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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膽挑戰虛擬世界底層邏輯 
叩問人生之旅的目的和使命

科幻作家 韓松

序

《虛擬時光旅行》中的故事，如同黃海峰上一部小說《邯

城之傾》，也是發生在邯城這樣一個本身也是虛構的未來城

市。像不少科幻小說一樣，它也是關於人工智能、虛擬世界

和信息社會的，卻開拓了一系列新的空間，帶來了諸多新的

啟示。

小說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二零七一年。那時科技已高度發

達，能造出虛擬世界，類似於元宇宙，但又不同，可以說是

異化版的元宇宙。這是由人類、機器人、計算機系統合作而

生的異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時間可以變快，相當於現實時

間百倍的流速，甚至能更快，理論上，壽可齊天，想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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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多久就多久，那不就是長生不老嗎？玩家僅僅是通過大腦

的直接想像，便能生成相應的虛擬場景。因此這是很吸引人

的。人去那裡，是要做在現實世界做不到的事情，逃避現實

中平庸乏味的人生。可以說，這樣的世界便是實現夢想的烏

托邦。

主人公在虛擬世界的旅行中為自己選定的時代和目標，

是回到二零三二年的邯城。在小說中他總共進行了兩次旅

行。第一次的目標是讓自己進入城中最高的最現代化的智能

大樓，在那裡佔有一間辦公室，這是邯城很多下層人夢寐以

求的。第二次追加了夢想，不僅要住進大樓，還要成為影響

時代的風雲人物。那麼有了虛擬世界，是否就能做到呢？我

以前看元宇宙的文章，覺得是可以的，因為在虛擬世界裡，

你可以化身為超級英雄，上天入海，無所不能。哪怕現實生

活中是乞丐，在那裡也能做國王，甚至做神靈。

但《虛擬時光旅行》的有意思之處，便是對這個問題作

了更深入細緻的探討。我感到，它提出了一個命題：未經挑

戰而輕易得到的幸福，能否叫作幸福？這部小說是一場思想

實驗。在作者的「安排」下，主人公的兩次旅行，都會遇到

挑戰，分別來自 AI 和智力超群的人類成員。他們陪伴主人

公一道回到二零三二年的邯城，卻作為對立面，為其實現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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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設置障礙。這個小說就這樣展開了，衝突不斷，懸念叢生。

一方面，主人公似乎力量超群。比如第一次旅行中，他

僅需動一下念頭，便想像出自己有十億元存款，而且虛擬世

界真的能按照算法為他生成這些錢。但是 AI 卻設置了障礙

讓他雖有錢卻取不出來。如果一定要取出來，則需要費盡精

力去找到一個同伴，又規定必須兩人都不犯罪，才可以取出

和花掉錢。主人公擁有二零七一年的人的智慧和知識，在二

零三二年的世界找到一份工作不成問題，但是 AI 卻讓他在

上班時因為經常堵車而遲到。他尋找偶遇的 NPC 的努力也

流產了……這樣他最終以失敗者的身份回到了現實世界。

在第二次旅行中，主人公展現了更厲害的法力。他利用

未來世界的數據知識，創立了一個全邯城最大的數據公司，

靠數據指數分析賺得大錢，並設法讓個人信息商業化。他根

據數據給城民劃分三六九等，製造良民指數，把良民指數與

收入掛鈎，或至少與福利和行為掛鈎。他做到了影響商品價

格，乃至影響市長的當選。他不是國王，而是一個「懂天氣

的人」，不需要做甚麼，只需擁有信息，便無為而治。他知道

所有市民的底細。那些早先有過隱瞞行為的人都會付出沉痛

代價。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失敗了。他設計了一個尋找最完

美女性的活動，要找到他失落的 NPC，她的精神和身體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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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純真的，甚至一見鍾情也可以用人工製造出來，然而最終

發現，純真的人不會選擇他，因為一個用遊戲考驗人心的人

是不值得去愛的。他的帝國也因此瞬間崩潰。他再次回到了

現實。他這次失敗在哪裡呢？小說指出，是因為他耍盡了機

關——追加夢想，讓搭擋出局，不接受有缺陷的初戀女人，

用遊戲考驗人。

小說似乎在暗示一條定律的存在：在虛擬世界，始終會

有挑戰者這個角色，為進入虛擬世界的人們設置障礙，使其

不能隨心所欲達成目標。這才讓虛擬世界充滿刺激，形成最

精彩的「腦力對賭」。這也是這個小說很有意思的地方。最

近聽到有學者說，人要沒有挑戰，獲得的幸福感也就沒有太

大價值。即便玩家可以設置一些挑戰，也是他自己設置的，

是可控的，跟真實的挑戰不同。但在《虛擬時光旅行》裡，

設計挑戰的任務交給了 AI 和高智商人類。這造成了巨大的

懸念，使玩家不能掌控事件進程。挑戰者總能在規則之內製

造麻煩。當 NPC 是獨立的而無法控制時，仍可以通過製造

第三方事件，比如地鐵裡的一場洪水，來進行制約。這就揭

示了一個更深的哲學命題：即便元宇宙，它也是不自由的。

在追求終極幸福時，幸福反而不能真正得到。盡善盡美如果

能唾手可得，那麼也就意味着它要在瞬間失去。儘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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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規則是允許的，但一個人仍然「無法決定自己頭腦中的東

