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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珏

2014年，内地引进约翰尼·德普主演的科
幻电影《超验骇客》。故事曾带来一个惊艳的
设置：科学家德普把生前所有意识、情感、知
识、记忆进行了数字化，“注入”超级电脑。
肉身消失后，他与它合二为一。它是机器，却
拥有他的一切思维，他能够看到妻子，和她交
流，却再也无法触碰她的秀发……那么，这种
存在究竟是AI（人工智能）还是人？

这个问题与回答，始终在科幻的范畴内被
讨论。科技狂人马斯克最惊人的创举实际上既
不是特斯拉也不是超级火箭，而是把这个科幻
概念付诸实践——— Neuralink人脑机项目。马斯
克坚信有一天人工智能将突破奇点，获得无与
伦比的能力，而人类将遭灭顶之灾——— “人已
无法阻止人工智能的无限发展，所以我想从另
一条道路来保护人类——— 改造、升级我们自
己，那就是人脑机”。

人脑机，全脑接口，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

元都能无缝与外部沟通。在马斯克的技术路线
中，人类与人工智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
际上，电脑手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今天，
智能设备已然成为大脑的外包，而人脑机将把
这种融合彻底到内外不分。当意识与思维不再
依赖生物存在，人与人的交流也不再靠语言介
质，“脑脑之交”能把想法、情感、知识点对
点传送。当我看到壮美的星辰大海，闻到雨后
玫瑰的芬芳，这些感受不用表达就能瞬间完整
完美地传递给你。

这些近乎奇幻的科技构想，是新剧《上载
新生》的“理论基础”。故事设置在2033年，
如果你足够有钱，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把大脑
所有库存扫描上载，科技公司负责把这一切数
字化，输送进完美的“死后世界”。在那里，
一切都是虚拟现实，花红柳绿豪宅美酒，而从
现实世界来的“我”以意识的存在，活在这个
意识世界。换句话说，你的大脑依然活着，且
褪去了肉身的束缚，以自己选定的形象、体
态，永生于虚拟宇宙。

主人公内森是个程序员，死于一场车祸。
临死前，豪门女友送他一份上载合同，大脑被
完整扫描数字化后，他成为“意识态”内森，
进入高山大湖美丽新世界。

这里的感受是奇特的。大脑意识有，但肉
体没有，“我”是个数字影像。于是一切感受
都仅是感受，不是“实体”。按一按遥控器，
窗外四季风光随心切换，这是视觉感受；吃掉
一吨牛排不用担心胆固醇，因为意识根本不需
要吃，所有吃的行为只为满足意识对“吃”的
向往。人在这里不会吃喝拉撒，一切生理的东
西其实都消失了。内森的各种尴尬遭遇，好笑
又真实，甚至能挑战人们儿时读过的童话神
话——— 神仙显然也是无需肉身的，大家都凭一
缕魂存在，谁还要吃仙桃，谁还用得着大闹天
宫？都是意识，都是永恒。

披着喜剧外衣，故事“反乌托邦”味道仍然
辛辣。新世界貌似完美，但仍需生前付费，有多
少钱就有多少流量：富豪住在模拟瑞士森林大
湖的豪宅，穷人住2G的地下室，思考动不动就
卡壳——— 干什么都需要流量，流量跟不上，意识
就不转。为了追求一点活着的扎实感，有钱人甚
至愿花巨款买一场“感冒”的体验。当我们活成
了“意识”，我们就自由了吗？并没有。肉身有肉
身的桎梏，精神有精神的，当世界无法实现无限
供给，技术仍被少数人垄断，贫富差距只会更加
冰冷跌级。没钱是吗，你连感冒都体验不上。

《上载新生》不仅是科幻概念的成功，它同

时把情感上的困惑、反思，都表达了出来。当人
类可以选择死后永生，有些人却依然坚定选择

“传统”死法———“我不上载。你妈妈去得早，她
还在天上等我，没有她的永生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肉身能结结实实感受到的一切，人们无比
眷恋和珍惜。在还能拥有痛苦、激情和人类缺点
的时光里，人可以独立、有能力，被依赖，而貌似
轻松完美的虚拟世界，一切忽然无所谓有和无，
是和不是。当生命不再需要奋斗和争取，生活也
不再拥有获得和期待。

