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赫夫点评：
中国科幻文学
因现实派写作令世界瞩目

“中国的科幻迷体量庞大，《科幻
世界》这本杂志也办刊30多年了，我
昨天才知道成都就有‘科幻之都’的
美誉，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好消息。成
都的科幻作家、科幻创作氛围和科幻
迷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提到中国
两位获得国际科幻大奖雨果奖的作
家刘慈欣和郝景芳，赫夫说她读过刘
慈欣的三部《三体》，郝景芳的《北京
折叠》当然也读了，著名的科幻文学
翻译者刘玉昆去年的新作也读了。她
说：“中国科幻文学所包含的信息量
很大，蕴含了中国非常独特的文化，
从文化层面来分析，这非常有深度。
他们描述故事的方式是站在世界各
个层面上进行叙述的。而欧美科幻作
家很多只着眼于如何制造太空船，如
何制造新科技并使之发挥作用。中
国作者在讲故事时，是在解释人性
如何在故事中造成这种局面。人与
人性，一直是他们重点关注的部分。
他们描绘着真实的人类故事，有些
故事非常动人，有的让我读起来潸
然泪下。还有一点，中国科幻作者往
往会在写作中穿插了中国的经济发
展、文化发展的知识和故事，而美国
作者可能比较懒吧。所以我觉得中
国的科幻文学是一种现实派的科幻
写作。”

文娱·社会10
2017年5月2日
星期二

再度冲击雨果奖

4月25日中午，资阳城区和平北路，朱元和往常
一样，来到邻居罗嘉槐夫妇的小摊点吃饭。54岁的
朱元在10多年前离异后不久便患上尿毒症，此后一
直独居，生活比较困难。7年前，罗嘉槐夫妇认识朱
元并知道他的情况后，便长期邀请朱元到家中吃
饭，一直持续至今。

和平北路一栋临街居民楼一楼楼梯间的空闲
处，罗嘉槐在此摆摊已有18年，夫妻俩就住在楼
上。“吃饭了。”25日中午，罗嘉槐的妻子杨惠从家
里将饭菜端至摊点处，招呼丈夫及朱元吃饭，并无
其他过多言语。正坐着聊天的罗嘉槐和朱元也很
有默契，将一张独凳摆在中间，再加了一张独凳，
杨惠便将饭菜摆放好。1个铁盘4个碗摆在中间的
独凳上，炒胡豆、炒莲白，再加上白肉和蘸水，这便
是三人的午饭。

朱元租住在罗家约200米外，老家简阳市石板
凳镇（已委托成都高新区管理）的他自20多年前来
到资阳后，便一直在资阳生活，打工或做点小生意。
2003年，朱元离异后，儿子便随着前妻离他而去，目
前几乎没有联系。离异后两年，他又不幸患上尿毒
症，干不了体力活的他从此失去生活依靠。开始透
析治疗后，他不但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钱
治病，生活一天天困难起来。“欠了好几万，还好后
来在成都的弟弟和姐姐平时帮我一点，每年出钱帮
他参加职工医保。”朱元说，尽管如此，目前他每月
除去报销后，也需花费三四百元的治疗费。去年，社
区针对他的情况，帮他申请到了低保。

“他得病后，遇见时偶尔聊聊天，我们才知道
他的情况。”杨惠说，在认识和知道朱元的情况后，
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帮一帮生活困难的朱元，可
以让朱元经常到家中吃饭。朱元回忆，大概7年前，
罗嘉槐夫妇邀请他吃饭，他最初不好意思去，后
来，夫妇俩多次邀请和劝说，他才接受。“一个星期
少则两三次，多则五六次，甚至更多。”对于平时罗
嘉槐夫妇的帮助，朱元也十分感谢。“他们把我当
兄弟一样照顾，有时还帮我洗被子和衣服，平时吃
好的都会喊我来。”

杨惠说，丈夫2014年也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去
年5月，罗嘉槐开始透析治疗，他和朱元也经常一起
到医院透析，彼此之间相互照应。罗嘉槐患病并开
始治疗后，罗家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了治疗上，平
时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但夫妇俩仍坚持邀请朱
元到家中吃饭。“患病花费大，但就算没有患病，我
们也管不了他（朱元）的治疗。”夫妇俩说，“我们也
拿不出多少钱来捐献，但多个人吃饭就是多双筷
子，多煮点饭，多炒点菜而已。”

“住在我们这一带的，很多都是以前一个单位
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平时也经常来往，互相关照，
相互送些水果等。”为此，杨惠夫妇俩认为，他们让
朱元到家中吃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邻里互相
帮助是应该的，应该在能力范围内相互帮助。“人与
人都是相互的，今天你拉了别人一把，明天也许别
人就会拉你一把。”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独居男子患病生活困难
“好邻居”管他7年饭