西」。小說進而提出一個觀點：「人生如果一到選擇時就擲骰

子，沒準比一輩子勞動去選擇的結局還好。」

但這遠遠不是一個講述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道德故事，它

不是那麼簡單。小說探討了未來信息社會的複雜性。作者作

為有法學背景的人，設計了《信息法》。根據此法，個人信

息不可侵犯是一條鐵律，但這裡面仍有漏洞，「個人很少記

錄自己，只有系統在記錄，且使用個人信息者不是『人』，是

系統本身。」信息權和物權是甚麼關係呢？信息權是一種物

權。但又賦予個人信息雙重性：個人物權，又應歸公共權。

只要巧妙設計一套方法，就能做到讓個人信息可以轉讓、抵

押，進而出賣。為此制定了兩條原則：一是任何人不可以完

全獲知一個人的所有法律意義上的信息，包括他自己；二是

每個人的信息應分別儲存在三個基礎系統中，任何系統都不

能掌握關於一個人的所有信息。這些都構成了虛擬世界運行

的底層邏輯，因此這個故事是一個少有的建構在法律假想基

礎上的科幻小說，它對元宇宙運行的司法理論和實踐進行了

前瞻性的探討。

作品詳盡刻畫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人工智能，提出世界缺

了人也可以，只要有人工智能矩陣做助手，便能搞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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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AI 是絕對誠實的，而人的誠實，永遠是相對的和有限

的。如果科技足夠發達，一個人不懼孤獨，他加上機器矩陣，

就可以統治一個星球。這一幕很可能會在未來成為現實，它

將帶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問題在於，即便如此，人類

的願望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嗎？小說已經作出回答。小

說隨之提出了一個問題：AI 是否應該具備「善心」？甚麼才

是「善心」？

小說是以「旅行」為題的，寓意着我們的人生都是一場

旅行。那麼怎麼看這個旅行的意義呢？小說似乎認為，哪怕

在所去到的世界中無法達成既定目標，這仍然可以算作一次

成功的旅行。因為它增加了認識。人生的價值可能就在於增

加認識，而不一定是獲得成功和幸福。在這個意義上，虛擬

世界對現實世界才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為現實世界帶來了更

豐富的認識。小說中寫到的陪人玩的人類，在虛擬世界待了

上百年，獲得的生活認識和經驗太多，以致自身已像老人，

她便不再想去了，而僅想回到現實世界。那麼，這個人在回

到現實世界後，也一定已經變了，她跟沒有去過元宇宙的自

己再不同了。她是否將以老人的智慧和經驗，來改造現實世

界 ? 這裡留下了懸念。這部小說帶來了大膽廣闊的暢想空

間，對虛擬世界道德、信息化對人的控制、腦力想像形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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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進行了想像和探討，也揭示了虛擬世界蘊藏的無限可能

性，而這裡面的許多問題至今還被人們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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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維度，用不同的搜索器可以搜到不同的概念，可見這個

詞本身就是個多維度的東西。多維度的事物難以用定義表

達，但搜索器還是一如既往地盡了力。在所查找到的定義中，

有一句模糊的話，「此概念成立的基礎是一切事物都有相對聯

繫。」這句話可以作為本小說的基礎邏輯。網上的定義總是

模糊又經不起推敲，卻恰好體現了這個世界之混沌本質。

我也為「維度」給出了一個非常個人的定義，認為一切

可以基於一組參數並按照某種規律自我運行的空間，都可稱

為維度，不管這個空間是虛擬的還是實物的。虛擬和實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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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名」1 ，其邊界是否存在值得懷疑。維度空間的天然

要素在於「自我」和「運行」，而非「目標」。它為存在而存在，

不必去實現甚麼。你不要追究這個定義的準確性，要知道我

可是個寫小說的，是追求自洽而非現實的人。

一切皆可「維」。宇宙是個最典型的「維」，是由不知道

誰放入的一組光速、引力、普朗克等常數，基於一些公式運

行的空間；量子微觀世界這個維度有它的參數和規律，只是

我們尚未完全得知。在宇宙的大維度之下，量子的小維度之

上，是我們生活的現實維度空間，我們既屬於宇宙、量子世

界，也生活在人類創建的各種維度裡，我們是社會和經濟維

度中的一員，又洐生出網絡、元宇宙等維度。有一種維度屬

於大腦的創造，比如小說的維度空間，大觀園、三體宇宙之

類。維度中的個體囿在自己的那些維度裡，大部分都無法突

破那些鎖住他們的參數和規律。

按照我那個所謂定義，每個人都可以創造維度空間，只

要你夠聰明。你買了一個魚缸，在魚缸這個空間裡，只需得知

光與水等參數值，這個魚缸維度就可以永遠存在下去。我猜

你會不屑於此，你想做一位皇帝，那麼在你的領地這個維度空

1	 即《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中第一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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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裡，你得拎着武器來提高它的封閉值，更要記得降低人群