小时候不太理解神仙为什么下凡。永生多
好，投胎不累吗？《上载新生》这部剧某种程
度上解了点儿惑。不同世界有不同的逻辑，旧
世界的永生奢望是新世界的平常，而旧世界的
寻常却是新世界的奢望，当主人公内森在两个
世界的巨大落差中不断失落，人类改造自身的
双刃剑效应亘古如初。

马斯克试图用人脑机把人“升舱”为人工
智能，这个捷径有点完美。《上载新生》《超
验骇客》以此延展，把死做成了另一种生，解
析了人类由此必将遭遇的珍贵缺失，不得不重
新架构的秩序和伦理。纵然娱乐色彩减轻了沉
重，它仍足够成为一次带有预警概念的科技路
演。

从马斯克的“人脑机”到《上载新生》“我思故我在”———

如果我们可以只凭意识活着

据中国新闻网，继《谜宫·如意琳琅图籍》，
故宫第二本解谜书《谜宫·金榜题名》(简称《谜宫
2》)刚刚面世。

2018年底，故宫出版社联手奥秘之家发布了一
本“寻宝奇书”——— 《谜宫·如意琳琅图籍》，这
是故宫出版的首本创意互动解谜书籍，独特的实体
线装书籍+手机游戏式互动，不仅创新了读者的阅
读体验，还从不同侧面解锁故宫文化历史知识，受
到了读者们的热情关注。今年5月，《谜宫2》现书
及APP游戏在众多读者的期待中如期面世，获得了
读者的高度评价和优良口碑。

明清两代，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殿试”曾在
紫禁城太和殿、保和殿内举行。《谜宫2》就以真
实发生在咸丰八年的清代历史上最大一次科场舞弊
案为创作背景，让读者化身一名清代侦探，亲身侦
破这场科举舞弊大案。《谜宫2》延续了《谜宫》
系列线装书+随书配件+APP的互动阅读体验，将故
宫院藏文物、历史档案、解谜手段巧妙地融为一
体，也将真实历史与文艺创作巧妙地融为一体。创
作团队还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到了65份与案件
相关的奏折与谕旨，甚至找到了距今160多年前涉
案人员的亲笔供词，并精选了部分还原在《谜宫
2》内。书中的其他道具，如咸丰元宝、大清宝
钞、京城略图等，都在经过详实考证后予以还原。
创作团队还参考了《洗冤集录》《平冤录》《洗冤
录详义》等古代法医专著，力求以真实的古代侦查
角度和思维来设计破案过程。

曹文轩新作

《寻找一只鸟》

“云”上首发
据中国新闻网，曹文轩日前在网上发布新作

《寻找一只鸟》，该书讲述了男孩羽片儿在黑色信
鸽陪伴下，寻找父亲的经历。

《寻找一只鸟》是一个带有神秘感的故事。曹
文轩表示，不是在写作过程中刻意营造这种神秘
感，而是故事本应有这样一种氛围，并笼罩在整个
作品之中。这种神秘感在故事中也有很多意义解
读，书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给读者留下了许多耐
人寻味、引人思考的悬念，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
自己的理解。

曹文轩坦言，《寻找一只鸟》的创作就像一颗
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产
生很多细节，是最初在构思和写作时没有的，就是
在写到那里时突然迸发出来的画面。这些细节和元
素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种子，自然生长成了现在的
样貌。”这种书写经验也让他沉醉其中。

曹文轩赋予这部作品超越文字本身的魅力，用
文字带领读者进入了一个活动的影像世界，是一部
画面富于诗意美感、内核充满自省精神的深刻作
品，读者更能从中看到作家的自省与自信。作为
“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作品的第五部，《寻找一只
鸟》也是作家本人认为将在其个人创作生涯中占据
重要位置的一部作品。

国内首部线上首演音乐剧播出

再现民间神话《白蛇传》
据新华网，国内首部线上首演的音乐剧《一爱

千年》近日在优酷视频播出，广大音乐剧爱好者足
不出户即可在线观看这段改编自中国民间神话《白
蛇传》的爱情故事。

音乐剧《一爱千年》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
剧目改编自民间神话故事《白蛇传》，分为四幕，
在保留白娘子和许仙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对剧目逻
辑和框架进行全新设计。

