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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资讯

虽然这么说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质
疑与不满，但漫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由一个活生生的节日变成一个残留的倒
影、最终异化为一个徒有其名的轮廓，这
才是春节在未来（而且很可能是不远的
未来）最有可能迎来的宿命。

自从居住在古代德意志土地上的克
罗马农人第一次将月相盈缺整理成表、
刻在骨头上时起，“历法”以及与它共存
的“新年”这个概念就出现在人类的日常
生活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文明的碰
撞，绝大多数曾经被使用过的历法都在
文明融合的过程中被边缘化乃至抛弃
——格里高利历在今日的极高普及性就
是这一过程的结果。

尽管作为春节存在基础的农历要比
大多数历法的生命力都顽强得多，但随
着技术进步，它的存在意义已经被大幅
度削弱——顾名思义，农历的主要意义
是指导传统农业生产，而现代农业的出
现已经使其意义大减，考虑到未来农业
不可避免的工厂化趋势，它在将来会越
来越失去其实际意义，而仅仅作为一种

纯粹的文化象征存在。当然，由于人类
社会固有的路径依赖现象，即便在“种
地”这个词失去实际意义之后很久，农历
和春节也会继续存留下来，但一旦不再

“实用”，那么异化与虚无化就将不可避
免。

要寻找类似的例子，我们大可不必
去翻阅落满灰尘的大部头史书：现代人
仍然记得复活节，但除了历史学家，又有
几个人知道它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渊
源？当全世界的人在12月25日立起圣
诞树时，恐怕也没多少人会想起圣尼古
拉以及那些更古老的小亚细亚风俗。当
节日变成一种习惯，人们就会将各种各
样的东西填塞进去，正如矿物质在化石
形成过程中逐渐替代掉原有的骨头一
样。或许在一个世纪之后，人们会以完
全不同的理由、不同的方式去庆祝那个
被称为“春节”的日子，甚至将各种文化
元素张冠李戴在它的头上，正如那些已
然与最初的模样大相径庭的节日一样。

当然，这或许正是节日的宿命。
(本报综合)

索何夫
作品《出巴别记》获第

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最佳中篇小说奖银奖

2150年

春节将“泯然众节矣”

金鸡报晓九州春，2137年的鸡年春
节即将到来，整个太阳系都欢腾起来
了。

春节晚会节目组今年在火星和木卫
二设立了分会场，为此投入了中科院最
新研究的全息虚拟演示系统，以保证全
太阳系的人类定居点都可以同步地球标
准时收看春晚，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氛。

主会场仍然设在央视一号演播大
厅，这个有着百多年历史的大厅，已全新
装饰，力争美轮美奂，呈现给观众一台喜
庆、热烈、祥和的春晚。零点敲钟时，春
晚还将组织全太阳系万人以上的大型定
居点燃放天幕烟花，烟花的品种和强度
为历年之最。据悉，火星烟花在地球上
观看也能感受到其绚烂。

交通运输部门为缓解春运压力，加
班加点修复了20艘老式运输飞船，投放
到最繁忙的地球－火星航线，上百位已
经退休的驾驶员和乘务人员为此重返工
作岗位，他们表示为了春运放弃个人舒
适的退休生活是值得的，希望能用优质
的服务令旅客忘记旅途的疲劳，开心回
家。

月球转运港的新泊位经过试运行后
顺利开放，使该港口日接待中转旅客能
力达到五万人，除了匆匆从太阳系各星
球赶回地球老家心急如焚的游子，还有
利用春节长假前往各星球旅行的游
客。各地也为游客准备了花样繁多的
游乐项目，比如火星滑伞、木星大红斑
探险等。

凌晨
大型科普图书《宇宙

的光荣》主笔

2137年

全太阳系一起看春晚

被亲友嘲笑。而且最要紧的是你可以同
时进行多个项目，再也不用为初几去谁
家而烦恼了。比如春晚该说相声了你可
以马上停止唱KTV，切换到电视频道。
和高中同学聚会喝酒时，也不会慢待了
初中同学，你可以来回切换嘛。被二姑
妈缠着介绍对象时就更好办了，顺口答
应着然后切到游戏中就好。不过压岁钱
这东西恐怕只能用在线红包解决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带着父母
去穷游世界了。春节期间利用假期，带
着父母去旅游吧，上午去夏威夷，下午
就到拉斯维加斯。什么，你想看埃及的
金字塔？还想看埃菲尔铁塔？容易，马
上就到。

就是不知道火星的虚拟平台做好没
有，做好了咱直接来个宇宙春节吧！连
放烟花的钱都省了，整个星空都是你的！

鸡鸣晓旦，燕舞阳春。春节假期，你品
尝到了哪些新滋味？你的指尖、舌尖、足尖
和心尖，是否跟上了最潮的新趋势？

众筹年货——“指尖动动”跨入移动互
联新时代

今年年货节，手机淘宝推出了一条类
似“清明上河图”的年货大街，消费者手指
一滑，就能轻松逛遍近百家店铺，像过去逛
庙会一样买年货。

年货年年买，花样时时新。今年不少
消费者选择众筹年货，这一包含预购和投
资元素的众筹模式，以其“创意、小众”特点
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在上海一家设计室工作的周乔今年为
爸妈众筹了一款别具特色的台灯。“网购的
台灯大众化，这款台灯造兼具护眼功能和
个性造型，更有格调，而且价格还不贵。”周
乔说。

