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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叶永烈病逝的消息，上海市科普作协
科幻专委会主任丁子承觉得“震惊也惋惜”。上
一次见到叶永烈，是在 2018年由中国科普研
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主办的“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上，“当时
叶老思维非常敏捷，许多年前的事情都还记得
非常清楚”。

叶永烈虽然一生著作等身，研究涉猎很
广，但科幻依然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之一。上世
纪 80年以前，他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科幻事业
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曾为上海科幻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现代科学本身就是舶来品，而以科学为创
作背景的科幻，在中国出现得更晚，直到晚清
才传入中国。

虽然中国科幻起步比较晚，但发展并不比
国外慢。以叶永烈、郑文光和童恩正等为代表
的科幻大师，即使在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力。

《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叶永烈的科幻代表
作，1978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小时候读过很多遍，即使是现在也很经典，其
中很多科技畅想现在已经实现了。”丁子承说。

除了科幻创作，叶永烈在科幻领域国际交
流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丁子承说，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上海是全国科幻创作的重镇，叶
永烈则是上海乃至全国科幻的一面旗帜。

1979年，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布莱恩·阿尔

迪斯访问中国，受到邓小平接见。当时还兼任
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主席的阿尔迪斯邀请叶永
烈加入协会，叶永烈因此成为世界科幻小说协
会的第一个中国成员，后来还被推选为协会理
事和中国书记。

此后，以协会和叶永烈为纽带，中外科幻
领域的合作交流也愈加频繁。1982年 3月，叶
永烈在上海接待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海因莱茵
夫妇；他和英国科幻作家克拉克有过多次通
信，也曾多次接待来自日本、苏联、南斯拉夫和
台湾地区的科幻作家。

将中国科幻创作起点往前推了10多年

日本学者武田雅哉撰写的《中国科学幻想
文学史》是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中国科幻的著
作，武田雅哉还是叶永烈的“外国学徒”，这本
书的创作也得到了叶永烈的许多帮助。

1981年，武田雅哉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留
学，提出想要以清末和民国初年的科幻小说为
研究对象。但当时上海图书馆规定，外国人不
能借阅1949年前的图书和杂志。为此，叶永烈
经常帮他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查阅资料时，叶永烈发
现了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1904年《绣像小
说》杂志连载一部名叫《月球殖民地小说》的长
篇科幻小说，署名“荒江钓叟”，这比此前公认
的中国科幻小说的起点还要早十多年。

但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中，叶永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从此，他便不再参与科幻创作。上海本土从事
科幻创作和研究的人员也从此销声匿迹。

反乌托邦与乐观主义

虽然上世纪 80年代后，叶永烈就不再从
事科幻创作，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引领了中国
科幻的一个时代。

在丁子承看来，叶永烈的科幻作品有一
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鲜明的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他的作品对美好、光明的未来有着近乎
信仰的执着，他相信未来人与人必将携手共
进，互帮互助。”丁子承认为，这是任何时代
都不会过时的东西。“我生活里非常容易被
乐观精神打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叶老作品
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刘慈欣《三体》等现象级优秀
科幻作品的问世，中国的科幻创作再次掀起热
潮。但反乌托邦成了目前科幻创作的主流风
格。他们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科技正在被
滥用，会导致人类未来走向衰落甚至毁灭。

“反乌托邦或是其他风格其实无所谓好
坏，科幻只是对社会现实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种反映。”丁子承说，但从文学创作多样性的角
度来说，科幻发展不能只有一种风格。与其继
续“写烂了”“千篇一律”的反乌托邦，不如吸收
和继承叶永烈作品中积极乐观精神。

低头反思太久了，也要抬头看看星空和远方。

年轻时，有出版社邀请我为少年朋友们写一本
天文科普读物。当时我从未出过书，不敢贸然承应。
出版社的老编辑拿来几本叶永烈著的少儿科普书，
说道：“你看看，就像这么写。”可是，“就像这么写”，
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犹忆2017年盛夏，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了千余万
字、厚厚 28大卷的《叶永烈科普全集》新书发布活
动。瞧着大块大块的“书砖”，人们纷纷议论：“叶永烈
可真是多产啊！”我想，此言虽则不差，却并不是关
键。毕竟，产量只是结果，而更应看重的乃是作者的
付出，是那难以言状的勤奋和创作中的甘苦。日复一
日，夜复一夜，春秋代序，寒来暑往，大半辈子哪，叶
永烈努力学习，用心思索，勇于创新，不停地写啊，写
啊，写……