该剧由音乐制作人陈小奇编剧、中央音乐学院
教授李小兵作曲、中国歌剧舞剧院毛伟伟任总导
演。全剧没有对白，所有叙事均通过唱词来表现，
在文字上借鉴了传统戏曲唱词的写法，并加入现代
汉语的语法，令唱词充满文气、避免腐气。抽象造
型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是此次舞美设计的一大看
点，在凸显剧情张力的同时，为作品风格增添神秘
色彩。

中国写意油画双年展

开展

可线上VR观赏

据中国新闻网，“精神·图式——— 首届中国写
意油画双年展”日前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社
会公众除提前预约到馆欣赏这场写意油画艺术盛宴
外，还能线上VR观展。

此次“双年展”旨在进一步梳理中国油画家在
“写意精神”上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方式，激励当代中
国油画家们的创造，形成更为广泛的学术探讨。展览
共展出180件作品，是国内老中青三代油画艺术家近
几年来在写意油画艺术领域创作和探索的成果。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
安在展览前言中表示，此时举办写意油画展览，使
公众从线上线下多角度走进艺术世界，起到抚慰人
的心灵、推动精神生活复苏的积极作用。据悉，从
5月16日至6月28日，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其间还将邀请国内专家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就中
国写意油画的学术问题展开专题研讨。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故宫第二本解谜书面世走近古旧书：时光里淘金

□ 本报记者 赵琳

疫情期间，很多出版社、书店打折促销、
线上直播，为“清库存”“活下去”而奔忙。而有
一块图书市场受到疫情影响较小，甚至还在
不断大量吸入“库存”，这就是古籍旧书收藏
市场。

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省内一些古旧书藏
家发现，由于古籍、旧书交易的稀缺性、特殊
性，不同于普通书店，古旧书的线上成交量只
出现了轻微上涨。一些资深藏家把藏品“剃
旧”，开始出售自己不那么喜欢的收藏。更多
资深藏家利用疫情居家时间整理收藏，对藏
品进行更精细分类，甄别其价值，迎接疫情结
束后的一轮交易高峰。

“寻宝”：民间收藏意识日益觉醒

5月19日晚，古籍藏家张经伟结束三天的
“寻宝”之旅，驱车从泰安赶回济南。一路走
来，他走访藏家、古玩店，有收获，也有失落。

张经伟是济南颇有名气的古籍旧书藏
家，从事古籍善本、金石碑拓专项收藏约二十
年，现任济南会贤堂艺术空间投资总监，是中
华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古籍部负责人。

“这是近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出门‘寻
宝’。”张经伟说。说是“寻宝”，实际上是有收
藏者慕名联系他过去鉴赏；看中的，他也会出
价购藏。这一趟，本来是奔着泰安地区的两套
出自清代的家谱而去，但由于藏家要价过高，
他没有出手。

失望之下，也有惊喜。偶然从另一位藏家
那里发现两套乾隆时期的刻板书《礼记》《春
秋》，保存品相完好，最后张经伟以万元左右
的价格购入。

古籍年代越久、册数越全、品相越完好，
越具有收藏价值。古籍交易，向来是“漫天要
价，落地还钱”。张经伟说，古籍买卖不同于一
般的旧书，有的古籍本身承载的内容不见得
多么珍贵，珍贵之处在于它以较为脆弱的纸
张为载体，留存不易；另外，在明清时期，成套
的线装书本身价格不菲，也非普通人所能购
买。

“在当世，古籍收藏属于古董收藏领域。
尤其是古籍善本已经成为古董收藏、拍卖的
重要板块，近年来很多藏家、投资者纷纷涌
入。”张经伟说。

盛世修典，富贵藏书。近年来，国内爱古
籍、藏古籍、读古籍、用古籍的参与者数量大
大增加。根据北京一家拍卖企业的统计，2019
年，这家企业古籍会员的网络注册数量接近1
万人，大约是10年前的5倍。

“古籍行业的活跃者，仅从人员数量上
说，已经大大扩容，这是市场繁荣的表现。”张
经伟分析，当越来越多的人相对迅速地进入
这个市场，当藏书者开始“藏而不出”，市面上
可供交易的古籍数量就会变少。过去，张经伟
一趟“寻宝”线路走下来，能收到十几套古文
献，也有曾“捡到漏”的情况。而现在，经常会
出现为了一套书而专门跑一趟，最后却求而
不得的情况。

