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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體版序

繁體版序

今年，是我全職從事科普寫作的第三年，在我對外的名片上，我給自己

起的頭銜是：職業科普人。在中國內地，像我這樣以科普寫作為生的

人還不是很多，算是一個很偏門的職業。兩年多過去了，我非常慶幸自

己選擇了這個職業。這是一個讓我覺得生活充實，有意義，而且高自尊

的職業，我想我的下半生都不會換職業了。

成為職業寫手後，我對市場上的科普書籍做了更加系統、全面的學習，

現在可以比較有把握地說，在「地外文明」這個相對冷門的題材中，本

書是非常突出的一本。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能看中本書，並將它推

薦到港、澳、台地區，足見編輯們的眼光是獨到的。說句實話，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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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題材領域，偽科學讀物遠遠多於真正的科普書籍。因為一談起外星

人，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種未經證實的神話、傳說、故事，而真

正的科學史實卻鮮為人知。看完我這本書，相信讀者們會發現，比起那

些離奇的傳說故事，科學史同樣精彩紛呈，引人入勝。科學家們在尋找

外星人的事業上，除了需要大膽的想像力，更需要嚴謹的科學態度。現

在，我們離找到地外生命只有一步之遙了，在這個領域，隨時都有可能

發生轟動全世界的大新聞。在迎接這個「人類轉折點」的大新聞之前，

你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精彩紛呈的地外文明搜尋史。

我的處女作《時間的形狀》繁體版在台灣上市後，我收穫了非常多台灣

地區的讀者，甚至通過我的書結交了好些一見如故的朋友。我也特別

希望《外星人防禦計劃》繁體版在香港以及台灣地區上市後，能結識更

多趣味相投、一見如故的香港或者台灣朋友。

 汪詰
 2019年 4月 26日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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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第一版在 2012年出版，到現在已經六年了。書名起得有點兒

偏，原本是想最大限度地激發讀者的好奇心。沒想到這個書名讓很多

讀者產生了誤解，以為是一本宣揚神秘主義的偽科學作品，或者以為是

一本虛構類作品。

本書是我繼《時間的形狀》之後創作的第二本科普書，在書中我嘗試了

更多靈活的科普寫作手法，例如把辯論賽的辯詞融入到科普中。在《時

間的形狀》中我創作了兩篇短篇科幻小說來解釋相對論的兩個原理，獲

得了不錯的效果，很多讀者都對此印象深刻。在這本書中，我把這種手

法做了更深入的運用，用一篇中篇科幻小說來作為全書的結尾，儘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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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講到的知識點都融入到這篇小說中，讓各位讀者在閱讀小說的同

時，輕鬆地回顧知識點。但這樣做的效果如何，成功與否，還需要廣大

讀者來評價。

六年過去了，我也從一名業餘的科普寫手成長為以科普寫作為職業的

科普人，與許多科研工作者出身的優秀科普作家不同，我從未從事過

科研工作，但科普創作畢竟不是科研。《萬物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的作者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的職業是一名記

者，卻成為了非常成功的科普作家，該書也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和暢

銷，得了很多科普獎項。比爾．布萊森對他科普寫作的價值有一段非常

精闢的論述，就寫在該書的扉頁上：貝特有一次問自己的物理學家朋

友傑拉德，你為甚麼要堅持寫日記呢？傑拉德說，我並不打算出版，我

只是記錄下一些事實給上帝參考。貝特又問，難道上帝不知道這些事

實嗎？傑拉德回答說，上帝當然知道，但他不知道我這樣描寫的事實。

是的，我也認為，科普的最大魅力在於表達，描寫同一個知識點，可以

有千變萬化的表達方式。

《上帝擲骰子嗎？量子物理史話》作者曹天元先生就是非科學家出身的

科普作者中的佼佼者，他的這本書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曹先生 2017

年在接受《上海書評》的採訪時談到，大多數人會認為對一本科普作品

來說，科學性、準確性最重要。但曹先生認為這是一個誤區，他認為科

普的首要目的是激發大眾對科學的興趣，也就是說，科普是科學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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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它本質上是一種傳播學指導下的產品，而不是在具體哪門科學指導