去年8月，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加强作品评论 繁荣
科普原创——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在上海市科
学会堂思南楼举行。我在发言中提到，偶尔读到一篇
有关“老舍评价张恨水”的文章，提及张恨水一生“创
作了逾3500万字的文学作品，堪称中国文学史迄今
为止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趁着给叶永烈先生
微信贺年，唐突一问，“您作品的实际字数，是否超过
了张恨水？”

叶先生回复了11个字，风轻云淡：“一辈子只做
个码字匠而已。”

“一辈子做个码字匠”是何含义呢？《叶永烈科
普全集》“后记”有言，这 1000万字的科普全集，乃

是其本人作品方阵中的一个“方面军”；另外还有
三个“方面军”，即纪实文学作品 1500万字，全球旅
行见闻 500 万字，以及散文与长篇小说 200 万字。

“后记”的结尾是两句话：“我的作品总字数为 3000
万字（这还不包括我的 500万字日记以及大量的书
信）。我曾说，我的生命凝固在作品之中。生命不
止，创作不已。”

依我之见，能够“一辈子只做个码字匠”，必不可
少者有三：一是一辈子勤奋劳作；二是一辈子勤于思
考；三是一辈子锤炼的表达能力。这里还有一个令人
信服的佐证，那就是多年来叶永烈竟有多达35篇的
文章，被选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叶永烈早年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社
会价值有目共睹，创造了三项纪录：第一是各种版本
的总发行量 300万册，至今雄踞中国科幻小说第一
名；第二是连获大奖，1980年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
艺创作一等奖——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
奖，2002年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第三，取名于
此书的小灵通手机曾经拥有一亿用户。

自称“早已经不关注科幻小说”的叶永烈，这些
年来对科学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切，其实都有增无
已。遥想 30多年前，法国《解放》杂志曾出了一部题
为《您为什么写作》的专集，收有各国名作家 400人
的笔答。我向叶永烈提了同样的问题，他给我一篇早
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我为什么写作》。文
中写道：“不要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是说，我没有闲
暇‘玩’文学，也不是为了向‘孔方兄’膜拜。我只是
说，在键盘上飞舞的手指，是历史老人赋予的一种看
不见、摸不着的力量驱使着。”他写道：“时光如黄鹤，
一去不复返。我把作品看成凝固了的时间，凝固了的
生命。我的一生，将凝固在那密密麻麻的方块汉字长
蛇阵之中。”原来，这就是“一个码字匠”的全部含义！

（作者系著名科普作家）

5月15日下午，微信传来了上海市科普作
家协会首届副理事长叶永烈驾鹤西去的噩耗，
我十分伤感，也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我和叶永
烈交往几十年，彼此相知。他的风采，他的音容
笑貌，一幕幕映现在我的眼前；他与同仁切磋
科普技艺时的爽朗谈笑声时时回响在我的耳
边。这两天，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绪绵绵，
彻夜难眠。几十年来与他相处的往事，60多年
来他为繁荣中国科普编创事业所作出的卓越
贡献，在我的脑海中波澜起伏……

叶永烈这位闻名遐迩、大名鼎鼎的作家，
曾经是中国科普和科幻小说的领军人物，也曾
经是中国科协、上海科协的一员，还曾经是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
会的理事、上海科普作协的创始人之一。他在
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之前曾经是上海市科协
的专业科普创作员，那段时间我与他同室话
语，亲密无间。上世纪 70年代末，他曾向上海
科普作协捐赠人民币 7000元（当时数量应是
可观的）由我经办。

副总理方毅的关心

叶永烈 19 岁出版科学小品集《碳的一
家》，20岁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后
来他有了“野心”，不满足于千字文的科学小
品，想写一部长篇虚构的故事，21岁写出《小灵
通漫游未来》。几十年来从科学小品、科幻小
说、科学童话到科学散文、科学游记、科学相声
……这些科学文艺中的“十八般武艺”，他几乎
全用了。

在 1979年前，这些作品都是他的业余创
作，诞生地竟然是自家旧式的小阁楼。他的创
作困境引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关心，作
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79年1月6日：“调查
一下，如属实，应同上海市商量如何改善叶永
烈同志的工作条件。”此后，中国科协特派普及
部副部长王麦林（现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名誉
理事长）专门来沪了解叶永烈的工作和生活情
况。当时，上海市科协指派我全程陪同王麦林。
趁此机会，我把叶永烈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境
一五一十向这位特派员诉说……

