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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曾指出，某种形式的时间旅行是
人类的特殊能力：我们记得自己的过去，还能
通过口头传说和书面记载了解更为渺远的过
往；我们思虑自己的未来，也创作发生在极远
未来的故事。世界第一份科幻杂志《惊奇故
事》的创刊号上，曾提出一句声称其中故事可
以真实窥见未来的口号：“今日离奇小说……
明日冷酷现实。”实际上，科幻小说中的时间
旅行，只是将这一熟悉的思维过程转变为了文
学形式，想象一个人的肉体可以穿越至仅存在
于回忆或幻想中的领域。

《圣诞颂歌》里的时间旅行

此种文学手法如运用得当，力度可入木三
分，例证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时间旅行作
品——— 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这个故
事可以换成更现实的手法：出于关心，朋友们
提醒埃比尼泽·斯克鲁奇，他曾经是多么开朗合
群，假如继续这样孤僻下去，他死后将受尽冷
眼，很快被世人遗忘。但这样的剧情未免乏
味，可想而知，即便如狄更斯这样的文学大
师，也不尽然能为口头劝解注入足够的说服
力，并转变斯克鲁奇这般铁心厌世之人。相
反，来自过去的圣诞幽灵向斯克鲁奇实际展示
出过去的他是何种形象，而来自未来的圣诞幽
灵则展示了人们对他的死漠不关心、从此他的
坟墓无人问津。故事因此变得有趣，斯克鲁奇
的转变也顺理成章，因为他亲眼所见的证据具
有无可抵挡的冲击力。《圣诞颂歌》运用时间
旅行的手法实现个人的救赎，而在后续的同类
小说中，前往过去或未来的旅途则引导着社会
层面更广泛的救赎：奥克塔维亚·E·巴特勒所
著的《血缘》中，一名现代非裔美籍女子亲眼
目睹19世纪美国黑奴的生活之后，对延续至今

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有了新的理解；约翰·温
德姆笔下的《她者之道》中，女主角穿越到未
来世界，那是一个被严格的等级制度束缚的女
性社会。回到自己的时代之后，她便决心阻止
那样的未来成为现实。

在《圣诞颂歌》中首次登场的两种观念，
在后续的时间旅行故事中再次重现。其一，人
们可以在时间旅行中旁观不同时期的自己，甚
至与之交流——— 罗伯特·A·海因莱因在《靠自
己》中以巧妙的手法推演了这一原则，读者看
完整个故事之后恍然大悟：主角遇到的所有人
其实都是人生中不同时段的自己。其二，来自
未来的圣诞幽灵告诉斯克鲁奇，只要努力改变
自己，就能避免那个黯淡的未来时，他想说的
是人们可以借助时间旅行做出不同的决定，从
而创造出不同的或然未来。

19世纪的时间旅行作品

19世纪还诞生了两部经典的时间旅行作
品：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和
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均以
现代主角身处其他时代为背景，对作者所在社
会展开了辛辣的讽刺和抨击。贝拉米笔下的朱
利安·韦斯特在未来的乌托邦醒来之后，认识到
当今美国的缺陷；而吐温所塑造的汉克·摩根将
血腥的现代战争带到宁静的亚瑟王朝，将美国
的惨无人道展露无遗。后世不乏有作家从这些
杰出的先驱者身上汲取灵感，创作类似的故
事，例如，麦克·雷诺兹的《在2000年回顾过
往》以20世纪的韦斯特为主角，只是与贝拉米
的乌托邦相比，他醒来后所处的社会更为现
实，不再值得大书特书；L·斯普拉格·德坎普
的《唯恐黑暗降临》似乎是反过来写了马克·吐
温的立意，他没有让现代人毁灭古代社会，而

是利用时间旅行者的优势，积极改进现状，避
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这几部19世纪的小说当然存在问题：时间
旅行的机制牵强附会，毫无解释。斯克鲁奇被
两个幽灵“施法”带入了时间洪流；韦斯特匪
夷所思地沉睡了一个多世纪；摩根则是因脑袋
受到一记重击，神奇地回到了过去。不过，贝
拉米前往未来的手段是长期昏睡，这得到了后
世科学原理的支持：暂停肌体活动、低温冷冻
等技术，在一些作品中被设定为向普通民众开
放的服务，例如海因莱因的《进入盛夏之门》
和克利福德·D·西马克的《永生何益》。同
时，“穿越故事”仍然出现如雨后春笋，比如
伍迪·艾伦拍摄于2011年的电影《午夜巴黎》，
还有数不胜数的“言情穿越”小说，里面的主
角各种莫名其妙地穿越回去。

