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

A16 文化周刊 2021年3月13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岳嵬 主编：杨道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符发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5时00分 印完：8时0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史
话
春
秋

笔
砚
清
玩

《
北
固
烟
柳
图
》

学
林
一
叶

■ 吴辰

新中国首部科幻小说
《梦游太阳系》诞生记
■ 吕明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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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鼓楼里的千年“城府”
《梦游太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科普

型科幻小说。
遗憾的是，与小说的作者张然相关的生平和

创作研究，长期以来几乎是空白，这也是研究新中
国早期科幻作家和作品时绕不开的难题。

这位出自河北的科幻小说作家究竟是何许
人？《梦游太阳系》讲述了什么内容？当年张然从
事创作时的具体情况又是什么？随着进一步的追
寻，我们找到了更多张然70多年前创作新中国第
一部科幻小说的相关信息。

1950年12月，天津知识书店出版了“新少年
读物”系列丛书中的《梦游太阳系》一册，作者张
然。全书共12章，约35000字（加上后记和附
表），采用少儿喜爱的36开本，一版印刷8000册。

因为小说题材新颖，适合科普科幻爱好者和
少年儿童阅读，在1951年1月加印了3000册，总
印数达到11000册。

武田雅哉和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文
学史》中提到，新中国科幻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张
然创作的《梦游太阳系》；

著名小说家叶永烈撰写的《中国科幻百年回
眸》一文中，将《梦游太阳系》视为新中国出版的第
一部科幻小说（同时也是首部少儿科普小说）；科
幻作家吴岩在《科幻六讲》里，也将这部作品确认
为新中国首部科幻小说。

寻找张然的过程，还要从一份老期刊说起。
这份刊物，是由天津知识书店新儿童社编辑出版
的《新儿童》。

在1949年11月20日的第16期和12月5日
的第17期上，有一篇名为《白色的孙猴子》的科普
童话连载，作者竟是张然。

这篇童话主要是介绍地球的天体现象小常
识，比如在第17期上连载时的小标题分别是“云
和雾”“雨和雪”等。

随后，在1950年2月1日和2月16日的第20
期、第21期上，再次发现了一篇张然的连载科普
小说《到冷国去》，小标题分别是“绝对温度”“氢的
河流”“最顽固的气体”“顽固气体向人类投降”等，
写得深入浅出，读来妙趣横生。

既然《新儿童》刊物与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
《梦游太阳系》同为天津知识书店所出版，两位名
为张然的作者会是同一个人吗？

没想到，在1950年10月16日第37期的《新儿
童》上，又有了更大的惊喜。在这一期的卷首篇，刊
登了《新儿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
都盛大游行活动”特约作者、科普作家张然为期刊小
读者撰写的特稿——《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新儿童》。

“本文作者张然同志，是这一次出席全国工农
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之一，他是张家口电
信局的技术工人，今年才二十二岁。他曾经创造
了新寻线器回路，改装了选择器，对人民事业有了
新的贡献。过去，他曾在《新儿童》上为小朋友们
写过许多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希望小朋友们热
爱科学，长大了好为祖国服务。这一篇文章，是他
在北京开会时特地为小朋友们写的。”

这仅仅164字的“编者按”，让我们在时隔70
多年后，终于对这位新中国科普科幻史上著名作
家张然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编者按”为我们带来了以下几个信息：张然
不仅是22岁的全国劳模、张家口电信局技工、青
年发明家，同时又是一位擅长写作科普、科幻和少
儿题材作品的作者，是长期为天津《新儿童》撰写
科普文章的重要作者之一。

身为工人劳模，张然不仅涉足少儿科普写作，
还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出版，这是足
够传奇的事情。

但是，或许因为张然从事科普科幻写作时间
短暂，或许因为这位张家口劳模自身十分低调，新
中国科普科幻研究领域中有关张然的情况，始终
是一个空白。

数年前，天津知识书店创办人杨大辛曾讲述
过张然及《梦游太阳系》出版的往事。

据杨大辛回忆，天津解放伊始，知识书店成为
天津重要的出版阵地，创办了《新儿童》《生活文
艺》《新津画报》等期刊。

张然此前投稿的多部科普童话和科普小说，
发表在《新儿童》上，使得他迅速成为少年儿童熟悉
和喜爱的科普童话作者。1950年夏，他将完成的
新作《梦游太阳系》寄给知识书店。当时，张然即将
作为劳模代表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和国庆观礼，所以
编辑叮嘱他以《新儿童》特约作者身份，完成《我看
到了新中国的新儿童》的北京特稿，让《新儿童》的
小读者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大会和观礼的盛况。

