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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山海经》》中的中的““九凤九凤””形象形象

■钩沉

看不完道不尽的看不完道不尽的看不完道不尽的《《《山海经山海经山海经》》》
从《封神演义》到《神奇动物》

《《大鱼海棠大鱼海棠》》中的句芒中的句芒

影片中经过影片中经过JJ··KK··罗琳改编的罗琳改编的““驺吾驺吾””形象形象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
图 。 俯 仰 终 宇 宙 ，不 乐 复 何
如？——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在
读《山海经》的感觉。在阅读《山海
经》时，专注的诗人顷刻之间已随
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

《山海经》，中国先秦古籍，是
一本载有怪奇悠谬之说、荟萃珍奇
博物的地理风俗志。《山海经》记载
许多民间传说的妖怪，诡异的怪兽
以及光怪陆离的传说，长期被认为
是一部语怪之书。

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中，鲁迅先生描述道，绘图版的《山
海经》有“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
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
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书中记载的那些千奇百怪的
奇珍异兽和神话传说，除了让如少
年鲁迅一般的孩子们心心念念之

外，也曾无数次作为原型在古今中
外的文艺作品中出现。

《封神演义》

提到明朝的《封神演义》，就不
得不提到书中被塑造成九尾妖狐
形象的妲己。而“九尾狐”这一灵
兽的形象，便是出自《山海经》：“青
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
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山海经·南山经》）

这是有关九尾狐最早的记
载。先秦时期的九尾狐是略带巫
术气息的象征，至汉代才转为祥
瑞，象徵着多子多孙、吉祥以及帝
王之兆。在班固的《白虎通义》中，
以狐为兆示“子孙繁息”之德兽。

除九尾狐之外，《封神演义》中

的众神坐骑亦多借鉴《山海经》。
通天教主的坐骑“夔牛”便曾在
《山海经·中山经》中出现：“状如
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
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
其名曰夔。”

《西游记》

作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小说
的巅峰，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与
《山海经》则有更深的渊源。想必
各位还记得师徒一行在西天取经
路上所到的女儿国，实际上在《山
海经》中，就有着对女儿国的相关
记载：“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
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山
海经·大荒西经》）

《西游记》里的女儿国女性靠
喝湖中的水怀孕以繁衍后代，在晋
代郭璞注版《山海经》中亦有类似
描述：“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怀
妊矣。”

西天取经路上，最让孙悟空觉
着难缠的对手，恐怕为本是太上老
君坐骑青牛的独角兕大王。他用
计捉住唐僧、八戒和沙僧，套住孙
悟空的金箍棒。

其实在《山海经·海内南经》
中，就有对“兕”的描写：“兕在

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
黑，一角。”“兕西北有犀牛，其
状如牛而黑。”

《山海经》的各种灵兽形象，
对后世神怪的塑造起到了示范作
用；而《山海经》以昆仑体系为
代表的神话思维，也影响着后世

作者对仙冥界的描述。《西游记》
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与《山海经》
相仿之处甚多。

《大鱼海棠》

在近年来另一部大火的国漫
《大鱼海棠》中，便出现了不少已经
在《山海经》中有所描述的上古神
明形象。当然，相对于原著中的形
象，动画中还是将他们所美化了。

影片中，爷爷变成了海棠树，
奶奶凤凰率百鸟前来，此时出现
了东方神句芒和南方神祝融：“东
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
海经·海外东经》）“南方祝融，兽
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
南经》）

影片里，在神话传说中颇常出
现的“后土”是一名男性，但既然影
片参考了如此多的《山海经》等先
秦两汉神话，则后土应是掌管大地

山川的女性神，将其塑造成一位胡
子花白的老人怕是有些让人啼笑
皆非。

“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山
海经·大荒北经》）

《捉妖记》

2015年，电影《捉妖记》在暑
期档一骑绝尘的票房表现让“胡
巴”这个史上最萌妖精跃入了大众
视线。这一动画形象塑造，便是从
《山海经》中获得的灵感。

“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
足四翼，浑沌无面目……”（《山海
经·西山经》）

当然，胡巴的形象也只是以此
为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后才成为我
们现在所看到的“小萝卜精”。

《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近期
上映的外国奇幻冒险电影《神奇
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中。影片中
的一只怪兽体型庞然，毛发斑斓，
眼睛圆而大，四颗尖利獠牙从嘴
中弯曲伸出，卷曲而绚丽的尾巴
长得出奇。