下的產品，所以真正的科學家來寫科普書，往往銷量不太突出。對於科

普來說，想要在科學嚴謹性和傳播力度上兩手都要硬很難做到，他認為

應當優先考慮傳播性，其次考慮科學準確性—但不是說不要準確性。

對於曹先生的觀點，大部分我都很贊同。只是在科普的目標上我和他

可能有一些不同，這也很正常，每一個科普人對於科普的理解也都是不

同的。曹先生認為科普的首要目標是讓大眾愛上科學、了解科學，它

是營銷科學的一種手段。

我做科普的首要目標是傳播科學精神，說得更詳細一點就是讓大眾了

解面對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時，科學共同體的態度是甚麼，科學家群體

又是怎麼思考的，我始終秉承的寫作綱領是：比科學故事更重要的是

科學精神。

我覺得作為一個職業的科普人，應當有職業操守，我的職業操守是：

1. 所講述的科學知識和數據都要有可靠的來源，至少主觀上應該盡可

能找到最為可靠的來源，盡可能的通過多個渠道證實，而不是隨便看到

一些東西就拿來當做事實用。質疑精神是一個職業科普人首要具備的

精神。我雖然無法保證自己講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這個恐怕誰也做不

到，但是我可以保證自己在主觀上希望自己講的東西都是出自科學共

同體的主流觀點，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最佳結論。



006

外星人防禦計劃：地外文明探尋史話

2. 如果發現自己搞錯了某些知識點，那麼一定要盡可能地通過各種方

式修正自己的錯誤，而不是抱着無所謂的態度。

3. 在一些尚未有結論的科學問題上，儘量不發表自己的猜想或者假

設，儘量引述該領域的科學家的觀點。如果要發表一些自己的想法，那

麼一定要特別說明這是我個人的一點淺見，不是科學家的觀點，以防誤

導公眾。

4. 雖然我明知用神秘主義或者不可知論的手法來講述一些科學界還沒

有公論的現象，會獲得最大的傳播效果，也最能激發公眾的興趣，但我

堅決不用這種手法，因為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世界觀違背了我做科

普的首要目標。

5. 在不違反上面這條原則的前提下，我會盡可能地用人民群眾喜聞樂

見，最容易聽懂的方式來講解科學知識，這時候我所做的比喻與科學的

嚴謹性就會有一定的矛盾，但是我會把通俗易懂優先考慮，不追求百分

百的準確度。

6. 我會在科普和科幻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當我寫作虛構類的作

品時，必須要申明這是虛構類作品，是一種科學幻想而不是科學事實。

我反對某些打着科普旗號，其實是虛構類作品的做法。

7. 在對待偽科學上，必須旗幟鮮明，不含糊，不為了取悅大多數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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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自己堅持的科普目標。甚麼是偽科學，就是聲稱自己是科學，但卻

並不符合科學研究範式的學問。如果一個學問不聲稱自己是科學，或

者不用語言故意誤導讀者以為是科學，那麼我會給予充分的尊重，也會

認真聆聽。所謂井水不犯河水，我尊重人類思想的多樣性，也捍衛人類

思想的多樣性。捍衛科學本身就是在捍衛思想的多樣性，不讓科學思

想被攪亂。

此次再版，對原書的全面修訂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 修訂了許多不夠準確的數據和知識點。

2. 對一些章節進行較大幅度的改寫。

3. 新增了自本書第一版以來科學界發生的新鮮事。

4. 增寫了中部的第六節「對『黑暗森林』假說的思考」、下部第四節「外

星人防禦計劃的最高綱領」。

5. 對第一版的語言文字進行了逐字逐句的修訂，使之更加簡潔、乾淨。

限於本人才疏學淺，儘管盡了最大努力，難免還是會有各種錯誤，也歡

迎各位讀者對我的批評指正，有錯必改。我的自媒體名稱是：科學有

故事。

 汪詰
 2018年 3月 1日於上海莘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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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昏，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荒原上。