全国劳模张然在年仅22岁时创作的这部科
幻小说究竟讲了什么？

《梦游太阳系》分为两大部分，前9章写了主人
公静儿与同伴柏英梦游太阳系各大行星的故事；后
3章写学校的陈老师为课堂上的同学们解析两个
小同学梦游的天文知识。以文体的性质来说，前9
章是属于科幻范畴，而后边的又可以归为科普范畴
了，这也是将《梦游太阳系》定义为“科普型科幻小
说”的重要依据。 （据《河北日报》，有删节。）

《北固烟柳图》为清代画
家张风的作品，纵 83.5 厘米，
横44.5厘米，立轴，纸本，现藏
故宫博物院。

北固山位于江苏省镇江
市东北，由于北临长江，山壁
陡 峭 ，形 势 险 固 ，故 称“ 北
固”。南朝梁武帝曾题书“天
下第一江山”来赞其形胜。山
上有北固楼，又称北固亭，不
少文人都曾来此登楼抒怀。
如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
楼时，触景生情，感慨之余，写
下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
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元
代著名诗人萨都剌《偕曹克明
登北固楼》诗：“江南三月万花
柳，北固山头一回首。东风吹
绿扬子江，滟滟红波泻春酒。”

张风，清初画家，擅长山
水、人物、花卉。他早年画风
恬静闲适，神韵悠然，毫无妩
媚习气，晚年笔墨变为瘦挺豪
纵。

此画有张风自题诗一首：
“北固山前江水连，雨馀花鸟
弄晴烟。从君拄杖闲来往，何
异王维小辋川。”表现的是北
固山初春的景象：柳芽初发，
远望如烟。画面上山石用淡
墨勾勒轮廓，率意几笔随形勾
画。坡石上二株柳树，柳条以
细密劲利的笔触写出，枝干、
坡石则施以重笔浓墨，与山峰
形成疏密、虚实的鲜明对比。
开阔的画面上，山峰峭壁、春
风料峭、柳叶初生，给人一种
刚劲奔放、疏朗脱尘的感觉。

（杨道 辑）

说府城有千年历史真是一点
也不过分。据史志记载，早在宋太
祖赵匡胤开宝五年，琼州府城就已
经开始兴建，并很快成了规模。元
代时，在如今府城鼓楼的位置上，
就已矗立着一座谯楼。而今天人
们看到的鼓楼，实际上是明清两代
琼州地方官员以及乡贤士绅不断
出资维护扩建的。

曾有一些清代的碑文详细描
述了鼓楼的历史：元明更迭，明代
洪武年间有一位叫王友的海南卫
使在已经坍圮的鼓楼旧址上重新
修建了现在的鼓楼，转眼百年过

去，又有一位叫李泰的海南卫指挥
使为这座城楼修砌了台基，扩大了
它的规模，并专门铸造了一个铜
壶，安装在谯楼之上，以滴漏的形
式来记录时间。万历年间，因为驻
守军队火铳走火，鼓楼再一次被毁
坏，但是，这毕竟是镇守琼州府南
门的要冲，隔了一年，城楼就又被
修了起来。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
曾经崭新的城楼旧了，那位从海南
走出的尚书王弘诲心系故里，便与
人出资，重新修葺鼓楼，却很快因
风水家的断言而又被拆掉。有明
一代，鼓楼屡建屡毁，原因也是五

花八门，怎奈何鼓楼似有灵应，在
屡次毁弃之后，琼州府的读书人在
科举考试中竟连续数年无人上榜，
不得已，当时主政海南的胡桂芳又
命人在原址上重修鼓楼，说也奇
怪，鼓楼修好后，琼州文风竟大为
振作。

明清交替，鼓楼又有数十年无
人问津，等到郡守张万言主政时，
琼州儒林又一次遭遇了数年的颗
粒无收，有人提醒张万言，称在前
明时期，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何
不效仿古人重修鼓楼，以振琼崖学
风。张万言从善如流，捐出自己的

