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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地球去带上地球去““流浪流浪””

当太阳系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我们是

该驾着飞船去银河系寻找生路，还是坐以待

毙等待末日的来临？刘慈欣的答案是：何不

带上地球一起去流浪。

这个春节假期，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

《流浪地球》票房高达20亿，成为贺岁档的最

大赢家。故事讲述的正是在太阳即将毁灭之

时，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在地球上

安装发动机来改变地球的运转，最终飞出太

阳系，成为下一颗恒星的卫星。

古语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

宙。当人类的探索伸向更广袤的未知，种种

遐思便进一步铺展开来……

“人类的逃亡分为五步：第一
步，用地球发动机使地球停止转
动，将发动机喷口固定在地球运行
的反方向；第二步，全功率开动地
球发动机，使地球加速到逃逸速
度，飞出太阳系；第三步，在外太
空继续加速，飞向比邻星；第四
步，在中途使地球重新自转，掉转
发动机方向，开始减速；第五步，
地球泊入比邻星轨道，成为这颗恒
星的卫星……”

为地球装上发动机，让人类像
坐上宇宙飞船一样，一起飞出太阳

系，去寻找更适宜人类居住的下一
个星系……如此“疯狂”的逃亡计
划，着实让人佩服起刘慈欣的“脑
洞”来。毕竟，在过去的科幻故事
里，面对绝境，还是人类丢下地球
去其他星球移民的桥段居多。

那么，话说回来，《流浪地球》
里的计划真有实现的可能吗？

“ 从 原 理 上 来 说 ， 确 实 有 可
能。”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刘庆会说，
当发动机提供的动力大到足以让地
球克服太阳的引力，那么，让地球
飞出太阳系的情况的确是可能实现

的。
但从工程上来说，刘庆会认

为，这样的想法则是不可能实现
的。比如，让地球加速到能对抗太
阳引力，便是一项目前从技术上无
法实现的工程。

为此，刘庆会替记者算了一笔
账。“我国目前推力最大的火箭发射
一颗5吨重的卫星，飞行速度才能达
到每秒 11公里左右；而要将地球加
速至每秒 16.7公里的第三宇宙速度
来 对 抗 太 阳 引 力 ， 就 需 要
14600000000000亿个大火箭！”

由此看来，且不论我们需多久
到达那颗恒星，仅如此数额的火箭
安装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即使在地球表面密密麻麻全装
上火箭，也还是凑不够数的。”刘庆
会笑着说，就算最终逃逸成功，到
达最近的恒星还需要75449年，在这
一漫长的时期里，地球温度将降至-
200摄氏度以下，生命的延续也将是
一个巨大的问题。

总而言之，要挣脱太阳这样一
个庞然大物去其他星系流浪，绝非
易事。

太阳引力，何以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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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的科学课本告诉过我们，
太阳是一颗黄矮星，采用核聚变的
方式向太空释放光和热，其寿命大
致为 100亿年。目前，太阳大约是
45.7亿岁。在大约 50亿至 60亿年之
后，太阳内部的氢元素几乎会全部
消耗尽，其外层会膨胀变大，成为
红巨星。在这一过程中，太阳将把
距离其较近的水星、金星、地球等
环日行星撕裂、“吃掉”。最后，太

阳将发生坍缩，成为一颗密度大、
体积小的白矮星。

对于这一点，《流浪地球》中也
提到了类似情节：“太阳的灾变将炸
毁和吞没太阳系所有适合居住的类
地行星，并使所有类木行星完全改
变形态和轨道。”

“不过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毕竟
这是几十亿年后的事情。”刘庆会说。

诚然，与地球 40多亿年的漫长

历史相比，人类文明仅数千年之
久。往来今昔，诸多生命之于宇
宙，正如沧海一粟般渺小。

生命源深流长，探索便生生不
息。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月球到火
星，从太阳系到银河系，人类对于
宇宙的叩问和对“第二家园”的找
寻从未停歇过。

在科学家看来，未来百年，在
太阳系范围内，行星间的少量移民

是有可能实现的。如离地球较近的
火星，有大气，还有着存在地下水
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生命的
繁衍提供了条件。

而暂且褪下种种与浩瀚宇宙的遐
想，我们更应对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心
存感念。“爱惜地球，考虑子孙，并尽
可能发展科学技术，在能力范围内探
索宇宙奥秘，开拓视野，正是人类应
该做的事。”刘庆会说。

浩渺星空，人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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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末日灾难+ 19.9%太空歌
剧+0.1%赛博朋克，主角们抱着必死
的决心，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世界观打造和特效来说，比预期
好太多。”

“《流浪地球》最核心、还原难
度最高的内容，是地球如何面临自身
的终结。这一直是热门而且富有情怀
的科幻题材，好莱坞的末世，早已经
花样展示了无数次。《流浪地球》，则
是我们的第一次，这也是中国科幻电
影的一次大冒险。电影正面面对了中
国科幻电影里最难的部分。”