不过，H·G·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为广大
作者提供了更加高级且灵活的时间旅行机
制——— 一台时间机器！其科学理论依据如下：
时间乃是第四维的存在，人类怎样穿过三维空
间，就能以同样的方式穿过四维空间。尽管电
视剧《时间隧道》里的主人公总是被时间机器
随意抛向过去或未来，但在大多数设定中，时
间机器都是可控的，能依照使用者的意图前往
特定时段，打开故事的新剧情篇章。

“时间旅行”改变历史？

有关逆时旅行的科幻小说，一个长盛不衰
的话题是有意或无意的更改历史事件。关于这
个问题，第一种假设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例
如弗里兹·雷伯的《别想改变过去》提出了一个
不允许改变历史的“现实守恒定律”。冒险漫
画《不可能的任务》也采纳了同样的观点，超
级小子回到过去，意图阻止亚伯拉罕·林肯总统

遇刺却遭到失败，从而明白了“任何人都无法
改变命运，即使是超级小子也无力回天”。

第二种设想是，时间旅行者可以即时改变
历史，创造出不同的现实。此类作品中不得不
提的例子包括：威廉·泰恩的《布鲁克林工
程》，讲述一位科学家疯狂地反复时间旅行引
发一系列变故，最终“胜利地伸出十五个紫色
肉团”，宣布“看，什么都没有改变”；布拉
德伯里的《一声惊雷》，讲述一位穿越到史前
的恐龙猎手不小心踩到一只蝴蝶，结果导致当
今的大选选出了一个卑鄙无耻的领袖；还有沃
德·穆尔的《解放之年》，小说中美国内战原本
南军赢了，却因一位回溯时间的历史学家不经
意改变了葛底斯堡战役的结局，最终致使北方
赢得胜利。鉴于此类人为干涉灾难的存在，一
些作家为未来世界构想出专职的“时间警察”
监视时间流，对偏离历史记录的行为进行纠
正，例如波尔·安德森的《时间巡逻》及后续系
列作品，以及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逆时而
上》。在奥森·斯科特·卡德的《历史记录：哥伦布
的救赎》一书中，一个小组为了改善历史而刻意
开启逆时旅行，促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留在美
洲，引领一个种族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

第三种设想在前文已经提及：对关键历史
事件的改变将触发两种或然未来；这种时刻被
称作“姜巴点”，源于杰克·威廉姆森的《时间
军团》。在这部小说中，男孩约翰·巴尔面临着
一次重要选择，假如他拿起磁铁，就会成为科
学家，利用伟大发明造福于平静美丽的未来世
界“姜巴”；如果他拿起鹅卵石，则会导致未
来世界变为可怕的“基垄驰”。这两条时间岔
道上的未来居民不断地回溯至过去，争相对巴
尔的选择施加影响，以保证自己所处的世界成
为现实。在《时光飞船》中，时间旅行者将自
己的经历集结成书出版，从而创造了不同的未
来，避免了伊洛人与莫洛克人之间的冲突，而

他接下来的时间旅行又触发了另一段或然未
来。

尽管有关时间旅行问题的主流是对历史进
程的干扰，也有一些小说将时间旅行设定为确
保历史正常演进的必要手段。有两部作品中，
时间旅行者成了重要历史人物：曼利·韦德·维
尔曼所著《重返》的主角穿越至文艺复兴时期
的意大利，更名为莱昂纳多·达·芬奇；迈克尔·
莫考克的《瞧这个人》讲述一个回到耶稣基督
所处时代研究其生平的学者，在得知耶稣是个
先天白痴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了光辉万丈的救
世主。海因莱因所作《进入盛夏之门》的主角
最终也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到过去，才能保住他
当前所处的现实。