《神奇动物》的编剧、同时也是

“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 J·K·罗琳
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大家，这只怪兽
便是她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所读到
的灵兽之一“驺吾”：“林氏国 ,有珍
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
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山海
经·海内北经》）

借鉴《山海经》的作品如浩瀚
繁星，但真正将《山海经》成功改编
的作品却屈指可数。说到底，《山
海经》并不是一部具有起承转合的
完整小说。《山海经》中许多令人神
往的神话传说，而书中对这些故事
的描述仅有寥寥数字；其对于各种
灵兽的描写，也由于《山海经》本身
的神秘特征，鲜少可供参考借鉴的
作品——要将它们设计成符合现
代人审美的形象，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总而言之，《山海经》有着神话
世界观，有着奇幻瑰丽而言简意赅
的故事，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让这一部中
国先秦古籍焕发出新的光彩。

□汤诗瑶

浩瀚宇宙，太阳系一
隅，在地球与月球之间，
一座贴有中国标签的“鹊

桥”，已经搭建完毕，其任务是迎接到访月球的地球客
人——嫦娥四号。

多年前，它的“同胞姐姐”嫦娥三号曾探访过。多
年后的今天，嫦娥四号带着人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巡视探测的神圣使命飞往月球。

探月之路，路途遥远；每迈一步，充满艰险。为了
让嫦娥四号远航之途平平安安，中国航天人早就做好
了周密打算。

“嫦娥”未动，“鹊桥”先行。半年多前，带着探月中
继通信任务的“先行官”——“鹊桥”中继星进入使命轨
道，为此次发射的嫦娥四号架起一座最长的“桥”。

为什么嫦娥奔月要先架“鹊桥”？
嫦娥“隔山喊话”，地球有应必答

提起“鹊桥”，大多数人会想到牛郎和织女的爱情
故事。

为了让牛郎和织女相会，各地喜鹊会飞过来用身
体紧贴着搭成一座桥——鹊桥，牛郎和织女便在鹊桥
上相会。

在我国嫦娥四号探月工程中，一款以“鹊桥”命名
的中继星，承载着这一美好寓意，实现了“地月传书”。

有人问：“嫦娥未动，为何‘鹊桥’先行？”回答这个
问题前，我们先谈谈月背之谜。嫦娥四号探测器将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但月球背面如深处闺房的娇羞少女
一样从不示人，由于地球和月球存在潮汐锁定，月球
的自转周期和公转周期完全相同。数百万年来，人类
都只能看到月球的“正脸”，却丝毫看不到月球背面。

虽然月球“近在咫尺”，但人类对它依旧谜团重
重。200多年前，“科幻小说之父”儒尔·凡尔纳创作的
《从地球到月球》，开启了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与想象。
月球背面作为地球难以观测的一角，在后来的科幻小
说里催生出大量的太空幻想。

直到1959年，从苏联的“月球3号”传送回来的照
片上，才让人类有幸一睹月球背面的真容。那次任
务，是具有冒险性的探索。没有中继星，“月球 3号”
只能选择被动飞行模式。在飞过月球背面之时，地球
被迫失联，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飞船从月球背面一侧
消失，又从另一侧浮现。当“月球 3号”绕回月球“正
脸”，才将月背照片发送给了地球。

之所以采用这种冒险方式，是因为处在月球背面的航天
器会被月球所遮挡，地球和航天器无法取得联系。就像两个
人“隔山喊话”，无法相互听到，更何况这座高山是月球。

当然，嫦娥四号并不是月背的匆匆过客，而要在那里多住
些时日。如何破解“隔山喊话”的难题？这时候，“鹊桥”中继
星派上用场了。

“鹊桥”中继星能同时将地球、月球背面纳入视野，从而扮
演两个原本被隔绝地点之间的“传球手”。

事实上，要建起连接地球和月球、跨越40多万公里的“星
际穿越”通信链路，考验的是每一位“队友”通力合作、协同“跑
位”、精准“传球”的能力。过去几个月，提前进入战位的“鹊
桥”中继星，已经进行了中继通信功能的在轨“训练”；地球测
控站的“牧星人”，多次操演了任务全流程及应急预案，他们精
心守护“鹊桥”，只为等候“嫦娥”传来的第一条月背信息。