巨大的電波天線陣靜靜躺在天空下，每一個乳白色的拋物面都像一隻

巨大的眼睛，凝望着宇宙深處。

天文學家艾麗微閉着雙眼，頭上帶着高靈敏的監聽耳機，半倚在開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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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擋風玻璃上。她特別喜歡在深秋的涼風中躺到天亮。

四年來艾麗不知道已度過了多少個像這樣的晚上，她喜歡耳機中傳來

的嘶嘶聲，那是 100多億年前宇宙大爆炸的迴響。這種聲音她太熟悉

了，靜謐、和諧，聽起來就像音樂一樣美妙。

艾麗覺得自己快要睡着了，她感到自己沉浸在宇宙深處，耳中的聲音就

像是億萬星辰的竊竊私語。

突然，嘶嘶聲中似乎傳來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彷彿是一種輕微的腳步

聲，從宇宙的深處向她走來。

腳步聲越來越響。

艾麗猛然睜開眼睛，她發現這不是夢。

難道說，真的來了？

艾麗兩手緊緊捂住耳機，激動地聆聽。

沒錯，確實是「他們」來了。腳步聲越來越響，具節奏的脈衝信號一陣

陣地擊打着艾麗的耳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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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我的天，這是真的！」

艾麗迅速抓過手邊的無線電對講機，一邊啟動汽車一邊衝着對講機喊

道：「赤經，18點 36分 52秒；赤緯，+36度，46分 56秒，請核實。

重複一遍，赤經，18點 36分 52秒；赤緯，+36度，46分 56秒，請

核實。」

監控室中，艾麗的同事們聽到對講機中的呼叫，立即從椅子上蹦了起

來，他們喊道：「我們聽到了，正在調校天線！赤經，18點 36分 52

秒；赤緯，+36度，46分 56秒。」

同事們飛快地在十幾台電腦前面忙碌起來，不斷地敲打鍵盤，開啟所有

能開啟的設備。

對講機中，繼續傳來艾麗的聲音：「這很有可能是連串的脈衝，調校所

有的望遠鏡，對準目標。查看參考支距，用 27號天線檢查離軸輻射，

讓維利把大功率的音響系統打開。」

「收到！」

艾麗開着車飛奔到監控室門口，她跳下車，一邊朝樓梯跑去，一邊對着

對講機喊道：「將 L0頻率保持現狀，千萬別讓它跑掉！如果信號消失

就重新掃描頻寬，掃描你能想到的所有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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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麗的同事們就像上緊了發條的鬧鐘，飛速地運轉着：「收到，系統

正常。」

幾分鐘後，艾麗衝進監控室，直撲主控電腦，大聲喊着：「兄弟們，快

告訴我，頻率找到沒？」

同事：「有極化的脈衝，振幅經過調節，我已經鎖定了。」

艾麗：「頻率是多少？」

同事：「40.26……23千兆赫，氫波段乘 π。」

艾麗：「早就說過肯定是氫波段。信號來源鎖定了嗎？」

同事：「正在一個個排除，不是軍用頻率，也不是航天器，方向來自織

女星，距離 26光年。」

艾麗：「把脈衝信號能接到音響上嗎？」

同事：「正在接入。」

很快，音響中傳來了強勁有力的「腳步聲」，那是強烈的脈衝信號，非

常有節奏和韻律，可以清晰的聽出「長」「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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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會兒，艾麗就聽出來了，每一個長脈衝過來，都包含若干個短脈