《时间不存在》
未来事务管理局 主编
作家出版社

《昨日将至》是英国大师级编剧、导演、
演员、制片人朱利安·费罗斯最新出版的一部长
篇小说。这部小说被称为“震撼心灵、回味悠
长 的 古 典 史 诗 ” 。 小 说 的 英 文 名 为
“Belgravia”，即小说中的人物詹姆斯打造的
富人住宅区的名字“贝尔格莱维亚”，名字的
另一个释义是“贵族”，可谓一语双关。而该
书的译者林柒将之意译为“昨日将至”，则是
其来有自，可谓点睛之译。

我们知道，朱利安·费罗斯编剧的《高斯福
庄园》、《唐顿庄园》曾分别获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原创剧本奖和艾美奖最佳编剧奖。同这两
部作品相同之处，《昨日将至》所写也是英国
上层社会的现实生活与人性转变。

但这部小说其实是一种独特的“负痛前
行”之作。

在看似徐缓实则精彩疾驰的情节里，昨日
之痛不曾因为二十六年的时光而抹平。虽然在
时光的抚摸与平复下，故事中的安妮、詹姆
斯、卡罗琳变得世故、麻木，但是面对亲情与
名誉的左右、野心与爱情的考验时，他们都作
出了自己应有的选择。这些两百年前的生活抉
择与如今我们的抉择并无二致。朱利安·费罗
斯在小说开篇写道“逝去的过往时光如异国他
乡，有着与如今完全不同的处事原则……过去
与现在亦有相似之处。比如，野心、嫉妒、愤
怒、贪婪、善良、无私以及最重要的感情”，
这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基调与主要题旨，也
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所面临的众多抉择之一。

故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有着不可忽
视的史诗性格与人性意识。

小说的叙述不缓不急，娓娓道来，从滑铁

卢战役所带来的人性与社会格局变化切入，将
英国上中下层阶级的泾渭通过简单的人物心理
与行为描写暴露无遗。小说中的对话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情节的发展。但是，这些对话颇为
简洁干净，内容与细节处理得浑然自如，体现
了一代编剧大师的工匠精神与人文底蕴。

小说的叙述让我们体会到了19世纪现实主
义作家的叙述风格与人文关怀。叙述的调子似
一支带有感伤的悠扬且明亮的歌曲，在极具耐
心与极为细致的描写中表现了鲜活的英国上流
社会的生活姿态。这在当代传媒社会是极为不
易的。

小说在约三分之一处将叙述伊始的铺垫与
伏笔逐渐展开，并逐渐将情节推向高潮。在小
说的最后，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无论
主动还是被动的），而这个结局既是既往叙述

铺陈的结果，也是人物塑造的欲望使然。当安
妮“独享”索菲娅留下的信件沉浸于昨日而悲
喜交加时，当人们恢复最初的对埃德蒙的好感
与信任时，当苏珊孤注一掷而甘愿做特伦查德
少夫人时……我们恍惚中看到他们昨日的模
样。然而，我们深知，他们的未来已消逝在昨
日的光晕之中，而昨日将至。小说虽有相对圆
满的结局，却令我们在另一个维度里怅然若
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用虚假的故事来陈
述真实是可取的。而朱利安·费罗斯用过去的故
事陈述未来的真实，亦是令人情思神往的。

《昨日将至》
（英）朱利安·费罗斯 著
林柒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有美国家长给肖恩·扬博士写信求助说，
“她10岁的女儿唯一的兴趣就是用平板电脑看
漫画和玩游戏。如果阻止，她就会大喊大叫，
发脾气。”其实，该家长的烦恼在中国家长中
也极其常见。

当然，作为行为科学领域新一代权威人
士，肖恩·扬博士的方法更加有效，譬如他给
该家长的建议是：给孩子介绍不同的活动，看
看哪些活动可以让她少玩平板电脑，哪怕只是
几分钟；让孩子加入到不玩平板电脑的同龄小
朋友群体里，比如加入运动队，或是绘画、手
工艺小组；让孩子主动做家务、去看朋友、参
加活动，同时给她一些零花钱作为奖励；带孩
子去她喜欢、却不能用平板电脑的地方。该家
长如法炮制，果然纠正了孩子沉迷于平板电脑
的不良习惯。

对于如何改变人类行为，提升健康、财富
和社会关系，肖恩·扬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擅长将心理学、医学、商业与科技领域的成
果结合起来，并利用新兴的网络技术帮助预测
和改变人们的行为。他最新出版的《如何想到
又做到》将颠覆读者过去对所有行为的认知，
给出了你另外的一个解决思路，那就是要想解
决行为问题，先要准确地把行为进行三种分
类，然后用对应的心理武器去攻克它。