的智力值，理想的智力參數是低於你這位皇帝。如果你的狂

想是要改變宇宙這個我們所知的最大維度，理論上也是可以

的，只要你能夠發現新常數，這個常數能與宇宙其他常數相

作用，這時宇宙就有可能變成你手中揉捏的一個皮球，否則

就只是你大腦產出的一個泡沫，只存在於一個念頭的瞬間，

說實話，這也是大多數大腦產出的維度的命運。

在此，我更關注的是，各維度之間是怎樣相聯的。我再

次提出一個非常個人的看法，越能與外部空間建立起活躍並

有效聯繫的維度越能長久存在。這解釋了宇宙維度和量子維

度存在之長，因為聯繫它們的規律是精確的數學——這個堅

不可摧的規律體系。也解釋了王朝的年頭總是那麼有限，

因為在封閉的維度空間裡，一切都將止於混亂的熵增導致的

熱寂。

你創造了一個維度，那你是它的主人嗎？不，維度沒有

主人。創建人並不是主人，這是兩碼事，不能混同。我剛說

了，維度因存在而存在，並無目標，除非你非要給它一個並

利用之。實際上，一個維度空間建立後，創建人就應該去除

自己的存在感，這是維度創建人之道。

我也製造了一個維度空間，而且我選擇了消失。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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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出版了科幻小說《邯城之傾》，在書裡我創建了一座

城，然後我就不管它了，我基本遵守了一位維度空間創建者

的道德。對於小說所創造的維度空間來說，人們基於小說而

添加的想像是它不斷擴大的領域，這就是為甚麼大觀園可以

長存下去。而邯城，在各位科幻大師們創立的科幻維度世界

中，不出眾、不刺激、不新奇，自然是門可羅雀，因無人關

注而成為一座袖珍孤城。但我仍想為它辯解，說它還是有些

特色的，僅此而已。

邯城與我所在的現實維度的聯繫，可能僅剩下我了，

它完全靠我的想像在維持。作為作者的我當然希望它被人

喜歡，但願望被塞進泥裡揉搓幾遍，拎出來的時候如果還活

着，才配安上夢想的大名，否則就叫做夢。無論有多小，它

仍屹立在我夢想的泡沫荒原上，自有生命，與我無關，興盛

衰敗，往復不已，其興衰應暗合我日常生活的喜悲。而我的

現實維度現在是甚麼樣子呢？ 2022 年過了一大半，疫情、

戰爭、動盪、刺殺……史詩級的荒誕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集

中出現，想必那座城也不斷經歷着危機。我估計陳鯤、機器

人小呆、安吉、皇帝、宦官們 2 這段時間也過得都不舒坦，

2	 均為《邯城之傾》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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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各的麻煩。但我知道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等待，等待無

形的巨手把這座傾斜的城市輕推放平。

與正在經歷危機的現實世界相比，科技製造一個又一個

社會熱點，元宇宙、星鏈、量子霸權、韋伯星空照片，這些

時髦詞彙在熱搜榜上你追我趕，是科技世界高歌猛進的投

影。科技仿佛，不，正在創造屬於自己的新維度空間，與這

個險惡的現實世界無關，不，也有關，要不各大國各大公司

們怎會在它屁股後面競相追逐，生怕落了伍，被它無情的發

展速度拋棄。人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當科技一旦形成發展

的閉環，它還需要我們人類嗎？記住，創建者並不能擁有所

創建的維度，就像母親不是孩子的主人。我再次提出警示，

科技維度空間——這個新維度，按照維度邏輯，並不屬於

我們。

與科技飛速發展不同的是，作為科技發展燃料的人類，

我們體內的基因，也有自己的維度。基因，那些記錄時間腳

印的微型編碼，仍以百年為單位，還在億分之一的突變幾率

中，謹慎尋找革新的機會。你可能會抱怨它的進化為甚麼那

麼慢，其實，基因的改變還不是最慢的，有一種東西的革新

更慢——人性。因為，即使以千年為時間尺度來看，它根本

就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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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性這個維度裡，它的那些參數已經不知道多長時間