“鹊桥”中继星有哪些特点？
中继星“新秀”，有“内涵”、“道具”多

“鹊桥”中继星“个头”不大，整个“体重”只有448公斤。
别看外表不起眼，但“里子”有“内涵”。40多万公里的通

信距离，“鹊桥”架起的是世界上最长的“桥”。
说起“鹊桥”，容易让人联想到技术堪称成熟的“天链一

号”中继星。11年前，第一颗“天链一号”发射成功。11年间，
相继发射的4颗“天链一号”中继星组网运行，成功实现对中、
低轨航天器全球100%覆盖。

与“天链一号”相比，“鹊桥”中继星有一个最大不同
点——“天链一号”对数据采取透明转发方式，即不对数据做
处理，保持“原汁原味”；而“鹊桥”中继星属于“再生转发”，即
先对数据进行“解码”“去格式”“复接”“编码”等处理，再发
送。可以看出，“鹊桥”中继星实现了全面升级。

“鹊桥”中继星上架设的4.2米“巨伞”，是人类深空探测器
历史上最大口径太空通信天线。这张“巨伞”张开后，为“鹊
桥”中继星和地球之间架设一座伞状“桥”，可以为嫦娥四号着
陆器、巡视器与地面测控站之间的“地月对话”提供便利。

除了“巨伞”，“鹊桥”中继星还有一面超高清“反光
镜”——激光角反射器。地球观测站发出的激光波束，可以准
确找到 40多万公里外高速飞行的“鹊桥”中继星，通过发送、
接收的时间差，计算出星地距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远距离的

激光测距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航天人还给远在天边的

“鹊桥”中继星安装了多部“手机”，地面工作人员
可以同时给这几部“手机”打电话，发出相同的遥
控指令，以规避“因距离远或其他未知因素”造成
的信号中断、信息传送不准确等问题。

“鹊桥”中继星在广袤的太空中，会经历一段
没有光照的时光，阴影区的温度在-200℃左右，
最冷的区域达到-230℃以下。在如此严寒环境
中，“鹊桥”全身都会被“冻僵”。为此，中国航天
人采用了特殊材料，并进行大量的极端环境下的
试验，让“鹊桥”中继星不被“冻坏”。

为什么“选址”地月L2点做Halo轨道运行？
不走寻常路，地球、月背上演“同框”

2018年5月21日，一个象征良缘的日子。“鹊
桥”中继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奔向太空，进入
预定地月转移轨道，开始了搭建地月信息联通

“鹊桥”的航程。
“鹊桥”中继星发射后不久，有专家一连用 3

个“首次”道出嫦娥探月工程的不易。
人类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首次采用地月中

继星通信，首次选择地月拉格朗日 L2点。3个
“首次”看似比较独立，其实联系极为紧密。嫦娥
四号选择月背着陆，就少不了中继星；有了中继
星，必然要找到合适的地月引力平衡点。其实，
问题的根本是点位的选择。

幸运的是，200多年前，瑞士科学家欧拉和法
国科学家拉格朗日用高超的智慧，计算出拉格朗
日L1-L5点。部署在这5个点的小卫星或小天体
相对两个大天体基本保持静止，这也是航天人一
直追求的地月引力平衡点。

2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航天人为“嫦娥奔月”
架起一座“鹊桥”。
这一次，他们选择
了一个“有趣”的
点位——地月拉
格朗日L2点。

之 所 以 选
择地月拉格朗日
L2点，中国航天

人有三点考虑：
——这个点处于地球和月球两点连线的延长线上，且在月

球一侧。在这里，“鹊桥”有机会和地球、月球背面进行信息和
数据交换；

——光照条件好，航天器很少被地球或月球遮挡；
——受地球和月球的影响小，中继星长期运行所需轨道

维持量较小，说白了就是节省燃料。
当然，如果中继星“守”在地月拉格朗日 L2点“一动不

动”，受月球的遮挡，仍然“看不见”地球。走哪条“路”？“路线”
是什么样？这曾是航天人为之困扰的问题。

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一个是李萨茹轨道，另一个
是Halo轨道——这就需要中国航天人作出抉择，究竟去哪
个轨道。