俸禄重修鼓楼。近百年时过境迁，
“斯楼之基址巍然尚在”，虽然那些
飞檐城壁早已不复当年，但是灵应
还在，鼓楼修好后，海南文士又重
整旗鼓，在接下来的一次科举考试
中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正是因
为这样，到了雍正年间，琼州知府
宗思圣大修鼓楼，就直接用“文明”
为其命名，更在鼓楼上修建了一座
文昌祠，内供魁星点斗像，保佑海
南文脉兴盛。此后，又有名士吴典
等人多次修葺鼓楼，鼓楼的钟鼓声
就这样在府城回荡，开鸣晓昏，陪
伴了一代又一代人。

梁启超（资料图）

在老海口人的心
中，“府城”是一个颇有
仪式感的地理名词。相
传，海南地形如一只鳌
龟，其头部就在府城，文
庄路顺着抱珥山的山势
而下，一系列历史遗迹
逐次排开，向人们介绍
着千年府城的历史。

常说“大隐隐于
市”，府城的历史遗迹
可以称得上是大隐中
的大隐，琼台福地、琼
台书院、三圣宫、鼓楼
等建筑就隐藏在大路
旁的小巷子里。走进
这些小巷，柏油马路变
成了青石板的街道，现
世中的车马喧嚣似乎
立即消失了，人们似乎
穿越回了古代，而那些
斑驳的墙体与茁壮生
长的蕨类植物则准备
了几代人的故事要倾
诉。

在这些历史遗迹
中，府城鼓楼藏得最深，
深到如果不是可以寻
找，人们很容易就把它
当作是街道的一部分，
几百年来，人们来来往
往，鼓楼就这么默默地
看着，不置一词。鼓楼
就像府城的城府，看似
简单，实则极深，它将自
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地处要津而不轻易
示人，为的就是在热闹
之中寻一份清静，在纷
扰之中回归一份恬然。

2019年，政府开始
修缮府城鼓楼，经过一
年多的时间，这座有着
几百年历史的古建筑旧
貌换新颜，焕发着新的
生机。

虽然府城鼓楼本质上是一处
军事设施，但和文化颇有缘分，它
护佑着琼州文脉，而琼州府内和文
化相关的名胜也大都围绕在鼓楼
周围。历朝历代，琼台书院、苏泉
书院、文庙、秀衣坊、达士巷等名所
高士云集，而以“文明”著称的鼓楼
自然是文人墨客们踏花出游、吟诗
作对的好去处，几百年来，他们为
鼓楼留下了许多名句佳作。

清朝乾隆年间，广东大浦人杨
缵烈曾经一日两次登上鼓楼，只为
看一看府城的霞光。清晨杨缵烈起
床，迎着满天红霞登上了鼓楼，他看
着城墙下的美舍河水，看着府城郁

郁葱葱的树和在树荫下若隐若现的
建筑，不胜自喜；于是，在当天傍晚，
杨缵烈不顾一天教学的劳累，再次
登上鼓楼，他看着晚霞灿烂，县城映
照其中，就像处处开满鲜花一样，不
由得倚在城堞上吟到：“潇洒女墙傍
水涯，烟浮万栋映晴霞。朝暾旷宕
通城锦，晚照轻明满县花。迢递柝
声传戍阁，参差树色芾官衙。遥临
粉堞闲敲句，细雨新秋日正斜。”人
生难得几回闲，不如登高远眺，看看
这朝晖夕阴，作一首小诗，记录下一
天的心境，结庐人境而物我两忘，也
是一桩人生乐事。

一个人独自到鼓楼上随性走

走当然能有旁人所难以领略的佳
处，而逢年过节携三五好友登楼饮
酒也自有一段风雅。九九重阳，古
人向来就有登山的习惯，而府城少
山，登临鼓楼也可以算应了“登高”
的景。清代诗人舒乔青生于斯长
于斯，对府城鼓楼有着很深的感
情，一次重阳节，他带着朋友们上
鼓楼一同饮酒，从下午一直喝到晚
上，趁着酒兴，他也为鼓楼留下了
一首佳作：“挈伴登楼把酒卮，菊花
香里赋新诗。陌头余稻农归晚，天
末无云日落迟。望古适怀吹帽客，
看山尤爱举杯时。石栏杆外徘徊
久，初月斜悬老木枝。”