沒有變化了，那些殘忍的、恐怖的、冷漠的、無力的、天真的、

自由的、善良的、悲憫的、忠誠的、愛的要素，仍然不變；它

仍然易怒、善變、畏強、淩弱、執拗、膽小、狂妄、感性、勇

敢、堅韌、犧牲。數千年前關於人性善還是惡的官司，到現在

還在打。社會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我們改變的是認知，而不是

人性。邯城裡那位宦官被宮掉了的人性深處的慾望，在歷史的

長河中在各人身上浮現為官夢財夢高升夢高嫁夢……。而人

們仍然難以把其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從慾望中挑選出來，作為

夢想，高放在祭台之上。

所以，在這部小說裡，我有一個奇想。我們以科技創造

虛擬世界，並在其中改造人性，或叫靈魂。改造好了，就出

來；不改造好，你就老得去。技術製造了現代人的新困惑，

是不是也可以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是不是可以改變那些

人性中千年都改不了的劣質？

潮起潮落。世界即是粒子，也是波。我們這些粒子們，

一生的時長相對於社會前進的節奏，是短波對長波的關係，

可能你一生恰好碰上了時代上行的波峰，也可能一生都呆在

時代下行的波底。

但是，換一個角度，從不同的維度來看，我們可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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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維度空間的波峰，卻在另一個維度空間的波底。我們在社

會和經濟維度的波峰，卻可能在精神維度的波底；我們奮力

攀上小時代的波峰，卻被歷史的大時代巨浪拋棄到波底，這

都是有可能的。

這不，城裡又發生了一個故事，我把它記錄下來，就是

你手裡拿的這部小說。

2022年 7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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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引子

引子

2071 年。

最可以窺得時代特點的好辦法，是得知那個時代人們的

夢想。美麗卻風景單一的草原上，人們有過征服夢，騎馬奔

去，湧動的熱血流經之處，各種各樣都可佔得；古代穿着長

仙袍的老少學子們離鄉赴京趕考，官夢，在很長一個時期裡

佔據主流；駕駛木帆船穿越兇險海洋的人們湧上新大陸，因

為他們聽說先前離開的鄉民們在這裡淘到了金子。有些夢想

跨越時代經久不衰，比如想高嫁的女人在每個時代都很多，

那是女人們階層跨越夢實現的捷徑，可見所有的時代都有共

通的地方。我有時候跟人扯到這些夢想的時候，他們說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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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夢想，這只是慾望而已，但慾望與夢想有甚麼分別呢，我

從來就不曾弄清。我習慣性去查網絡，甚麼是夢想，它給的

定義模糊又不確切，只是說期望、目標云云，根本無法表達

其遙遠、誘惑又逐人執着追求的魔幻特質。關上電腦的我，

看着空黑屏幕，腦子裡冒出一個夢想的歪定義：凡夢想，都

是所處環境天花板外的東西。

我以這個夢想定義去度量我們的時代——我所在的

2070年代，最富時代特色的夢想是甚麼？我的結論是旅行。

它分為兩類——去太空旅行，或是去過去旅行。在這個星球

上，只有這兩件事是環境外的，剩餘的都完美分配好了，都

根據條件可得。對這個時代的男人們來說，當官夢征服夢淘

金夢富裕夢皆不可得，只有「旅行」稱得上夢想了。在這僅

有的兩個時代夢想中，普通人只有資格申請後一種，因為去

太空是篩選後的最優秀人們的專屬，也就是說有些人天生就

自帶夢想門票，而另一些人根本求夢無門。去過去，只有這

個稱得上夢想了！而且它幾乎沒有門檻，非常平民化，但問

題是價格十分昂貴，完全超出我這位程式員和絕大多數的城

民能力之外。

所以，我沒有夢想心安理得。不僅如此，依照我的天花

板理論，我也沒覺得我周圍的人中，誰能有夢想。但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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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對我的天花板理論不以為然，其中有位同事趴在我耳

邊告訴我，他的夢想就是坐進兩米外的公司銷售部部長辦公

室。「唾手可得之物稱不上夢想。」我脫口而出。另一位則

探過來說在元宇宙中統治一個擁有千萬子民的子宇宙絕對稱

得上夢想。「不夠美好的事稱不上夢想。」我嗤之以鼻。「那

你的夢想是甚麼？」他們反問我，我說：「我就沒有夢想。」

朋友們，沒有夢想不必有甚麼不好意思，與其有一個錯

誤的夢想，不如不要。這正是時代的好處：沒有夢想，也可

以過得很不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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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星上空」的高談闊論

遙遠天空的一角亮起來，照亮了從地平面以六十度角竪

起的巨大星環。星環如同宇宙巨型切割機的切片，插入湧動

的雲海之中。數顆高懸的衛星展示着它們各異的面貌，我們

可以清晰地看到衛星上的冰紋、隕石坑、裂隙網……。玻璃

珠般的太陽正在向上穿過雲層，一時間在水平方向製造了數

個太陽的幻日景象。這些太陽都不熾烈，像遠處沙灘上的燈

盞，很難想像是星系的主宰。

我和我的夥伴、知己、酒友路遠，在雲海之上，盡情感

受這極致的宇宙空闊感。

「聽說土星的日出是太陽系中最美的，今天終於體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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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不禁讚歎。