衝，這明顯就是在報數。

「3、5、7、11……」艾麗一邊數，一邊大聲地說出來，「沒錯，這是

素數，這就證明了絕不是自然現象。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是來自

織女星系的外星文明信號。」

一個足以震驚全世界的事件發生了：人類首次截獲了來自外星文明的

無線電信號。

親愛的讀者，你可能已經猜出來了，上面這段是科幻電影的情節。沒

錯，這是 1997年公映的荷里活電影《超時空接觸》（Contact，茱迪科士

打主演）中一段緊張刺激的情節，根據美國天文學家卡爾．薩根同名小

說改編，是所有科幻迷珍藏的經典。

科幻電影中的這些情節有可能發生嗎？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可能性非常大，極有可能在未來的五十年內

發生。

我相信此時在你的腦中一定會冒出這樣一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外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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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根據我們現有的最佳證據，答案是：

有，但從未到訪過地球。

這並不是我一拍腦袋的答案，這個回答也是目前主流科學界的共識，不

管你看過多少講 UFO、外星人的電視片，也不管你在電視上看到過多

少貌似「科學家」的人物出來，煞有介事地跟你講地球上的不明飛行物

有可能就是外星人甚麼甚麼的，都無法改變這個客觀事實，那就是目前

主流科學界幾乎是一致地認為，外星人存在，但從未到訪過地球。

科學是重事實講道理的，得出這個結論有甚麼依據？科學家們憑甚麼

達成這樣的共識？這就是本書試圖要給各位讀者講述的故事。

為了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我們先要給外星人下一個定義：在本書中

所稱的外星人指的是地球以外的智慧文明。至於外星人長的是不是人

形並不重要，但不管怎樣，外星人應該符合我們目前對生命基本形式的

認識。比如，我們所知的任何生命都離不開液態水，並且都是基於化學

元素碳（C）的有機分子組合成的複雜有機體。

我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為甚麼科學家在談到尋找外星生命時，總是

要先找水？給人的印象是水就是產生生命的必要條件。誰說外星生命

就一定需要水呢？好像科學家的腦子都很僵化，都很死板，怎麼就不能

打破一下常規的思維呢？科學家真的那麼僵化死板嗎？顯然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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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們怎麼可能連普通人都想到的問題，他們都考慮不到呢？

這就是科學思維和普通思維最大的區別之一。真正的原因不是科學家一

定要把水設定為生命之源，而是科學誕生幾百年以來，經過科學家的最

大努力，也無法找到任何離開液態水後，可以保持活動狀態的生命的證

據。科學思維的第一條就是質疑，當然包括對液態水是否是生命必要條

件的質疑，歷史上有無數科學家都質疑過這一條。但如果僅是質疑，還

不能叫做科學家，也不能稱之為科學思維。比質疑更重要的第二條就是

需要探索和實證，經過了一百多年的努力探索，這種努力到現在也沒有

停止過。但很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可以脫離液態水而保持活動

狀態的生命，既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也沒有找到間接的證據。

因此我們在尋找外星生命時，只能把液態水作為生命存在的必要條件。

還有一個用同樣邏輯推導出來的必要條件，就是任何生命都需要能量

來維持活動。要存在提供能量的物質也是必要條件之一。2017年我們

在新聞中看到，美國太空總署（NASA）在土衛二上的羽流中測量到了

二氧化碳、氫氣和甲烷的含量處於一種不平衡的狀態。這就證明了在

土衛二的冰層下面不但有液態的海洋，而且還存在能夠提供生命所需

要的能量物質。所以，NASA才宣佈土衛二上具備了孕育生命的一切

條件。所以土衛二冰層下的海洋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就很大。一定要聽

仔細，剛才那句話說得是很嚴謹的，NASA並沒有宣佈土衛二上存在

外星人，或者存在外星人的可能性。原始生命和高等智慧文明的差別

還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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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果來拆解一下 NASA的這個宣稱，實際上隱含着很多邏輯推導