第二次是 1979年 3月 4日，方毅在王麦林
的汇报上批示：“我看要鼓励科普创作，这项
工作在世界各国都很重视。”接着，3月 12日
文化部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隆重授奖仪式，
授予叶永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奖
金1000元。不久叶永烈就迎来了乔迁之喜，并
被调进了上海市科协专门从事科普创作。从
此，我与叶永烈同室相处，仿佛成了自家兄弟
（我比他大 3 岁）。叶永烈谈吐亲切，着装朴
素，待人亲和，没有一丁点儿大作家的架子。
后来他离开了科协进了上海市作家协会成了
多产的专业作家。

为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授课

叶永烈对重大题材的创作原则是“两馆一
主”。“两馆”——图书馆与档案馆；“一主”——
以采访为主。记得他在上海市科协某届代表大
会上宣传科学家丰功伟绩的发言，引起苏步青
的震撼：“这些素材我怎么没听说过！他收集材

料的功夫真神秘。”这种神秘来自于“两馆”。
科普创作是科学普及和科技传播的源头。

没有创作的作品，科学普及和科技传播就成了
“无米之炊”。科普创作人才的培养也得从源
头做起，这个源头在哪里？上海的实践证明：这
个源头，就在大学校园里，就在莘莘学子中。上
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同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
自 2007年起每年在大学校园举办“上海大学
生科普创作培训班”，验证了“大学生是科普创
作的生力军”。

叶永烈是科普创作培训班最受欢迎的讲
师。从对授课老师满意度反馈表来看他是占榜
首的。他在培训班上回顾了自己科普写作的历
程，就“科学文艺”这一专题，讲述科幻小说、科
学小品等科学文艺的发展历史，结合自己的创
作经验介绍一些写作技巧，鼓励同学们进行科
普创作。

每次叶永烈在为上海大学生科普创作培
训班授课的投影幕布上，都会显现自己小学一
年级的一份成绩单，“读书”“作文”印上了“不
及格”字样。他风趣地告诉同学们：“有人说很
多作家曾是神童，我不是。我是从一个语文和
作文都不及格的孩子成长为作家的。”

一位同学在心得中说：“我在听叶永烈先
生的那节课时，想到了许多，他向我们展示了
自己从对科普创作懵懂无知到成为一位著名
的科普作家的坎坷路途。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不
止是有关科普创作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
度，他的至理名言，给我们 80后一个明鉴，让
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

（作者系上海科普作协原秘书长）

叶永烈的挚友、
《科幻世界》杂志社
原总编辑谭楷得知
叶永烈病逝的消息
后潸然泪下，当即写
下一段文字表达对
友人的思念：倒下了
一棵参天大树，留下
一片谁也无法弥补
的天空！停下了一台
高铁车头，三千万字
的货柜车成为文化
宝库！举世罕见的高
产作家，站在喜马拉
雅，立了一根标杆。
只可仰望，爬到那个
高度，太难！

在科幻与纪实中
穿越了 60 年的叶永
烈 ，留 下 了 惊 人 的
180 部著作，照亮了
亿万人的心灵，书写
了一段永恒的传奇。

3500 万字的
优秀作品，难以逾
越的高度

在谭楷眼中，叶
永烈是新中国第一批
科幻作家中最杰出的
领袖级人物，在科幻领
域和科普领域都做出
了杰出的贡献，是一座
难以逾越的高峰。

“叶永烈非常珍
惜写作时间，他的写作能力让人惊叹，每天都可以完
成大量的采访、录音和整理，就像是一架非常精密的
自动化写作机器，一生中留下了3500万字的优秀作
品，在科普和科幻领域都做到了极致，影响了一代
人！”谭楷毫不吝啬对叶永烈的称赞。