其实，指尖的变化，正是源于中国网
民尤其是手机网民庞大数量的支撑。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
至 2016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其中，手机网
民规模达 6.95 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
1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赵
萍指出，众筹买年货是利用科技手段增强
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年夜饭新吃法——“舌尖尝尝”品供给
侧改革味道

创意、节俭、绿色……成为年夜饭的特
色标签。

为了提倡节俭用餐，四川成都大蓉和
城北店特地推出了“剩菜新吃”服务。“店里
梳理出十余道菜品，并教客人将打包的剩
菜重新加工，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大堂经
理罗春苗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反而吃
得更“土”更“绿”。在年夜饭食材采购中，
生鲜食品、新鲜水果和蔬菜增幅尤其显
著。今年阿里巴巴年货节统计的全网最畅
销十类土特产中，腌渍食品只占一席，水果

却有三种。
“年夜饭年年新，但消费者追求品质、绿

色、健康、个性的特点愈加明显。”商务部研
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主任陈丽芬说，餐
饮企业的创新本质上还是通过供给侧改革，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的用餐需求。

团圆旅行——“足尖跑跑”催生健康旅
游新亮点

从河南南阳到陕西西安旅游的李磊就
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连续第四年带家人
春节出游了。“带着全家人外出过年，既不
影响团圆，还能感受别样的春节氛围，也是
提升老人幸福感的极好方式。”(本报综合）

一年复一年，年年过年老花样，感觉有点

枯燥乏味？春节期间，5位科幻作家，以过年

为主题，大开“脑洞”，跟你聊聊未来的春节会

怎么过！在虚拟世界中聚会，在宇宙中放烟

火，从外星球赶春运飞船回地球老家，甚至也

有可能春节不复存在……不管怎样，先衷心

祝愿你能活到那一天。

2040年2月11日，由火星开往地球
方向的敬业号空天飞机刚刚到达地球同
步轨道，即将在2个小时后进入大气层，
降落在北京大兴第二星际航天枢纽。

这是年前的最后一班火星方向空
机，也是客流量最大的一班，它运载着
500名归心似箭的地外游子，能否让这些
乘客安全回家吃上热腾腾的饺子，过个
和谐幸福的好年，这是压在全体机组人
员肩头沉甸甸的担子。

机务组长刘明亮正在做最后一次机
内巡视，在63天的飞行过程中，他带领着
机务组做了630次这样的巡查，“一滴
水，一滴尿，飘到某些地方，都可能引发
大问题，必须在源头加以解决，这不仅是
我们对旅客做出的服务承诺，更是飞行
安全的保证。”

六等舱挤满了人，很多旅客挂在墙
壁上阅读、聊天或休息，去往餐车和卫
生间的旅客从公用通道飘过，相互愉快
地打着招呼。在火星奥尔特山新义乌

市务工，准备回四川郫县老家过年的小
李说：“五年没回家，今年赶上火星大
冲，机票价格便宜，谁知抢票太难了，我
们几个老乡里面只有我抢到了敬业号
的六等舱票。”

刘明亮说：“63天的航程，旅客们从
陌生到熟悉，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分别在即，都觉得挺舍不得。”

四等座舱内响起嘹亮的歌声，敬业
号的机长张国强少校正带领大家唱《走
进火星新时代》：“总想对你倾诉，我对生
活是多么热爱，勤劳的火星中国人，意气
风发走进新时代……”

透过特等舱的舷窗，能看到蔚蓝的
海洋和灯火璀璨的华夏大地。无数面
孔正翘首以盼这些归乡的游子，期待他
们从遥远的火星，从承载着中国复兴伟
大梦想的新义乌、新晋江、新佛山，带着
让“中国制造”走向整个太阳系的豪情
壮志凯旋归来。

过年好，我们回来了！

张冉
作品《大饥之年》获第

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最佳中篇小说奖金奖

2040年

星际航班送游子回家

去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叫做《最后的
春节》，正好和这个主题呼应。

那篇小说里，地球人把一个又一个
节日都变成了购物节，外星人决定当所
有节日都变成购物节，就把人类消灭
掉。外星人是否存在，是很可疑的，春
节逐渐演化为纯粹的购物节，却是可能
的。这其中的原因复杂，我们只讲技术
原因。

互联网和现代通讯，极大地缩短了
空间距离感，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几乎天
天都在一起，每时每刻都可以相互联
系。将来的各种虚拟现实技术，更可以
让人身临其境，让物理隔绝不再是障
碍。虚拟的会取代现实的，虚拟的就是
现实的，这会是未来人际交往的一个重