……
打开网页，关于 《流浪地球》

的影评不断涌入视野。
在北京师范大学科幻文学博

士、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

力中心客座研究员姜振宇看来，这
部中国科幻片自有其魅力独特之处。

细数过往西方科幻片，其中涉
及灾难时的套路，往往是企业家、
科学家等一小撮人在应对，政府永
远是拖后腿的角色，百姓则会发生
暴乱。“《流浪地球》讲述的是社会
整体对于灾难的应对，这是刘慈欣
故事的一种创新思路，也是中国科
幻文学的一大特点。”姜振宇说。

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说，这部影片
让他喜欢的地方正在于其浓郁的人文
主义情怀，以及将人类共同关注的重
大问题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

“‘希望’与‘回家’，是贯穿
整个影片的两大主题。”周忠和院士
说，其中，“回家”是中国文化中和

谐生活的重要元素。小至一个家
庭、一个团体，大至一个国家、全
人类，竞争与合作、生与死、爱与
恨、希望与绝望等始终伴随人类文
明的进步，并且一直是文学与艺术
探究的永恒主题。影片与自己对生
命及人性的思考形成了共鸣。“我有
理由相信，《流浪地球》为中国科幻
大片的成功开了一个好头，未来将
有更多更好的中国作品值得期待。”

“在世界范围内，科幻小说整体
已变得有些套路化；而对于中国社会
而言，科幻小说仍处在成长阶段，这
也契合了当下中国的社会状况，正呈
现出一种蓬勃发展之势。”姜振宇说，
现在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科
幻小说发展最好的时代。

《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
元，较去年的100亿元有较大幅度增
长。科幻创作平台和作品数均在增
加，科幻作品的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民众对于科幻的兴趣是可以培
养的，未来，当更多优秀科幻作品
涌现时，中国的科幻市场也将实现
迅速成长。”姜振宇说。

在周忠和院士看来，科幻与科
普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科普授人以
科学知识、科学思维与精神，科幻
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及对科学的热
爱；但从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角度
讲，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对于宇宙，对于科技，我们应
时刻保持好奇心和充沛的想象力。
有时候，信马由缰又何尝不可呢？”
刘庆会说。

科幻小说，适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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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太空漫游》。这
部上映于 1968年的科幻电
影，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保持
着魅力，许多人视之为最伟
大的太空科幻电影。美国著
名电影人库布里克花了4年
时间，完成这一鸿篇巨制。

2001 年，为了寻找黑
石的根源，人类开展一项木
星登陆计划。飞船上有冬眠
的三名宇航员，大卫船长、
富兰克飞行员，还有一部叫

“HAL9000” 的 高 智 能 电
脑。HAL 在宇宙飞行过程
中发生错乱，令富兰克和三
名冬眠人员相继丧命。 从
死亡线上回来的大卫关掉主
脑系统，HAL 彻底失效。
现在，茫茫宇宙中只剩大卫
一人，向木星进发。穿越瑰
异壮观的星门，大卫仿佛去
到一个奇特的时空，那里有
人类无尽的生死轮回和宇宙
的终极知识……

《星际穿越》。在家务农
的前NASA宇航员库珀接连
在女儿墨菲的书房发现奇怪
的重力场现象。追踪线索，
他发现在某个未知区域内前
NASA成员仍在秘密进行一
项拯救人类的计划。多年以
前土星附近出现神秘虫洞，
NASA借机将数名宇航员派
遣到遥远的星系寻找适合居
住的星球。库珀忍痛告别了
女儿，和其他3名专家教授
搭乘宇宙飞船前往目前已知
的最有希望的 3 颗星球考

察。
最终，库珀发现，在浩

瀚宇宙绝望而孤独的角落，
总有一份超越了时空的笃定
情怀将他们紧紧相连，这揭
开了女儿墨菲书房奇怪现象
的谜底。

《地心引力》。与其说是
科幻片，这部作品不如说是
一次硬核的宇航科技展示。

深邃浩瀚的外层空间，
一座隶属美国的空间站，数
名宇航人员正进行太空漫
步，对所属卫星做例行检
查。

这些宇航员随即遭到碎
片重创。初上太空的瑞安·
斯通博士和经验丰富的宇航
员麦特·科沃斯基幸存下
来，但失去控制坠入宇宙深
处。两人不得不彼此信赖，
拼尽全力朝向故土前进。

《火星救援》。这是一个
太空背景的鲁滨逊漂流记
——一个遗落在火星上的宇
航员种土豆自救的故事。

载人航天宇宙飞船阿瑞
斯3号成功抵达火星，谁知
一场破坏力极其巨大的风暴
向宇航员们袭来，阿瑞斯 3
号被迫中断任务，紧急返
航。撤离途中，宇航员马
克·沃特尼被飞船上吹落的
零件击中。由于生还希望渺
茫，队友们只得匆匆返航，
并向世人宣告他已牺牲的事
实。出乎意料的是，马克以
极低的概率活了下来。

那些把目光
投向太空的科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