“一方面，是因为现在民间的古籍存量越
来越少；另一方面，很多藏家甚至老百姓，都
逐渐有了收藏意识。”张经伟说，不只是企业
家等富裕阶层，很多普通人也都逐渐燃起收
藏热情，近几年来“鉴宝”节目的火爆，也是民
间收藏热的表现之一。

收藏古籍，是用来买卖还是满足阅读需
求？面对记者的这个问题，张经伟说：有时候，
买一本书不是为了把它看完，而是为了在需

要的时候已经拥有，这是经济水平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体现。就像吃饭一样，几十年前，人
们考虑的是能不能吃饱；而现在考虑的是什
么好吃、怎么吃才健康。

对于民间收藏热，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
明认为，普通人收藏古籍，除了经济考量，更
多的因素是近年来弘扬传统文化的氛围增
强，是一种爱国意识和家国理念的体现。“大
量历史资料散落在民间，无形中对于文化的
传播和振兴产生了积极作用。”

很多藏家的实际作为印证了杨朝明的观
点。比如，张经伟就特别注重地域文化古籍的
收藏整理，他收藏的清中期刻本《牧民忠告》，
讲述济南历城人张养浩的为官之道；清晚期
刻本李清照《漱玉词》等，文化价值都颇高。曾
获全国书香家庭的临邑人修广利更是从收藏
古籍中得益，他专注研究整理德州历史文化，
点校整理的《邢侗集》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委
员会重点扶持项目。

旧书，线上交易兴起

在收藏市场，古籍和旧书是很难分开来
谈的话题。前几年，国内著名收藏家韦力到访
济南时，曾在济南市新华书店旗下的济南市
古旧书店盘桓许久，专门为该店撰写文章，梳
理古旧书店的历史、特点、地位，为业内所津
津乐道。

在韦力眼中，济南市古旧书店很好地融
合了古籍、旧书两块市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古籍、旧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济南市新华书店古籍业务部工作人员，
详解了“古旧书”的由来。古籍是指1949年之
前的线装书籍，旧书只是1949年之后出版的
图书。但民国期间的平装书，不作为古籍，业
内统称为民国旧书。

一般认为，古籍和旧书的“分界点”，仅仅
是一个认识的界定。从历史规律来看，藏书的
年代下限，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推
移。所以，当藏书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一种习
惯，“天花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是一个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理论上人人都可以
收藏古籍旧书。

旧书虽多，转化为古籍却需要较长的时
间。旧书虽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与作为
列属古董收藏的古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因此，古籍藏家一般具有较高的鉴赏能
力、较充足的财力支撑，而旧书收藏则门槛
较低。

多数古籍藏家会兼收旧书，毕竟相对于
定价较高、对买家有一定要求的古籍来说，旧
书的“流动性”更好一些，更容易产生现金流。
这对于需要不断通过购买来丰富藏品的藏家
来说十分必要。

在国内最大的古旧书交易平台——— 孔夫
子旧书网上，聚集了近10万个古旧书卖家，囊
括9000多万种商品。该网站的创建口号就是

“总能买到您想买的图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80后”编辑郭珊珊是

孔夫子旧书网的常客，由于业务需要，她经
常要深入了解某一领域的出版历史、出版内
容，而她需要的书，多数已经绝版，在市面
上常见的购书网站上几乎难觅踪影。每到这
个时候，来到孔夫子旧书网上一搜，都能收
获“惊喜”。

前不久，在研究运河文化时，郭珊珊了解
到：《京杭运河 齐鲁风情》5卷书是由熟识的
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于是向熟
人讨要，被告知全社都没有这版书了，后来她
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了全套书。“比书的原
价贵了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编辑质量高、初版量少的图书，往往会在
几年后成为旧书交易市场上的抢手货。济南
市一位旧书藏家告诉记者，他在孔夫子旧书
网上架了一系列出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连环画，当时出书时定价是每本一块钱，现在
则升值到千元左右。这套连环画一直销量稳
定，“时不时就会有对话框跳出来询价。”

齐鲁书社出版的《山东藏书家考略》，也
是孔夫子旧书网上的“网红”旧书。标价只有
十几元，但市价都超过了千元。该藏家表示，

《山东藏书家考略》初版只印了三千册左右，
后期国内古旧书市场繁荣发展，很多新入门
的藏家都想入手这套书，一为收藏，二为长见
识。“目前我手中只余两册，卖一本少一本，定
价肯定会越来越高。”