大转变。其实在新生代的手机一族中，
这样的趋势已经初见端倪，大家围坐一
圈，低头看手机，这事已经司空见惯。再
进一步，注意力都在虚拟世界里，又何必
围坐一圈呢？

当春节的仪式感从现实转移到网
络，它和普通节日的差别也会逐渐消
失，到了那个时候，人们会找到最直接
了当的庆贺方式：买买买！文化随着
技术的演变而逐渐嬗变，对物质的追
求永恒。果真如此，是否令人生畏？
答案不在我们，而在于未来的人类自
身，毕竟幸福的最终答案，只在于人的
内心感受。未来的春节哪怕失去了现
在的一切仪式，只要未来的人们幸福
就好。

江波
作品《机器之道》获第

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最佳中篇小说银奖

2084年

春节沦为购物节？

现在交通方便了，人们却更不愿意
出门了，即使见面了大多数时间也都在
摆弄着手机。100年后的春节，人们会
不会选择在虚拟中度过？一定会有人
建立虚拟的平台，大家都用虚拟现实
（VR）设备和摄像头。而平台中也会提

供各种现成的场所，酒店、麻将桌、
KTV等等，大家约上一个虚拟的地点，
一起进行各种娱乐活动，而这一切都在
自己家的沙发上完成。

这样即省去了旅途的时间，省去了
穿衣打扮的烦恼，还不会因为又吃胖了

康乃馨
超短篇科幻作家

2117年

在虚拟世界里团圆

据国外媒体报道，研究人员发现，宇航员的大
脑形状在太空中会发生改变。密歇根大学的科学
家们对近期在国际空间站工作过的宇航员大脑进
行了功能性磁共振扫描（fMRI），结果发现部分脑区
的灰质减少，其它部分则灰质增多。该研究将有助
于治疗其它影响大脑的疾病，如长期卧床病人易患
的脑水肿等。

研究人员分析了12名在航天飞机上待过两周
的宇航员以及14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了六个月的
宇航员大脑扫描结果。结果发现，这些宇航员各脑
区的灰质全部有所增减，且宇航员在太空中工作时
间越长，变化越明显。

密歇根大学运动机能学与心理学教授、此次研
究的带头人蕾切尔·赛德勒指出：“我们发现许多脑
区的灰质数量都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进入太空
之后、脑脊液在大脑中的分布与此前不同。太空中
没有重力，无法使体液向下流动，导致宇航员在太
空中脸部浮肿。这也许还改变了大脑的位置和受
压程度。”

但研究人员发现，大脑中控制腿部运动和处理
来自腿部的感觉信息的区域灰质有所增加。这说
明大脑在学着适应微重力环境中的运动模式。这
些变化对于在国际空间站长时间工作的宇航员而
言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大脑要一刻不停地学着适
应环境的变化。

虽然研究人员尚未完全弄清这些变化背后的
机理，但他们称研究结果能够帮助有类似症状的患
者，如导致脑脊液在大脑中聚积的疾病等。赛德勒
教授指出，大脑

火星存在超级火山

连续喷发20亿年

此前研究人员考证发现，火星存在太阳系最大
的超级火山——火星奥林匹克峰。而最新的发现
则揭示了火星表面更加令人震惊的火山运动——
连续喷发20亿年！接近火星历史的一半。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非洲境内发现的一块火
星陨石揭晓火星表面火山活跃的重要信息。这块
陨石被一支国际科学家小组标识为“非洲西北
7635”，是2012年在阿尔及利亚境内发现的，它的
重量为196克。

据介绍，阿尔及利亚境内发现的陨石样本是一
种叫做“辉熔长石无球粒陨石”的火山岩石，科学家共
计发现11种陨石具有类似的化学成分和喷射时间。

研究人员分离研究了这11种陨石，结果显示它
们仅形成大约5亿年时间，这意味着它们形成于5亿
年前火星表面冷却熔岩层，但是“非洲西北7635”陨
石的历史可追溯至24亿年前，从而表明火星表面同一
区域存在持续稳定的熔岩流，时间跨度达到20亿年。

在城市交通繁忙的今天，“打飞的”一直是上班
族们幻想的一种未来派终极交通工具，在其发明者
获得进一步的资金支持后，“飞水的士”很快就可以
搭乘游客往返于巴黎塞纳河和旧金山海湾。

该项目名为“Sea Bubble”（深海泡沫），“飞水
的士”的发明者表示，这种神奇的交通工具可以在
距离水面两英尺的高度漂流，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
里。他和瑞典的帆板运动世界冠军布林戴尔一起
研发了这种太阳能驱动的穿梭机。

此外，这位发明者还希望“深海泡沫”今后可以
像优步一样开发出手机应用程序，供乘客们预定出
行使用。搭乘“飞水的士”费用约12美元，他希望有
一天未来幻想中的玻璃纤维和高密度的分离舱也
可以实现无人驾驶。 （本报综合）

“打飞的”不是幻想

太阳能穿梭机水面上飞行

长期太空飞行

宇航员脑区灰质发生改变

春节假期，你品味到了哪些“新滋味”

科幻作家告诉你诉你，，
未来的春节怎么过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