但路遠對此景的看法卻與我完全不同，他說道：「可卻不

是真的，算甚麼體驗呢？」

一塊懸浮板應景地送來了幾扎啤酒，啤酒的琥珀色在橘

紅雲霧瀰漫的背景中越發顯得晶瑩剔透。我們正圍着一張圓

型小吧台喝酒，周圍有十多張這樣的吧台。城裡的人們正觥

籌交錯，享受週末的閒瑕時光。聰明的讀者您猜到了，我們

周圍的壯闊景象只是全息虛擬景觀。

「我們和宇航員看到的一模一樣，卻不必體驗太空中的

不適。真實的外星了無生機，物質貧乏，空間狹窄。而在這

裡，真實中殘酷的部分被過濾掉了，我們輕鬆享受最美的部

分，這不好嗎？我實在理解不了你的消極。」我說道。

「這享受，像投餵來的食物，而外星的宇航員們，做的才

是實實在在的開疆拓土的事業，那真實的冒險感甚麼也替代

不了。」

「真實與虛幻這對矛盾是相對而言的。獲得真實的感受

就很好了，真的還是假有那麼重要嗎？」

「你以為你獲得了真實的感受嗎？我們都沒有看到真

實，所以根本無法對比甚麼是真實。」

這就是典型的樂觀者和悲觀者的對話，不過我們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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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毫不影響喝酒。渺小的、真實的我們在巨大的、虛假的星

環下碰杯，開始每週五的例行小酌。

每週五晚，我和路遠都會來這家叫「白駒」的時空概念

小酒吧。這家只有百多平米的酒吧，全息景觀是全市最棒

的，每星期五就換一輪。今天的主題景觀是「土星日出」。

之前我們在這裡還「經歷」過大唐王朝、中土世界，按照酒

吧的預告，下週該是三體宇宙了，我們都很期待。我們是同

一家數據公司的職員，一到週五就來這裡喝幾扎啤酒，在各

種主題場景中海闊天空地聊天，找個有趣的話題燒燒我們這

個時代平均智商160的腦瓜。

路遠看着腳下的巨型漩渦雲，說道：「剛才你提到真實

與虛幻這對矛盾是相對而言。我得知有一種邊緣理論流派，

叫矛盾創世論，世界是基於矛盾的設計，幾組矛盾在一起，

如果在其間設計出天衣無縫的規則，可以創造自我演變的世

界，即所謂真實。真實，是你所能感知到的那些矛盾所形成

的系統。海遙，你同意嗎？」

「我認為這是完全有道理的。」我手指彈着桌面，翹着二

郎腿應道，「只要給出幾組合適的矛盾，放進一個環境裡，

那個世界會自己開始運行，根本不用誰去管。環境對於環境

裡的事物，就是真實的。」不要問我們正確與否，這對於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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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是甚麼重要的事。聊天的關鍵在於趣味，能接上招，

趣味的目的就達到了。

「比如？」他來了興致，臉上有些挑戰的意思。挑戰對我

來說是思維的燃油，我頓時覺得小聰明們從腦洞裡跑出來，

充斥腦殼。聊天的樂趣來了。

我說道：「比如，一個平面二維小世界裡，有個幾乎封

閉的圓型，只在邊緣上缺了一個小口。這個圓大小是可變

的，它可以無限擴大，也可以縮小，當它縮減為點，它就死

了。裡面只有兩種東西，火柴棍和火柴頭，這個圓是它們的

小宇宙。它們的生成，是小概率偶然事件，兩者相碰時，就

同時湮滅了，但這湮滅的能量會生成一小塊區域，擴大圓的

面積。對於這些火柴頭和火柴棍來說，它們當然不想碰撞

在一起消失掉，但別的火柴頭和火柴棍碰在一起，能夠產生

面積，它們碰撞的幾率就會減少，這又是它們願意看到的。

因缺口的存在，不時會漏掉一些火柴頭或是火柴棍，如果沒

有新產生的區域，這個圓會越來越小，小到即使把火柴頭和

火柴棍擠在一起，碰撞所產生的新區域也只能維持一時，

阻止不了這個圓的死亡。所以，如果火柴頭和火柴棍有想法

的話，它們要一邊避免自己碰撞，一邊給別人製造碰撞的機

會。最終，它們決定保持最小的碰撞間距，形成一個圓圈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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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這個旋轉圓圈離圓周的距離至少不讓任何火柴頭或是火