的鏈條，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證據鏈。首先，我們有直接證據表明，水加

上能量物質會產生生命，哪怕是在大洋深處。這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

我們在大洋深處的熱泉附近發現了大量生物。有了這個直接證據後，

假如我們在其他星球也發現了類似的環境條件，那麼我們就可以宣稱，

它很有可能也會產生生命。也就值得我們進一步花費巨資，繼續發射

探測器，甚至把航天員給送過去，做徹底的調查研究。因為它存在可能

性的證據，值得研究。所以科學研究其實是很務實的，一步一步地往前

拱，每拱一步都會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現在如果我們不用這種科學思維來考慮問題，我們先假定任何液態環

境都可以產生生命，或者我們膽子再大一點，不需要液態環境也能產生

生命。比如說，第一次拍到土衛六的照片時，把科學家們都嚇了一大

跳，因為這顆土星的衛星，從它的外貌來看長的和地球實在是太像了。

後來我們發現土衛六上有液態的甲烷海洋，但這樣能不能就宣稱在土

衛六上可能含有生命呢？不能，因為缺失了證據鏈上最重要的一環，就

是液態甲烷能夠孕育生命。缺失了這個證據，最後的推論就是建立在

憑空的臆測，而不是理性的思考之上。當然科學家也不會宣稱土衛六

上肯定不存在生命，因為證明不存在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探索

外星生命的目的是為了證明存在，而不是為了證明不存在。

歷史上沒有哪個科學家說過，離開了水就一定不會有生命。其實科學

家不關心這個問題，他們只關心確定的因果關係。科學活動都是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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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金錢成本的，因此選擇研究方向是非常嚴謹，非常嚴肅的事情。如

果方向錯了，一個科學家就有可能一輩子碌碌無為。在我們人類現在

的知識體系下，要在尋找外星生物這件事上出成果，最有可能的路徑當

然是先找到與地球差不多的環境，然後在這個環境中繼續尋找生命存

在的證據。

如果有人說，我就是不依循這個規律，我非要在月球的岩石中尋找生

命。一來這個想法肯定得不到別人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擁有科研的經

費；二來這也是對自己的青春生命不負責任的思維方式。有時候，在

我與大家談論外星生物與地外文明的時候，我其實都隱含了一個假定

的前提：就是我談論的是我們人類已知的生命形式，或者說已知的高

等智慧文明形式。這個假定和前提是很重要的，但是每次都強調卻又

未免顯得很囉嗦，所以我就常常會省略。並不代表我認為肯定不存在

我們人類未知的生命形式。相反我也相信有未知的生命形式存在，但

問題是既然它是未知的，那麼我們怎麼談論它呢？又何談去尋找呢？

未知就意味着一切可能，而一切可能其實是對具體的科學活動沒有指

導的。「一切皆有可能」不過是「啥也不知道」一種好聽的、等價的說

法而已。一場理性的談話或者理性的探索活動，只能建立在已知的條

件下，慢慢往前探索，對於未知的生命形式，只能排除在科研活動之外。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上部將講述人類探索外星文明 160多年的精彩歷

史，在這過去的 160多年中，我們經歷過無數激動人心的時刻。從歷史

的角度來說，人類只是在尋找外星人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小步，未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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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能還有很長很長。但是已經跨出的這一小步卻是跌宕起伏，峰迴

路轉，充滿着意想不到的驚喜和失望。中部則用嚴謹的邏輯來分析外

星人存在的可能性，帶你深入了解著名的費米悖論—這個困擾了無

數科學家的世紀難題，直到今天，科學家們仍然爭論不休。在本書的下

部，我將與所有的讀者分享我制定的「外星人入侵防禦計劃」，拋磚引

玉，希望能激發讀者們的想像力。最後，你們還將讀到一篇精彩的中篇

科幻小說，我試圖把本書講到的各種知識點都融入到最後的這篇小說

當中。

閒話不多說，這就跟我回到人類探尋外星人的起點，讓我們扣緊安全

帶，一場科學與歷史的懸疑過山車已經緩緩啟動了。



上
部 

說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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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星上的細線