这一次，中国航天人不走寻常路，最终敲定将Halo轨道作
为“鹊桥”中继星的使命轨道。“鹊桥”在这一轨道上做拟周期
运动，可以上演“同框”——既能“看见”地球，又能“看见”月球
背面。“鹊桥”通过定期轨道控制来保持轨道的稳定性，实现对
嫦娥四号的中继通信覆盖。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国际航天界便提过中继
星Halo轨道的概念。只是时至今日，人类才将这一设想变
为现实。

“人类历史上航天器首次造访地月L2点，做Halo轨道飞
行，这并不容易。”有专家打过一个比方：“鹊桥”中继星在Halo
轨道上运行，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只要一段时间不关注他，
就可能会“离家出走”，甚至不知所踪。这就需要中继星时刻
保持高稳定、高精度的姿态和角度。

为了看好这个调皮的“孩子”，“家长们”专门为“鹊桥”中
继星量身定制了具有高智能化水平、全天候、全天时、全空域
运行能力的光纤陀螺惯性测量单元，这将摆脱之前姿态敏感
器需要借助地球、太阳等天体来定位的束缚，大大提升其轨道
控制能力。

同时，“鹊桥”中继星已具备在1000m/s高速在轨飞行过程
中，速度控制精度误差不大于0.02m/s的本领，可以说是“在高
速奔跑中还可以稳稳地做微雕”。这一“自主可控、毫厘不差”
的能耐，让航天人实施的轨道控制周期延长到7天左右一次，
为中继星安全、长期、稳定在轨运行打下基础。

瞄向“月之背”的“鹊桥”是人类探索月球迈出的坚实一
步，也是创新性一步。在“鹊桥”的帮助下，“月之背”将第一
次听到来自地球“亲人”的叩门声。□张新 邹维荣 段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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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人物春秋

冰心是儿童文学大家，对与儿童文学关
系密切亦有很大交集的科普创作一直投以关
注，甚至还试着写过这方面的作品。20世纪
5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出现了一次创作高潮，
冰心乘此东风于1957年写下有生以来第一篇
应该也是唯一的一篇科幻作品，即诗歌《我们
拜访了火星》。这是一首叙事诗，诗歌主人公
是一个中国孩子，他和日本、埃及、印度的小
朋友们一同乘坐着苏联航天员叔叔开着的巨
大宇宙飞船“稳稳地渡过了茫茫云海”，来到
了火星上，和火星上“许多举着红旗穿着红衣
的小朋友”见面：

我们和他们紧紧地握手，
我们和他们热烈地拥抱。
我们说：“我们是从地球来的小客人，
我们的发音虽然不都一样，
我们的名字却都叫‘和平’！”
这首科幻诗歌本身带有着那个时代的烙

印，既书写了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的儿
童的友谊，也表达了他们探索外星文明、渴望
和平的美好愿望。

冰心对科普科幻创作一直很重视，并有
相关中肯的评论。在为《1956年儿童文学选》
所作的序言中，她在综述 1956年的儿童文学
创作时，特别提到了科幻新人迟叔昌：“科学
文艺的作者中，今年添了一位迟叔昌。他把
科学知识极有风趣地融合在幻想的故事里，
很引人入胜。我们选了他和于止合写的一篇
《割掉鼻子的大象》。科学文艺作品是极受儿
童欢迎而应该提倡的，我们希望这支队伍不
断地扩大。”《割掉鼻子的大象》是迟叔昌的处
女作，能得到文学前辈的如此重视，这给了迟
叔昌很大鼓励，他由此走上了专业科幻小说

创作的道路。
冰心关心科普科幻创作，也因此与一些

科普写作者、研究者结缘并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20世纪 60年代初，她在为《1956-1961年
儿童文学选》作的序言中如是说：“为儿童准
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就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
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
一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漏。
因此，为了儿童爱吃他们的精神食粮，我们必
须讲究我们的烹调艺术，也就是必须讲求我

们的创作艺术。”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冰心其
实想到的是高士其的儿童科学文艺创作。冰
心后来在《我是怎样被推进儿童文学作家队
伍里去的》中提到自己喜欢的几个儿童文学
作家时，就特别提到高士其对自己的影响：

“还有高士其同志以残疾之身，孜孜不倦地为
儿童写了几十年的精彩的科学诗文，他的精
神使我感佩！”