昨天下午，国际科幻活动家、世界科幻大会前
联合主席克丽丝特尔·赫夫在四川省图书馆出席
名为“原力觉醒——世界科幻活动发展状况”的
对谈活动，参与对话的有著名川籍科幻作家
何夕和《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

作为著名中国作家刘慈欣和郝景芳
的鼎力支持者，赫夫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
访时提到，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最大的惊
喜来自于“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发生什
么”，中国的科幻力量越来越被国际
社会关注，同时也成为世界科幻
界最瞩目的一支力量和元素。而
成都，这座中国的“科幻之都”
也令她印象深刻。

赫夫期待刘慈欣再度获奖

赫夫有着丰富的科幻会议举办经验，
曾帮助芬兰申办即将举行的第75届世界
科幻大会。座谈活动中，她介绍了雨果奖
的评选流程，与大家分享了申请和举办世
界科幻大会的经验和一些趣闻，并对成都
举办科幻活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她还对
刘慈欣再获雨果奖表达了期待和衷心祝
愿。当主持人问到这部作品是否有望再次
拿到雨果奖，赫夫笑着说：你知道我会投
谁的票……实际上，世界科幻大会1939年
就举办了第一届，历史非常悠久，在其举
办雨果奖的这几十年历史中，仅有美国科
幻女作家路易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拿
过两次雨果奖。

何夕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之
一，被誉为科幻“四大天王”之一。活动中，
作为科幻作家的他分享了自己在各种科
幻活动中的感受和收获，尤其是与其他作
家、学者以及科幻迷的互动交流曾为他带
来不少写作上的灵感。何夕的作品有着超
凡脱俗的艺术魅力，去年获得被誉为国内
科幻最高奖的“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的

《天年》深受读者喜爱。
作为活动主办方代表和有着丰富科

幻活动组织经验的资深从业者，《科幻世
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回顾了2004年在
美国波士顿参加世界科幻大会的情景，并
介绍了科幻世界举办科幻迷活动的经验
和感动。据悉，本次国际交流座谈是第四
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的预热活动，
接下来还将邀请更多重量级嘉宾，举办一
系列不同形式的科幻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世界科幻大会是全球最受关注和欢
迎的科幻活动，由世界科幻协会主办，
有“科幻界诺贝尔奖”之称的雨果奖即
是在每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颁发。2015
年，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摘得其
中最重要的“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亚
洲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幻作家，在4月4日
公布的第75届雨果奖提名名单上，刘慈
欣的《三体Ⅲ·死神永生》入围，有望再
获雨果奖。

“中国的科幻文学在经验上也许不
够丰富，写作上还不够老道，但他们的写

作观点、角度，包括本身的科幻故事特别
新颖，这很值得称道，现在全世界科幻迷
都对中国的科幻文学充满着期待。”赫夫
赞扬说。成都具有深厚的科幻历史积淀，
被称为中国“科幻之都”，全国唯一的专
业科幻出版机构科幻世界杂志社立足成
都，深耕科幻近四十年，推动中国科幻取
得了今日的成功。为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和对外交流中心，成
都还将在今年11月举办第四届中国（成
都）国际科幻大会，这将是近十年来中国
举办的最大的国际性科幻活动。

成都将举办第四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

刘慈欣《三体Ⅲ》

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系列作品

“我想带孩子乘诗词大巴去体验学习”；“好多年都没有再朗诵过诗词了，这次
跟着诗词大巴重新温习了一遍”……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
公司独家冠名，“成都景区直通车”、蜀都客车和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联合推出的

“乘诗词大巴 跟着诗词游成都”公益活动自启动以来，在青少年和家长圈反响热
烈，场场爆满。家长们纷纷表示，与死记硬背的学习不同，孩子们乘上“诗词大巴”一
路听过这些故事，走过诗词中的地方，在情景与吟诵的熏染下更加容易读懂诗词与
诗人，对诗词的兴趣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目前，“诗词大巴”已经带着数百名乘客进行了6场“诗意之旅”，收获了满满的
赞誉。从今日起，第七场活动又启动报名，想与孩子一起在明媚的春日里吟诗作对
畅游锦官城吗？快来，5月7日，我们相约一场最有诗意的亲子之旅！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巿文联成都巿文联、、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商报社成都商报社