除了稀缺性，作者身上发生的新闻也会
引起旧书市场上的变动。比如，孔夫子旧书网
运营方、北京古城堡图书有限公司负责人告
诉记者，前段时间，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的消
息传出后，买家和卖家都反响强烈：线上迅速
出现了较早年代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小
灵通漫游未来》等旧书，同时前来询价的买家
也变多了。

“金庸先生去世时，他早期在大陆出版的
正版武侠书，也出现大幅度升值。与科普文学
相比，武侠小说的受众面更广泛，那段时间孔
夫子旧书网的线上交易出现了一个小高峰。”

张经伟也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设了线上
业务，但他更愿意把它叫作“书摊”，而不是书
店。疫情期间，1-4月，除了个别的线上拍卖，
整个拍卖市场和线下面对面交易几乎停滞，
张经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设的“山东海源
阁”，旧书买卖成交约5万元。

“这个数字和往年相比，有一定的增长。”
张经伟认为，古籍交易由于在鉴定时要考虑
品相，更多人希望看到实物，线下交易；而对
于旧书交易来说，对品相的要求没有古籍那
么高，因此年轻化的藏家和经营者会慢慢去
迎合线上买卖，这是一个大趋势。

“玩家”，年轻人涌入古旧书市场

如何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永恒的
话题，情怀与商业也是讨论书市的永恒主题。
不过，在很多年轻人眼中，二者似乎在某种程
度上达成了和谐统一。

魏榆古旧书店的谢宇航不过三十，在孔
夫子旧书网开店已六年，他说，在网上摆个书
摊的好处是不算太寂寞，比现实中守着书摊、
数着人来、猜着心意、盼着成交，好太多了。

最开心的是通过观察网上的成交记录，
他发现，原来这些东西也可以卖钱。“我经
常观察成交记录，发现一些自己不知道但却
实实在在存在的行情信息。通过商品描述、
图片、品相，我就学到了一条新知识。等下
次我再逛地摊时看到类似的，就可以把它买
下来。”谢宇航说，这个发现的过程，让他
兴奋。

孔夫子旧书网不仅能找到古旧书，还能
找到更多带有时光印记的老物件。打开搜索
框，儿时玩具——— 不倒翁、条纹型的娃娃，成
交价从几百块到上千元不等。小时候玩的拍
洋片、热门IP的不干胶贴画，价格都不低。这
些特色卖家和藏品不断丰富上架，成为孔网
交易的一大特色。

很多年轻的卖家出现在古旧书市场。谢
宇航分析认为，旧书的货源其实是在扩大的，
新书在不断变旧，2000年出版的书到现在也20
年了。“80后”、“90后”已经成长起来了，随着
这批人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适合他们年龄
段的收藏类目也逐渐扩大起来。近年来出版
的很多二手书价格在不断攀升，极具交易价
值，甚至许多绝版儿童绘本价格都“水涨船
高”了。

谢宇航的古旧书店里，也上架了一些动
漫作品。他告诉记者，跟很多买家交流下来，
他发现，收藏东西都是对童年的回忆，是对童
年缺失部分进行心理疗愈的一个过程。

“90年代流行的漫画，现在国内的出版社
依旧在出版，不过卖旧书这行的人都有一个
认识：翻译国外作品，还是以前的翻译家水平
高。这不仅仅体现在外国文学译本上，其实漫
画方面也有这种倾向。”谢宇航说，比如在早
期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机器猫》版本中，译
者前辈们很用心地把日文的文字接龙转化成
中文版本，而新近出版的《机器猫》，则是日文
直译，无法表达出“接龙”的意思。

韦力认为，在收藏界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即每一代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典型生
活记忆的实物载体，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
次成为收藏热点，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所谓
年轻人进入到这个市场中来。”在国内，红色
收藏、连环画、漫画收藏都体现出这一规
律。”

张经伟则认为，对古旧书收藏来说，老藏
家早已经过了单纯靠外观进行价值判断的阶
段，而新进的藏家很快会成为老藏家。这就意
味着，在外观之外，要格外重视古旧书的内容
价值，“在藏书人眼中，古旧书越来越呈现出
它们在历史文化传承中的本来面目和实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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