1978年9月，北京科普创作协会在北京成
立，冰心、高士其、林巧稚、张文裕担任顾问。
其后几年里，中国作协和中国科协的科普活
动逐渐兴起，冰心多次和高士其一起参加有
关座谈会。一次，中国作协和少年儿童出版
社在和平宾馆开座谈会，主题是科普应该培
养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及如
何创作出青少年喜欢的科普读物。冰心应邀

做了发言后，高士其情不自禁地接话说：“你
是文学家，你的文章好，要帮助我们的科普作
者。”冰心谦虚地回答：“写科普必须有科学知
识，必须要有科学基础，我是外行，但我要学
习，我以后也要写一些科普作品。”1990年 11
月，冰心应邀为《高士其全集》写序言的时候，
就再度把高士其比作厨师：“假如儿童文学作
者是儿童精神食粮的烹调者的话，那么，高士
其就是一位超级厨师！”“‘五四’运动的口号，
是‘民主’和‘科学’。高士其就是全心全力地

把科学知识用比喻、拟人等方法，写出深入浅
出，充满了趣味的故事，就像色、香、味俱佳的
食品一样，得到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们的热烈
欢迎。”“高士其的儿童文学著作，不论是文还
是诗，都是科学、文艺和政论的结晶。”

科普作家、急救医学专家李宗浩是高士
其的学生，冰心和他在座谈会上认识，就时常
鼓励他从事科普创作：“你有这么好的条件，
要多向高士其学习，多写科普。你是医生，要
多关心他的健康，帮助他。还应该发动周围
喜爱文学的医生、护士，让他们也有兴趣写科
普，医学科普是大家喜欢看的。”当得知李宗
浩有主编《高士其及其作品选介》的想法时，
冰心马上表示赞成，还欣然允诺为这本书作
序：“你做这件事情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大
家都很支持你。我给你写序言，两周后给

你。”两周后如约派人送来自己用小楷毛笔书
写的序言。

1998年高士其离世 10周年之际，冰心得
知李宗浩又重新编辑出版了《走近高士其》一
书，还表示李宗浩做的这件事情很重要。两
个多月后，冰心就与世长辞了。

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是冰心的忘年之
交。叶永烈看到冰心早年在重庆为梁实秋祝
寿的一段题词中把梁实秋比作“鸡冠花”，很
是不解，遂复印了冰心的题词函寄冰心请
教。冰心在回信中做了解释：“为什么说他是
鸡冠花？因为那时还有几位朋友，大家哄笑
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
上了‘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同时感慨“读了复印件，忽觉得往事并不如
烟”。叶永烈后来据此写了一篇文章《访冰

心》，发表后将剪报寄给冰心，冰心用蓝色圆珠
笔随手在白色便笺上写复函时称呼小自己40
岁的叶永烈为“永烈小友”，虽然此时叶永烈已
经年过半百了。

四川省绵阳市科普作家汪志1993年担任
《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系列丛书主编时，大
胆给素未谋面的冰心写信，希望她能担任丛
书的顾问并为丛书题词，冰心不久就寄来信
件表示，“承约为《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顾
问，却之不恭，谨为顾”，并在另外一张宣纸上
用毛笔写下题词：“科学小说是引导青少年走
上科研之途的动力！”还在“冰心”的署名下面
盖上自己的印章。当年 11月在绵阳要举行

“《中国少儿科学小说选》丛书第一册首发式
暨93绵阳科学小说研讨会”，担任这次活动总
指导的冰心早早写下“为搞好少儿科学小说
创作，要去熟悉少儿科学的研究者”的题词寄
给首发式和研讨会。

冰心有如此深厚的科普情缘，自然与她
谦和友善的人品、关心儿童健康成长、关注祖
国建设发展、心系科学有关，也可能是她一直
以来“医学情结”的自然流露。1918年冰心入
协和女子大学读理预科，当时一心一意想学
医，对于数理化的功课十分用功，成绩也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她一下子被卷进这场
兴奋而伟大的运动中，因为写作而耽误了解
剖学之类理科的实习功课，只好弃医从文，从
此转入国文系专心从事文学活动。到晚年回
忆这段经历时，冰心还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
是否属于“误入歧途”。但她对医学一直心心
念念倒是千真万确的，当 1981年《中国少年
报》创刊30周年前夕，在冰心应约给小读者所
写的几句心里话中，她用一半的篇幅表达了
自己对医生和护士的敬意，鼓励小读者热爱
科学，特别征引了中国的一句古话：“不为良
相，必为良医”。 □乔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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