柴棍漏出去，也讓偶爾新產生的火柴頭或是火柴棍有了加入

圓圈的機會。新產生的加入時，必導致它或是其他碰撞，這

樣新的面積就會不斷產生，這個圓就保持了下來。而那些不

想加入圓圈的火柴頭和火柴棍，如果它們在碰撞之前就漏出

去的話，就可以離開這個充滿危險的小環境了，而且，如果

它們願意的話，沒準與誰在外界碰撞，在消失時燃燒形成一

個新的圓。這樣，不僅這個圓圈自己可以存活下來，也創造

了其他的圓。」

「太有意思了！這個小故事剛好解釋了矛盾創世論。」他

鼓起掌來。

「如果我們是火柴頭或是火柴棍，那個圓圈，就是我們的

現實。如果我們覺得這個圓圈不太好，就可以逃出去再造一

個。至於哪個是我們的現實，有那麼重要嗎？」我謙謙說道。

這謙謙語氣下，滿滿是小得意。

一串闖入大氣的小行星在天空的一角製造了一場流星

雨，光亮的尾跡斜刺入雲海時，將雲海燒了起來。吧友們一

陣歡呼。

「哪個是真實的現實，有那麼重要嗎？」他重複我的話，

仰頭看着天空，歎了口氣，神色黯然道，「最近，我所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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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來自我最難駕馭的矛盾——精神和肉體的衝突。」

自古惱人是感情，不過感情從沒有惱過我。他心情不

好，作為好哥們兒的我有責任哄他開心：「我生活中的矛盾

很多，但愛情方面……我所體會到的是束縛與反束縛的矛

盾。我的解決辦法值得你參考。女人們，一確定關係就想管

住我，那勁兒挺讓我矛盾的，所以，矛盾的結果，你知道的，

那就是換一個對象，再產生矛盾就再換一個。在我失戀前，

我就把戀情給解決了，提前消滅矛盾，這樣多好。你不看重

一件事，就不會為之煩惱。像我，就不會為愛情煩惱。」

「你說，真的沒有不帶矛盾特質的事情嗎？」

「有呀？世上只有一件東西是超脫矛盾的，那就是時間，

無對立面，無所不在，無可逆轉，矛盾搭載在它身上，碾壓

一切向前。你看，時間和矛盾，就像公交車和我們的關係。

當生活中的矛盾無法解決，最好的辦法就是換輛公交車，去

另一個地方。現在已經可以時光旅行了，不高興了，就換個

時代，換一組矛盾過生活，體會另一種真實，這樣多好。」

「去過去旅行太貴了，我們這樣的小程式員，唉，遙不

可及。」

「唉，社會不公呀，甚麼時候公平過呢？！」我說道。人

說憤世嫉俗的話，一般都是顯示自己的清高，不必當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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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我們的社會，一切都是經過指數計算過的，一切都公平合

理。如果像我們這樣智商學歷體格都泯然眾人的程式員，都

能得到社會特別的眷顧，那才叫不公平呢。

此時臨桌的幾位正在議論時事。就算是在極廣袤的「土

星上空」，人們還得緊挨着坐，因為大樓的面積很貴。正在

泯小口的我聽得很真切，其中一人說時光旅行有了新政策。

他是這麼說的：對貢獻卓越、數據畫像優異的一級優秀城

民，市政府新增加了一項獎項——去過去旅行，他們將成為

持照時光旅行者。

「看，說甚麼來甚麼，錢不再是障礙，你也可以爭取成為

一級優秀城民，就可以免費去過去了。」我拿杯子碰了碰他

的酒杯，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優秀這個詞打小跟我就沒關係，怎麼可能輪到我。我

是想不通，在最先進的時代裡，去過去旅行，反倒成了獎勵，

你不覺得諷刺嗎？那去過去是為了甚麼呢？」他問我。

「體會真正的矛盾衝突！當環境的合理性被精準計算得

毫無疏漏，要我們這些基因篩選改造後的聰明人幹嘛呢？毫

無用武之地。我們只能把聰明當一件器物，一件完美的擺

設。你知道小說中的屠龍刀嗎？精雕細琢又威力無比，但遺

憾的是，龍沒有了，給我們的都是遊戲中的假龍，只能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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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一隻真的。去過去，我們才可與眾不同，無論是智力和

體力，都可以傲視古人，活得出類拔萃鶴立雞群，信手摘取

那個時代的各種夢想，而在現在，大家都是鶴，沒有一隻雞，

讓鶴也覺得很無聊。」我抖着腿說完這一大堆。這些話脫口

而出，沒有甚麼依據，我只是希望他聽到這話能高興起來，

酒桌上的話不必當真。但我自己聽到這話的時候，基因深處

熱辣的冒險因子也忍不住跳動。

「是啊，而我們都注定在寫字樓的格子中了此殘生。」路

遠聽了我這些話，更加神色黯淡。

為了讓他的心情舒爽一些，我提議去外陽台上接着喝。

我們又要了幾瓶酒，在手指間夾着，闊步離開「廣袤太空」，

穿過小門走向外陽台，半伏在欄杆上。擁擠的摩天大樓正用

霓虹燈盡情展示其與白天不同的各異魅力，再無白天的莊重

和收斂，數道空軌從樓群的縫隙中穿過，長長的空軌燈不時

掃過我的眼睛，醉藍的夜空中，星辰的光點在淡雲之後微微

浮動。夜景是最好的佐酒料，我們在夜風中對飲，好不暢快。

「無數的火柴頭和火柴棍在這個城市裡碰撞燃燒。也許

有一天，我可以脫離時間，甩開所有這裡的矛盾，創造屬於

自己的小圓圈。」他感歎道。

「你想離開？做漏掉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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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去另一個矛盾的世界裡，在另一組矛盾的規則中生