公元 1877年，這在任何一本歷史教科書中都不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其

時中國正值光緒三年，大清帝國處在風雨飄搖中，新疆的少數民族鬧起

了獨立，慈禧太后發兵先後收復了吐魯番、阿克蘇城等地。而這一年

的世界歷史也顯得非常平淡，找不出甚麼值得一提的大事件。

然而，這一年的 8月份，對於尋找外星人來說卻有着特殊的意義。

在意大利的布雷拉天文台，42歲的天文學家夏帕雷利正激動地準備着

晚上的天文觀測，他為了這一天已經準備了兩年多。在這個天氣異常

晴朗的夏夜，火星將和太陽、地球處於一條直線上，這就是所謂的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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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日，而這一天剛好又是火星與地球距離最近的日子，這兩個巧合就構

成了火星大衝。這是平均每兩年一次觀測火星的最佳日子。夏帕雷利

是一個火星迷，他執着地觀測火星已經 10多年了。這個被稱為「戰神」

的紅色星球讓他如此着迷，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他經常有一些令人激動

的發現。夏帕雷利有一種強烈的預感，覺得今晚將會成為他一生中最

值得紀念的日子之一。

望遠鏡技術在這幾年有了很大的發展。折射式望遠鏡的技術已經日臻

完美，口徑也越來越大。夏帕雷利使用的這台 80厘米口徑的折射式望

遠鏡製作精良，機械性能非常良好，可以靈活、穩當地轉動角度來補償

地球自轉，從而可以長時間地穩定對準火星進行觀測。這天晚上，火星

大衝如約而至，夏帕雷利熟練地將望遠鏡對準了這顆迷人的紅色星球。

觀測條件實在是空前的好，火星也十分的明亮，在望遠鏡中呈現出一個

清晰的暗紅色圓斑。在火星的北極是白色的極冠，非常顯眼。整個火

星表面有着明顯的明暗變化，對這些明暗區域他已經細致地研究了很

多年，並且繪製出較為詳盡的火星地圖。他堅信那些暗區是火星上的

湖泊和海洋，而亮區則是大陸。

夏帕雷利給這些湖泊和大陸都起了生動的名字。他的目光緩緩地掃過

太陽湖、塞壬海、亞馬遜平原……這些地方他已經相當熟悉了，他繼

續尋找着未曾發現過的火星特徵。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很久，夏帕雷

利覺得眼睛有點累了，他起身揉了揉微微發紅的眼睛，又閉目休息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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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兒，但沒過多久他又堅持爬上了天文台的觀測椅，像這樣的觀測條件

是很多年才能難得遇上一回的，他不想浪費任何一分鐘。

火星的暗紅色圓斑又出現在了夏帕雷利的眼中，還是那些熟悉的明暗

區域和極冠，不過……等等，夏帕雷利突然看到過去從未看到過的東

西！那是甚麼？若隱若現的。他盡可能睜大了眼睛，仔細辨認。哦，

沒錯，確實有一些細細的條紋連接着暗區和亮區，以前從未發現過。這

些條紋是如此之細，顏色也是如此之暗，但在今晚如此有利的觀測條件

中，終於讓夏帕雷利看到了。夏帕雷利的神經一下子就繃緊了，他抑制

住激動興奮的心情，馬上開始了繪製工作，他生怕這些條紋會因為天氣

的變化而消失掉。時間一點一點的過去，天空逐漸亮起，而火星則逐漸

暗淡下去。夏帕雷利走下觀測椅，激動地看着手裡這張畫滿了線條的

草圖。他在想：這些線條到底意味着甚麼呢？

夏帕雷利一直認為火星上的暗區是湖泊海洋，而亮區則是大陸，那麼連

接湖泊海洋和大陸的細細條紋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水道」（意大利

語：canali）。當夏帕雷利把這個發現公佈出來以後，震驚了整個天文

學界，因為夏帕雷利是當時天文學界的翹楚，他的任何發現都有着非常

高的可信度。一時間，這個消息傳遍了全世界，不過在傳的過程中，「水

道」被傳為了「運河」，一方面有語言翻譯的問題，另一方面，顯然「運

河」比「水道」更具備傳播衝擊力。

沒過多久，全世界的天文迷們都在說：火星上發現了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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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帕雷利繪製的火星圖