谭楷说，一直以来自己为叶永烈的人格魅力所
深深折服，1984年在成都开笔会时，他曾经一人守
在火车站，熬了一个通宵等着叶永烈前来。

《科幻世界》现任副总编姚海军从小就是叶永烈
的粉丝，在他看来，在中国科幻小说领域，叶永烈是
一个丰碑级的大师。

“他可以将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结合起来，撰写
出《金明戈亮探案小说》这样出神入化的科幻探案作
品。他可以在小说中设想用恐龙蛋的活性物质来复
活恐龙。当年这些思维受到批评，被定义为伪科学，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当年这种伪科学的提法恰
恰源于对科幻文学的狭隘认识。在叶永烈写完《世界
最高峰上的奇迹》一书后，美国的迈克尔·克莱顿写
了一本《侏罗纪公园》小说，科学家都是根据恐龙取
得的活性物质，《侏罗纪公园》在全球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两篇文章的构思和创意是很相似的，这也说明
了叶永烈精妙的写作能力。”姚海军告诉记者。

刘兴诗告诉记者，《金明戈亮探案小说》这样的
科幻作品也为叶永烈未来的写作转向埋下了伏笔，
这些侦探类作品引起了国家公安部的关注，他有了
更宽阔的采访空间，之后先后出版《陈伯达传》《张春
桥传》《姚文元传》等作品，开创了一条更加辉煌的传
记文学的道路。

“认识之争”不能埋没他的杰出贡献

上世纪 80年代初，因为定性问题，科幻领域有
过“科文之争”的大辩论。科幻小说作家刘兴诗曾经
挺身而出，驳斥对叶永烈的各种质疑。

“要说叶永烈看重名利，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
刘兴诗至今依然记得上世纪 80年代来到叶永烈家
看到的场景，“叶永烈家住在上海漕溪北路，家庭条
件非常简陋，三代人住在一间平房里，家里有母亲，
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工作条件也是非常艰苦，在平房
上自己搭了一个小阁楼。夏天他赤膊上阵，点个油
灯，爬上梯子，在业余时间去写科幻小说。”

让刘兴诗印象很深的还有叶永烈的辞让稿费，
“当时他仅仅把科幻小说的写作作为业余爱好。有一
天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自己不想要稿费，甚至也不
想要工资。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去生活？当时我就叮
嘱上海少儿社总编张伯文，把稿费单独给叶永烈存
起来，开个账户，有机会交给他！”

叶永烈的写作能力也让刘兴诗难忘。他介绍说，
《十万个为什么》是上海少儿出版社在 1962年出版
的科普书籍，当时他也参与了写作。当时的叶永烈在
北大学习，尚未大学毕业，当时的总编辑曹燕芳已经
发现了他的才华，叶永烈除了参加了第一本化学分
册的写作外，又参加了后续三本的写作，写作条目达
到了300多条，远远超过其他作者。

刘兴诗告诉记者，在他心中，叶永烈始终是值得
学习的榜样。事实上，“科文之争”背后是认识上的历
史局限性。科幻一般分为两个流派，即重科学流派和
重文学流派，不能把科幻等同于准确无误的科普，科
幻作品说到底就是文学作品，不是精准的科学论文，
它的作用在于启迪心灵，帮助构建科学的人生观，而
叶永烈科幻小说中的科学精神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

捐赠资料，晚年他对科幻恋恋不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叶永烈开始转向纪实文学
的写作，但是对科幻文学的情结却从未淡去。姚海军
记得在1991年，《科幻文艺》杂志改名为《科幻世界》
时，叶永烈专门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这封信依然被
杂志社珍藏着。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的年会在成都
举行，叶永烈也到了大会现场进行了发言交流。

2016年，姚海军曾经和上海科幻作家江波去叶
永烈家探望他。姚海军回忆道：当时叶老师很高兴，
聊了很长时间，畅谈了对当下科幻文学的看法。看到
大批年轻科幻作家的成长，他很欣喜，给予了很多鼓
励。那次，他还拿出了自己收集多年的科幻书籍和资
料，捐赠给中国成都科幻博物馆。

“前些年，科幻领域的有些活动，叶永烈还是会
抽空参加，他对科幻的感情犹在，但是他对科幻的商
业化炒作比较厌烦。”刘兴诗说。

著名科普及科幻作家、全国先进科

普工作者、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原常务理

事、上海市科普创作协会原副理事长叶

永烈先生于2020年5月15日上午在上

海长海医院去世，享年80岁。

噩耗传来，叶先生在国内科普科幻

界的同道、学生及无数的生前好友无不

扼腕，都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叶先生为

人为学的崇敬和深切缅怀之情。

““码字匠码字匠””说说
□ 卞毓麟

□ 李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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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叶永烈逝世，《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尹传红十分震惊和
悲痛，对他而言，叶老既是他科普创作的导师，
也是他人生事业的灯塔。