要说对鼓楼的情深意切，海南
诗人王懋曾可以说是无人能及，他
曾经屡次登临鼓楼，为鼓楼留下了
四首诗作，其中一首可以说是气势
磅礴：“景览南溟入渺茫，身齐飞鸟
共回翔。七星云影连沦澥，三岛岚
烟接大荒。鳌背浮天波浪涌，霓光
饮海飓风狂。奇观自尔钟灵异，早
有人文应运昌。”在鼓楼上看琼
州，不能只凭眼睛去看，还需要用
心去想象，王懋曾在鼓楼上放眼
四望，看到的是阡陌城墟，神思却
早已绕着琼崖大地飞了一圈，千
里江山尽收眼底，府城的鼓楼就
是海南的气象。

府城鼓楼历史悠久，而鼓楼周
边的一系列古建筑也同样是琼州
千年历史的见证者，经过岁月的风
霜打磨，府城已经成为了一个浑然
一体的所在，府城的名字本身也成
了历史的一部分。

府城鼓楼面南坐北，而其北侧
正是琼台福地，福地坐落在抱珥山
上，“琼台”二字正得名于此。据

说，先民们最初来海南，离得很远
就已经能够看到抱珥山，山上白石
遍布，如同美玉，故名曰“琼”；因宋
元两代琼州府治皆坐落于此，人们
习惯称官府为“台”，这才有了“琼
台”二字。

鼓楼的西边和东边，分别是文
庙与琼台书院，这代表了海南文
脉，尤其是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

琼台书院，更是海南人文的渊薮，
是海南人心中文化的圣地。粤剧
和琼剧都有一出《搜书院》，搜的
就是这座琼台书院，当时的山长
谢宝为了维护自己的学生与镇台
府丫鬟真挚的爱情，在书院里与
镇台大人斗智斗勇，其故事被千
古传颂。

府城鼓楼，兼文治武功，这就

是府城的城府，而其实在鼓楼的石
碑上，早已把这城府彰显在世人面
前：“南连五指，东引瓯越，西控交
人，海外金城，爪哇、暹罗、琉球、日
本诸国莅临若鹜，出没洪涛巨浪之
间，浮天浴日，击楫万里，震压百
变。”鼓楼的精神也正是自贸港的
精神，驱使着海南在新的征程上一
路前行。

钟鼓声里的沧桑前世

诗意中的海南气象

绵延千年的琼台文脉

梁启超一共育有9个子女，每个
子女都学有所成。许多人都非常好
奇，他是如何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孩
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秘籍呢？

梁启超有一次曾和身边的朋友聊
起过此类话题，他当时非常认真地说：

“在传统的教育中，修身和德育应该是
合二为一的。作为家长，如果自己做到
了，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他人，特别是
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子女。而其中最关
键的一步，就是要做好言传身教。”在家
庭教育方面，梁启超也确实说到做到。

有一天，梁启超将所有的孩子们
叫到一起，推心置腹地对他们说道：

“在我的人生观里，做人首先要内心
善良、热忱坦率，同时还要保持一颗
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我常常感觉，
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
少，也要不愧对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
范。我内心希望，你们个个都会受我
的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
困苦或者舒服而堕落。我也相信，你
们有我这样一个爹爹，也属人生难逢
的幸福。”

从梁启超的这番教导中不难看
出，他在教育孩子方面，并没有将自
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家长的位
置上，而是像关系要好的朋友那样，
和孩子们“对榻亲谈两无忌”。

对于爹爹梁启超的教导，孩子们又
是如何对待的呢？长女梁思顺首先谈
了自己的想法，她说：“爹爹尽可以放
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遗传和教训，
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其次，长子
梁思成也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他说：“对于有您这样的爹爹，我们都感
到庆幸和开心，我想，我们都会保持一
颗热情开朗的心，去好好地工作和学
习。”确实，对于这样的父亲，孩子们视
若珍宝，平日里，他们也都非常关心梁
启超的安危和健康问题。

孩子们发言完后，梁启超一般都会
做最后的总结。他告诉孩子们：“不管
何时，你们都要将‘修身’作为为人处世
的第一准则。说到底，修身的最有效途
径就是‘涵养’，涵养也就是我们日常生
活中提到的陶冶情操。你们要随时谨
记，‘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爹爹也
期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在梁家，类似这样的家庭“谈心
会”经常召开。也正是在梁启超的这
种言传身教下，他的9个孩子个个成
才，而且全都取得了卓越不凡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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