三种行为是自动行为、冲动行为和常见行
为。七种武器包括：阶梯模型、社交磁力、要
事为先、极度容易、行为在前、致命吸引和反
复铭刻。针对人们应该怎样将这7种武器应用
到生活、工作中的不同问题上，作者还提出了
一些具体的建议。这本书算是科学、商业、心
理自助类图书的综合体。

一个好的创意或者一个美好的愿望，能够
想到的人很多，但真正选择去做并做到的人很
少，想到做到的人也就成为了佼佼者。如何想
到又做到，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实践的
课题。不管你是想要研发新型化工或制药的科
学家，想要建立更活跃的客户群的商业人士，
还是单纯地希望让自己或家人更健康，作者都
为你提供一份行动指南。这是一幅清晰的行动
路线图，只要跟着去做，达成目标的概率就能
提高。

《如何想到又做到》
[美] 肖恩·扬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山川岁月长》是一本华语散文集，收入
蒋勋、林清玄、龙应台、张晓风、舒国治、林
文文等26名华语作家的文章37篇。大略一翻，
已是满心欢喜，因为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也
因为这些散逸人生真味的文章。

忙碌之后，撇开手机屏的杂乱纷沓，沉浸
于纸页之间，手捻，目视，笔画，意会，神
飞，我感到与智者对话的畅意，也享受着被他
们引领，展卷探寻美好情思的欢悦。

作家们智慧的颖悟和动情的文笔下，可见烟
火故乡、百年思索、菩提众生、天长地久，正如题
记所说，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时间的缝隙里。

开篇蒋勋的《无关岁月》，以往事细说时
间的曼妙和留在心里的印迹。他告诉我们，时
间其实是一条永不停止的长河，人们借自然的
某一现象，来假设时间的段落，这样，时间似
乎有了起点和终点，行进和栖止，盛旺和凋
零。然而，时间给予个人的印迹，总是依附于
某个事件。作者讲述了离大陆到台湾，新的生
活环境里，母亲仍按照大陆的生活习俗，逢年
过节，做上家乡的地道小吃，父亲也会按照老
家的传统，烧一炷香，祭奠祖先。隔海的老

家，传统的习俗，已成为永远的乡愁。
所有美好都藏在时间的缝隙里，那缝隙也

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林清玄的《四随》，即随喜、随业、随

顺、随缘，无不以一颗菩提之心关注现世人
生，透露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四个片段，都缘
于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小事。然而，乞者、蟑
螂、玉兰花小贩、瘸腿母狗这四种非常普通的
存在，在作者眼里，成了检验人情冷暖、善良
与否、修养高低的最好注脚。

作家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并伴之以人文关怀和思考。行文清新、智慧，
空灵流动，具有诗性之美。

岁月长长，山川永在。如果你可以选择，
你要做什么？颖慧的张晓风，由一次下午茶的
寻常小事起头，引发了“人生存在意义”的思
考。她说：我不要做有求的凡胎，不要做必应
的神明。钟鸣鼓应不必是我，缭绕花香不须是
我。我愿做那棵承担别人悲伤和慌惴之心的小
树，愿做两军对垒的田塍上不胜不负的野花，
愿做使那造字的仓颉为之血脉贲张的一枚留
痕，愿做光澈艳绝使人误认为白昼的明月，愿

做那只瑕疵明显然而陪伴故窑和故主的烧坏了
的歪碗……她独特的观物角度和人生视角，总
会让我读着读着不由自主站起身来、拍案叫
绝。她的散文是中国的、怀乡的，是忘情于古
典而纵身于现代的。淋漓健笔，亦秀亦豪，读
来只觉字字生香，沁人肺腑。

舒国治的《赖床》，那种不即不离，一会
儿昏昏默默，一会儿源源汩汩，若即若离的朦
胧状态似乎就在今天早上。粟耘的《蝉与籁》
中的蝉，不相闻问，了无争执，各自推敲，如
入化境。作者因此感叹“大概很少有生物可以
像它们那般能够静心养性”，禅机顿悟的机
锋，让人读到此，不由轻轻一震。