二　與乾旱鬥爭的「火星人」

夏帕雷利這個發現讓全世界的天文學家都對火星着了魔，地球上幾乎

所有的天文台都將望遠鏡對準了這顆可能存在火星人的紅色星球。

在與意大利相鄰的法國，同樣有一位對火星癡迷了 10多年的天文學

家，他的名字叫弗拉馬利翁（後面我簡稱為弗翁，雖然當時年僅 35

歲）。此時的弗翁已經是法國天文學會的首任會長了，他手裡正拿着自

己親手創辦的《法國天文學會公報》，看着上面有關夏帕雷利發現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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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的報道，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弗翁有點忿忿不平：夏

帕雷利雖然比我年長了那麼幾歲，但是在對火星的熱愛程度和研究深

度上都比我要差，沒想到這麼重大的發現居然讓他首先做出了，唉，既

生瑜何生亮啊……NO，我絕不能就此服輸，必須重新奪回火星研究界

的第一把交椅！

弗翁從此一頭扎進了對火星的研究中。作為一個天文學家的同時，弗

翁還是一個高產作家，他擅長創作科幻小說，在他的科幻小說中充滿着

各種各樣的奇思妙想，作品中最多的是描寫如何用科學的方法來與死

人的靈魂溝通，甚至是地球人與外星人的靈魂融合，在宇宙中不同的地

方轉世（參見他的小說 Lumen）。沒錯，這就是西方的通靈術，在當時

的西方，這是一門正經的學科，弗翁也是這個學科中的領軍人物之一。

在中國雖然也有這門學科，但基本上是屬於民間科學，研究者的公開身

份多以算命先生和道士為主。

雖然，弗翁受到夏帕雷利的刺激很大，發奮圖強的決心也很大，但他

畢竟不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他相當認真地投入到了對火星的觀測活動

中。整整 15年後，也就是到了 1892年，此時的弗翁已經 50歲了，他

已經成為享譽世界、著作等身的知名科學家，他的第一本關於火星的

專著—《火星》，終於正式出版。由他弟弟創辦的弗拉馬利翁出版社

（也就是今天法國著名的弗拉馬利翁出版集團）出版該書。在這本書中，

弗翁把他多年的觀測數據和自己獨有的科幻作家的思維相結合，繪聲

繪色地描述了火星世界的種種奇觀。弗翁飽含深情地寫道：「火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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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區是一望無際的沙漠，在沙漠的中間是一個一個的綠洲，這就是火星

上的暗區。英勇不屈的火星人為了和乾旱做鬥爭，修建了龐大的運河

系統，從火星的兩極引水灌溉他們的綠洲，這些運河就是在望遠鏡中若

隱若現的細線。火星文明是一個比地球還要古老的文明，他們勤勞、

善良，他們創造了輝煌的科技和文明，總有一天，我們會和火星人攜手

共建美好的明天。」

鑑於弗翁在天文學界的地位，《火星》這本書產生了廣泛影響，它是火

星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獻。這本書的寫作風格介於學術專著

和通俗讀物之間，因而銷量非常好，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遠銷海內外。

弗翁在晚年還有些驚人言論，他 61歲時在《紐約時報》撰文稱火星人

曾經嘗試與地球人通訊，但是我們都錯過了。同一年他又給《納爾遜郵

報》寫信，聲稱當年（1907年）會有一個拖着 7條彗尾的彗星襲擊地球。

到了 1910年哈雷彗星出現時，弗翁又在《紐約時報》發表更為驚人的

言論，稱哈雷彗星的彗尾會掃過地球，彗尾中的氣體含有劇毒，如果不

做好防範，人類和所有的生物都將滅絕。這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但大多數科學家都出來駁斥這個觀點，一直到哈雷彗星的彗尾真的掃