人生有幸遇良师

文字的力量是无限的。一部著作、一本小
说，亦或是一篇文章，都可能成为青少年成长
道路上的一个航标，指引他的人生航船驶向一
片广阔的海域。

1979年春，11岁的尹传红第一次读到叶
永烈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心潮澎湃，对
未来充满期待，并且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他记忆犹新的是，少时每个月当中
的某几天，在父亲下班回到家时，他总要急
切地问一声“《少年科学》来了没有？”那一
阵，这本上海出版的杂志连载了叶永烈的科
幻作品，尹传红十分喜欢、入迷，老想着能够
尽早一睹为快。

在那些岁月里，尹传红时常还从报刊上读
到叶永烈撰写的许多科学小品，同样也是爱不
释手，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科学营养，同时也萌
发了对科学写作的兴趣。随后，他又爱上了阿
西莫夫作品。

“我时常感到快慰的一件事是，自己有幸
在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结识’了叶永烈和
阿西莫夫。品读他们撰写的优秀科普、科幻作
品，让我真切感受到读书、求知、思考和钻研问
题的乐趣，进而打开了我的心灵世界，也照亮

了我的前程。”尹传红感慨：当一个人回首自己
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的记忆，
往往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
中有过怎样的希望。

人生有幸遇良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自少年时代起，尹传红就在心底里拜叶永烈和
阿西莫夫为“导师”，并立下志向，要成为像他
们那样优秀的科普作家。

感念恩师暖心关怀

尹传红曾在一篇文章中戏称，叶永烈和阿
西莫夫是他少年时代最为尊崇、感情也最为深
重的两位“陌生人”。这种真切的感情，一直延
续至今。

他告诉记者，几年前他曾跟一位朋友聊及
“爱”，对方感慨：“……很多人一辈子连挚爱的
人都没有找到。”当然，朋友指的是那样一种

“爱”。“这里，我却愿意把其范畴放宽，视为一
种在承受开启心智、触及灵魂并因而怀抱理想
与希望的恩惠之后，所意愿回报的那样一种

‘爱’。对叶永烈、阿西莫夫这两位恩师，我抱持
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感。”

得知恩师千古的消息，那一晚，尹传红久
久不能入眠，诸多回忆涌上心头。脑海里不时
浮现出少年时代阅读叶永烈作品时的幸福场
景，那段心有所寄、热切期盼的美好时光，令他
终生难忘。

尹传红也难忘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与恩
师漫步在上海街头，听他缓缓讲述自己年轻时

的遭遇。“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某种程度上
‘重复’着他的经历……，但听了他的一番话，
很快我就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了。恩师给了我
精神的力量……”

几年过后，2012年，尹传红受邀主持叶永
烈新作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现场，他意外地收
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当天，叶夫人杨蕙芬老
师递给他一兜东西，说：“这是老叶在美国专门
买了送给你的。”

尹传红接过来一看，是英文版的阿西莫夫
自传和几本科幻画册，十分惊喜。午餐时他猛
然意识到，这件礼物别具意义：“这是我的一位
偶像赠给我另外一位偶像的自传呀！”书之扉
页上写了这样几行字：送给“阿迷”传红 叶永
烈 2012.8.18 上海。尹传红不禁乐了：“我同时
也是‘叶迷’啊。叶永烈和阿西莫夫都是我最尊
崇、最珍视、最热爱的‘导师’。”

那天与恩师相处的每个细节，尹传红至
今历历在目。他回忆说，叶永烈读者见面会的
现场非常火爆，签售台前挤满了人，队伍排得
很长，持续一个多小时都不见缩短。他临时担
当了恩师的签售助手，给他接书并翻好扉页，
恩师签好字即递给右边坐着的夫人盖章。“其
间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面前有个慈祥的老太
太指着我，问他‘叶老师，这位是您儿子吧？’
旁边的杨老师闻声大笑，说：‘他是老叶的学
生。’签售会后在餐桌上，杨老师说起此事还
带笑，说：‘你们俩倒是蛮像的呀。’叶老师听
了，抬起头微微一笑，没有出声。”此情可待成
追忆。

他是我人生事业的灯塔
《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感念恩师叶永烈：

□ 本报记者陶婷婷

当反乌托邦成为主流，乐观主义更难能可贵
上海市科普作协科幻专委会主任丁子承回忆叶永烈：

□ 本报记者刘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