也许，文字最好的注解，就是岁月和山
川。不论时间怎样流转，只要我们心怀感恩，
那漫漫如缕的往事、平平平淡的当今、懵懵懂
懂的未来，所有的美好，都会被时间收藏，藏
于它折折皱皱的缝隙里，等待我们，去追寻，
去怀念，去敬重。

《山川岁月长》
蒋勋 林清玄 龙应台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亓凤珍、张期鹏编著的《张炜研究资料长编
（1956～2017）》，是目前最为全面、详实的关于当
代著名作家张炜的研究资料汇编，该书较为详尽
地收入了张炜的文学创作概况和几十年间众家
评论的基本观点，是张炜研究的重要工具书。

全书计六十万字，囊括了张炜六十多年间的
主要生平经历、文学活动、文学创作以及作品
的发表、选载、入选选本、出版情况，还有各
类媒体、刊物、专著对张炜及其创作的介绍、
宣传、评论情况。编著者着力搜集张炜浩瀚的
研究资料，力求没有疏漏、不留遗憾，摘选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评论，以及作家本人的回忆性
文字和创作缘起的说明，按照年月日顺序编
排，配以作家作品的中外各种版本书影383幅、
各个时期的工作生活照80幅、手稿11幅等，构
建了极其严格又十分别致的编写秩序。这是一

项巨大的工程，为当代作家的研究资料汇编提
供了一个成功范式。

通过这部书，读者不仅能够全面了解张炜
的文学创作道路，更可以解读一个作家的成长
密码，概观他以长达四十五年的创作所构筑的
文学大厦的基本形貌，还可以窥见以他为代表
的一代著名作家与时代发展的密切关系，他们
对当代社会、文化进步的深入思考与重要贡
献。编著者之所以孜孜以求、痴心秉笔、克尽
烦劳编撰此书，自然有出于对作家的诚挚友
情、钦佩热爱等原因，更是出于对文学创作和
文学事业的尊重与礼敬，尤其是对本土诞生的
杰出作家发自内心的深厚情感，对当代中国文
学发展与研究的深情呼唤和期盼，对文学理想
的执拗坚守和歌咏。

从这部严谨、丰实且独具创造性的“大

书”之中，我还分明读出了编撰者的自信、笃
定和沉甸甸的思索。他们把这些要素细致且细
腻地蕴含进编著过程和那些摘录的文字之中，
显示出一种激荡与蓬勃的气韵，与张炜始终如
一的创作理念相呼应，使本书始终充满了人文
情怀与理想深度。仅从这一点，就能看出编撰
者的良苦用心、精神高度、情感与智性完美结
合的钻研能力。

我了解到，编著者在继续续编的同时，每
五年“修缮”、增补一次，以求呈献给读者和
研究者一部更全面、更完整、更有价值的文学
史料。相信《张炜研究资料长编》会在时间的
见证下，越来越显现其独特价值。

《张炜研究资料长编（1956～2017）》
亓凤珍 张期鹏 编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未来已逝，昨日将至
——— 读朱利安·费罗斯最新长篇小说《昨日将至》

□ 王海峰

在时间的见证下显现独特价值
□ 王川

想到又做到
□ 彭忠富

所有的美好都藏于时间的缝隙
□ 米丽宏

■ 速读

想不到的时间：科幻小说中的时间旅行
□ 晓艺 整理

时空在你周围弯曲变形，当你抬起
头，眼前的一切都改变了。好的科幻就是
有这样的能力，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
时间旅行或许永远不会实际发生。但在我
们脑中，它随时发生。

《情感勒索》
以撒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丰富的案例剖析情感勒索的种种表
现，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法，帮助读者摆脱
情感勒索，学会施爱和被爱，远离施害和被
害，理解和化解自己遇到的情感关系问题。

《流光 知味》
汪曾祺等 著

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

这些作品或给人以语言之美；或博大深
沉，给人以思想之光。他们谈故乡，谈友情，
更谈岁月流转中的爱恨得失。他们对生命的思
考与领悟，对幸福的观察与解读，予我们以珍
贵的启迪。

■ 新书导读

《必然帝国》
[美] 格雷格·格兰丁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发生在1804年南太平洋上的真实事
件：西非的奴隶控制了将他们运往美洲的船
只，他们伺机暗杀白人军官。最终他们能得逞
吗？殖民者与新教徒要如何面对这座即将崩塌
的殖民主义“必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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