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活，以“国
子监四门博士”被人熟知的新都一中语
文老师夏昆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他腹有
千首诗朗朗口中诵，更登上央视，在备
受关注的“诗词大会”上当擂主；他有着
诗意的情怀，爱古诗，更会用极具感染
力的方式传授古诗词。参加过第一期

“乘诗词大巴 跟着诗词游成都”的家长
和孩子们，都对夏昆老师深厚的诗词造
诣和现场感染力赞不绝口。

这一次，这位传奇又热情的语文老
师将再度出山，担任“跟着诗词游成都”
第七次出游的领队。有家长在听完夏昆
老师的讲解后曾说：“年少如能逢夏昆，
是大幸。”5月7日，我们相约，与最具诗
意的夏昆老师一起，用丰富、美妙和幸
福的方式去探索和领略古诗词之美。

除了大名鼎鼎的夏昆老师，5月7
日的诗词大巴还将迎来另一位重量级
的讲解老师——武侯祠博物馆金牌讲
解员吴云霞，她被称为“武侯祠讲解员
们的老师”。在上期的活动中，吴云霞
活泼又专业的互动式分享给所有参与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家长用“震
撼、难忘”来形容她的讲解。

从3月开始，太平洋产险四川分公
司独家冠名了“跟着诗词游成都”活动，
邀请孩子和家长们免费坐上萌萌的熊
猫造型诗词大巴，听名师和专家说典
故、诵诗词，跟着诗词寻访感受成都的
文化和韵味。

太平洋产险四川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参与“诗词大巴”活动并为参与者提
供风险保障是一次全新的服务体验。接下
来，太平洋产险还将持续创新数字体验，
全力推出免费出险代步车、无限次道路救
援等服务，让客户体验“数字太保，服务每
天会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小时候，父母是避风港，伴随儿女成长。然而，
看着父母慢慢老去的身影、渐渐花白的头发、慢慢
脱落的牙齿，心酸感油然而生。咀嚼无力、食之无
味，缺牙真是折磨人。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本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特
邀口腔医生在线解答“少花钱又舒适地修复半口全
口缺牙”，市民可拨028-69982575免费咨询。
苦恼：活动假牙不好用

很多装过活动假牙的人都有这样的苦恼：不美
观、不适应、无法恢复咀嚼功能，还易造成邻牙劳
损、松动乃至脱落，导致牙齿越缺越多。
心声：种植修复好处多

与活动牙不同的是，种植牙缺哪颗种哪颗，无损邻
牙；像真牙一般牢固，咀嚼食物有味又有力；使用时间
长，一次种植能长期使用，是缺牙者的理想修复方式。

缺牙颗数少的，可选择单颗种植。半口、全口缺
牙者，可通过部分种植即覆盖义齿进行修复。即种
植2颗恢复半口牙，种植4颗恢复全口牙。种植牙包
干价，包含进口牙根、基台、牙冠，省钱又省心。
免费：预约可享免费检查

即 日 起 ，市 民 可 拨 打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咨询如何又好又舒适地修复半口全
口缺牙。另，本报读者提前电话预约，可享免费拍片
检查、免费检查牙齿松动度、免费制定镶牙种牙方
案、免费术前洁牙等福利！每天限20名。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提醒：

约“惠”母亲节
缺牙可选种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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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路线
武侯祠—杜甫草堂

游览时间
2017年5月7日

报名方式1
关注“成都儿童团”

官方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cdett11），在儿童团
首页底部消息对话框输
入“跟着诗词游成都”即
可报名；

报名方式2
关注“太平洋产险

四川分公司”官方微信
公众号，点击“彩·生
活”并进入“诗词大巴
报名通道”，填写报名
信息。

报名方式

本期游览路线及时间

这是一趟不能错过的诗意之旅

跟夏昆老师一道
走进诗词里的成都

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曾是三国时期
的蜀都，留下了不少关于三国的历史印记。

在武侯祠里，你想不想跟孩子一
起，跟着杜甫的《蜀相》拜谒诸葛丞相，
聆听蜀汉英雄们的故事，重温三国那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幽幽浣花溪畔，你想不想走进杜

甫草堂的茅屋，在屋前低吟一首《茅屋
为秋风所破歌》，透过绿叶丛生的院落，
感受竹林掩映、田园风光，看看《春夜喜
雨》里的景象？

5月7日，与夏昆和吴云霞老师一起，
乘着大巴，走进史书里、诗词里描绘的那
座锦官城。

●第七场诗意之旅
这一次
“国子监四门博士”带队

●从武侯祠到杜甫草堂
这一趟 我们与古成都深度约会

●安心乘大巴
这一路
太平洋保险全程保障

夏昆老师

诗词大巴等你上车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