活，如果給你機會，你會去嗎？」

「我沒有機會的。」這句話是我的口頭禪，也是我混世的

好藉口，對於過得不錯的日子來說，「機會」這個詞，只會引

起對稱性破缺。但我還是不忘鼓勵別人：「祝你早日獲得時

光之旅的獎勵，早日成為古人！」這話很助興，朋友高興，

我就高興。

「向時間和矛盾致敬！」他說道，將酒瓶舉向空中，我們

瓶頸對碰，酒花飛濺。今晚樂趣值暴滿，聊天的目的達到了。

這場哲學意味的對話，佐酒的作用很明顯，我們比往

日多喝太多。午夜時他已喝斷片兒，我結了賬撐着他送回

了家。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只是覺得這天過得有點新意思。

當人們遇到改變人生軌跡的事，往往當時意識不到，就像我

沒料到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以及「去過去」這三個字

終於突破了他大腦的感知層，植入了他的意識層，再也揮之

不去。

早知這樣，那晚我真不該說些迎合他的飄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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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抓住機會，哥們

第二個週末，我照例去白駒。我獨自在屹立着透明金字

塔的歌者文明星球上坐了幾個小時，幾次打電話過去，那邊

傳來的都是空洞的嘟音。我起身要離開時，侍者叫住我，交

給我一個信封，抽出來裡面是他留下的手寫字條：

我走了。

愛情的矛盾驅使我換個世界，讓我能重新開始一次。

我已經把我在此生所犯下的錯誤都一二三地記下來，在過

去絕不再犯，那樣我就可以以更大的成功概率，引領無悔

的肆意人生。



014 虛擬時光旅行

不好意思，你墊付的酒錢還不了了，我還從銀行裡借

了一筆購買時光護照的錢。為了表示補償，我把我今年已

完成的所有工作量都轉給你，這樣，你就有機會成為優

秀城民，得到合法的時光護照了。

期待我的下一封信吧，那將是時光信，我從過去寄給

你的。

抓住機會，哥們，我在過去等你喝酒！

即日

沒出息！我心裡罵道。以我所知，他從銀行貸到的限

額，最多只夠在黑市上買本假護照，坐民科們研發的山寨時

光機去過去。他從此是一位非法時光旅行者。對於那些非法

的時光旅行者，政府也從來不派軍警去抓人，只是被系統註

冊時光失聯，在後半生取消城民待遇。在當下的現實裡，這

是對一位城民最大的懲罰了。

至於嘛，就為了個女人，難以理解。

他甚至沒有告訴我去了甚麼年代，他說的「等你」，我權

當是道別中所能用到的最禮貌用語。現在，除了祝福他，我

甚麼也做不了。

我獨自回家躺下，喚來家裡的智能飛行蜻蜓，這小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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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琢磨我的習慣，我讓它把字條順便找個地方釘上，它依

我的大概率習慣把字條釘在床旁的窗戶上。我其實並不想貼

在那裡，太醒目了，但今天懶得跟小蟲子吵架。我蒙頭就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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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白日夢境儀

從那以後，我沒有去過白駒酒吧。他不在後的空缺，被

新地點和新朋友們填補，但卻給不了和他在一起的意趣。我

母親常常給我發來一些年輕女士的照片，告訴我她們都是基

因庫和數據庫對比後的最佳配對人選，但我絕不接受科技包

辦婚姻。在我的世界裡，哥們兒友誼永遠大於男女關係，身

邊的女人可以來了又去，好哥們兒卻無新人可以填補。

對於路遠抓住機會的建議，我在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付

諸行動，我沒覺得非要從當下這個世界消失，去過完全不一

樣的生活，去承受不一樣的人生，去換一組甚麼鬼矛盾去體

會。我不喜歡「機會」這個詞，它是個妖魔，誘惑人們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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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日子不過，去冒那些大概率失敗的險，並美其名曰「勇敢」。

