘。
其四，科幻文学研究一直彰显人文情怀，这尤其体现在对当下新冠疫情的回应上。瘟
疫是科幻作品中常见的题材，从约两百年前“科幻文学之母”玛丽·雪莱的《最后一个人》
（1826）起，延绵至今、从未断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中国科幻界也贡献了一批有特
色、有温度、有现实关怀的研究成果。2020 年 9 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指导多家单位联合主
办“后疫情时代中日 SF 高峰云论坛—科幻与人类文明新希望”，与会嘉宾既有中日两国著
名科幻作家（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川端裕人等），也有科幻编辑（姚海军），更有诸多科幻研
究者（孟庆枢、林譲治、林久之等），大家集思广益，共同探讨科幻在直面病毒、反思文明、展望
5 吴飞：《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26—27 页。[WU Fei，
Shengming de shendu: San Ti de zhexue jiedu (The Depth of Life: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26–27.]
6

官方网址为：http://www.sfjiulong.org/, 2020 年 11 月 20 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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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在有关疫情的文章方面，《文艺报》于
2020 年 3 月陆续刊发了吴岩的《科幻小说中的流行疾病》、李兆欣的《疾病书写与科幻的本质
特征》；《科普创作》杂志在 2020 年第 2 期刊发了萧星寒的《科幻中的瘟疫：人性舞台、现实恐
慌或是思想实验》；《文学报》则在“科幻无界”专栏首期邀请青年科幻作家顾备作为主持人，采
访十余位科幻作家，畅谈他们眼中的病毒世界与科幻写作视野下的精神构建。不难看出，科
幻文学研究并非阳春白雪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年的科幻研究界也日益重视对自身发展脉络的总结。由吴岩创办
的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连续发布年度性的《中国科幻产业报告》，力图将
中国科幻事业由文学扩展至整个产业链。2019 年第 4 期《科普创作》杂志推出的“科幻产业
7

文化与学术研究”专题，便是吴岩教授团队“制作年度科幻产业报告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
四篇报告讨论的主要时间节点约为 2017—2019 年，分别对科幻电影、网剧、奖项、展会、硕博
8

论文、翻译、动漫、美术、教育、学术发表等进行梳理。 鉴于该系列文章的涉及面更广，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将其与本文参照阅读，两相映照、各取所长。

摘要：2020 年间，中国科幻文学研究在前期燎原之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获得了蓬勃发展。各类科
幻活动层出不穷，新建了一批科研机构和刊载平台，涌现了大量优秀学术著作和论文，并荣获多项国际
大奖。此间有四项突出的成绩：刘慈欣及《三体》研究、资料出版和数据库建设、人工智能议题、对新冠
疫情的学术回应。它们不仅证明科幻研究的“破圈”趋势日益明显，更体现出科幻学者对现实社会的人
文关怀。
关键词：科幻文学；人工智能；“破圈”；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吕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科幻文学研究。

7 吴岩等：《科幻文化产业与学术研究专题》，《科普创作》2019 年第 4 期，第 21—51 页。[WU Yan et al.， “Kehuan
wenhua chanye yu xueshu yanjiu zhuanti ” (Science Fiction Culture Industry and Academic Research Topics). Kepu
chuangzuo (Science Writing) 4 (2019)，21-51.]
8 四篇文章分别为：张鹇、姜佑怡的《科幻电影和网剧发展简报》、三丰的《中国科幻活动的发展现状−以科幻
奖和展会活动为例》、丁卓的《科幻研究综述−基于与科幻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分析》、赵晋的《科幻研究现状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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