然而，當時間一天天過去，他轉給我的工作量像是隻小

蟲子在咬着我，那可是他的心血呀，辦個護照也無妨吧，權

當去過去旅遊，錢多多玩幾天，錢少少玩幾天。但造成我心

靈破防的，並不是上述這些，而是在一天內發生的以下事件。

】

這是快到年底了。那天，我從鉑鼎大廈——我所在的辦

公樓，全市最高的千米摩天大樓——的地下鐵衝上來，輾轉

好幾台電梯，風風火火往頂樓的公司去。我不是風風火火的

人，公司也沒有甚麼事輪到我風風火火。我衝上去是因為頭

天收到公司大老闆的女秘書柔聲來電，她讓我第二天上午九

點來一趟。我接到電話時，沒有想到自己當時竟然有些激動。

我是八點五十五分進的大老闆在鉑鼎最頂樓的辦公室。

我步步踩上柔軟的地毯，發現自己是第一個來的。一個人在

辦公室中央正襟危站，在寂靜中忍不住環顧四周。這辦公

室三面環窗，環窗中央是大寫字檯。窗外，摩天大樓的各異

頂端高聳出雲海，遠近有幾塊玻璃反射出鑽石般的光芒。室

內，正中央的窗戶前立着一台動態光雕，這光雕高達五米有

餘，是旋轉的銀河系的樣子，我將手伸入光雕的星塵之中，

發現手竟然變了形。我猜這光雕便是傳說中運用微型黑洞



018 虛擬時光旅行

技術的產品，將周圍的光源發射出的光進行扭曲，形成了類

似於銀河的漩渦場景，這光雕全世界只有幾台而已。我一時

間沉迷於此景，也不知道有多長時間，直到幾位員工魚貫進

門的聲音打破了寂靜。他們都站在我後面，把我一人扔在最

前面，我才看到地毯上是有條線的，他們站在線後。這不是

最尷尬的。等到大老闆出現，他坐下後環顧了一圈，低聲跟

剛進來的女秘書說了些甚麼。女秘書一臉抱歉地退下來，跑

到我這裡，皺着眉頭咕嚕着跟我說話。我聽不清，她於是讓

我出去說。出去後，她用按壓着怒火的聲音，用一堆禮貌詞

語堆砌出來的話告訴我一個事實：她昨天通知的是讓我去找

她，不是找老闆，剛才她上廁所了，沒看見我進來！

這事件我不想再提起，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我有

自知之明，進老闆的辦公室，對我這樣的僅以打卡一項在績

效欄裡得到高分的員工，永遠只是誤會。

下班後，我早早回到臥室，把自己扔在床上，很想睡一

覺又睡不着。窗玻璃上路遠的小紙條在空調的風下抖動。我

想起我以前曾熱愛寫作，卻掙不到錢，在網上寫作投稿，結

果那網站因為效益不好，發了我一台助眠儀作報酬。當時沒

開封，直接扔床頭櫃裡了。我拉開床頭櫃的抽屜，那盒子呆

在裡面。盒子上醒目地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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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夢境儀

在舒適的夢境裡  釋放內心

為大腦提供如白日夢般美妙、可控的夢境睡眠

打開盒子，一個銀色扁橢圓上套着一個軟環，另有一對

耳機。我把耳機塞進耳孔，手穿進軟環，這個扁橢圓正好握

在手裡。取出介紹紙，打開，一個全息穿仙袍的卡通小古人

影像出現在我前方一尺的空中。把耳機摘下，小人就消失

了，又戴上，他又出現。我知道了，我看到的只是機器給我

的大腦製造的幻覺，這個小古人只有戴上耳機才能看見。但

這儀器是怎樣引導夢境，我倒是很好奇。

小古人說道：「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莊生夢蝶的故事告訴我們，夢境，可以真實到讓人分不清夢

想與現實。但是，真實的夢境不可控，更很可能在你馬上要

得知答案或是馬上要看到奇景的時候因蘇醒而中斷，我們都

曾有這樣的遺憾，但如果你使用這個叫白日夢境的睡眠儀，

就可以在舒適的夢境中漫遊，不會遇到恐怖的場景、不會發

生違反你內心願望的事。你的夢境是舒適可控的，這是白日

夢境儀最大的好處。」

小卡通古人說完這些話，手指一劃，他上方出現這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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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閃爍的紅字：

此產品誠徵試用者，感謝您的試用。如您體驗，請

務必記住此副作用警示：你有遭遇內心潛意識的風險，時

間設置不可超過半小時。

我看了看說明書，它的運行方式是通過量子技術引導腦

部意識流，借用合適的元宇宙場景，形成新夢境。這小東西

也算是腦科技精神產品了，要知道，在這個時代裡，高級的

腦科技精神產品是一種奢侈品，我也算沒白寫作。設了半小

時的時間，然後仰臥，先盯着天花板上幾團發霉的水漬，然

後閉着眼睛盯着光透過眼皮產生的似乎在動的幻影，等待可

控夢境的睡眠發生。只有那麼一會兒，眼皮上的幻影被一束

光驅散。

一匹白馬翩然而至，我輕而易舉就跳到它背上。前方的

白色中間出現一條竪線，竪線向兩邊擴大成方框。裡面是

甚麼？哈，當然是過去的時光。果然這儀器知道我在想甚

麼——去過去。那白馬此時開始飛入框中，框中還有不同的

門，門裡是不同的歷史時段。白馬載着我在門之間穿梭來

回，我在各個年代間穿梭，歷盡千年不過是在彈指間，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