過地球時，所有人都安然無恙，弗翁的觀點才不攻自破。

對火星的研究就像一場全世界範圍內的接力賽，交接棒先是從意大

利的夏帕雷利開始，然後由法國的弗拉馬利翁接過，再下去，將會是

誰接手呢？歷史選擇了一個住在美國波士頓的富二代，他的名字叫 

洛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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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洛威爾的《火星》

《火星》這本書讓洛威爾着了迷，他對龐大的家族產業沒有絲毫興趣，

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對火星的觀測中。有錢人一出手就是不一樣，洛威

爾花巨資在亞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建造專用的天文台，購買全世界最先

進的天文望遠鏡，到他 40歲時，這個天文台終於建成了。洛威爾毅然

放棄城市的舒適生活，來到遠離城市燈光、乾燥荒涼的沙漠中，為了火

星，一住就是 15年。這種經歷絕對是電影小說的絕好素材，可以用來

給當今的富二代們平反。他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觀測火星，為火星

拍了數不清的照片，仔細研究火星的表面在一年四季中的變化。不久，

他出版了第一本專著，書名也叫《火星》，這本書用的是一種極為通俗

的筆法寫成，引人入勝。在書中，洛威爾展示了一系列他繪製的火星詳

洛威爾繪製的火星圖洛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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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在這些圖中，被他標示出來的火星「運河」有 500條之多，不但有

運河，在運河的交匯處還有巨大的綠洲，這些綠洲上「農作物」的顏色

會隨着季節的變化而變化。

美國人的這本《火星》一出，風頭立即蓋過法國人的那本，一時間洛

陽紙貴，引來粉絲無數，從民間到學界都把洛威爾奉為火星研究第 

一人。

但凡事沒有絕對，第一位炮轟洛威爾的人出現了。他是洛威爾的美國

同胞，著名的天文學家巴納德先生。要說這個巴納德是何許人，那也是

大有名氣。他因為發現了木星的第五顆衛星而被推崇為有史以來目光

最敏銳的天文學家。要知道木星的這第五顆衛星因為個頭小，離木星

又非常近，想要在望遠鏡中發現它確實需要超凡的毅力和視力。

巴納德在公開場合炮轟洛威爾，他說：「我也對火星進行了不知道多少

次仔細觀察，但我怎麼就看不到洛威爾說的那些運河呢？而且洛威爾

這傢伙畫的火星圖細致成那樣，簡直就是對我視力的一種侮辱，我敢斷

言，洛威爾所謂的那些細線不過是他的錯覺而已，哼哼，說錯覺還算好

聽了，其實不過是他個人的幻覺而已。」

巴納德的言論一出，立即激怒了洛威爾。洛威爾也在公開場合譏諷巴

納德，他說：「聽說有個叫巴納德的傢伙，因為自己看不到火星上的運

河就說是我幻想出來的。這簡直可笑至極，巴納德這個窮鬼自以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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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如同兒童玩具般的望遠鏡裡面看到的就是真相了？簡直是笑話。

我在亞利桑那州這個沙漠中的望遠鏡根本就不是巴納德買得起的，而

且這個養尊處優的傢伙也吃不起我能吃的苦，他在城市中觀察天空就

像在污濁的下水道裡面撿石子，光視力好有甚麼用啊，其實，我的視力

也絕對不會比他差。」

洛威爾的回應讓整個天文界熱鬧非凡，火星上的細線成為了人們熱議

的話題。巴納德的威望和成就比起洛威爾來說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他

還畫了一張圖，用來說明所謂的那些火星運河的細線是怎麼產生的，結

論就是根本沒有甚麼細線，全都是人的錯覺罷了。巴納德嘲笑洛威爾

和以前所有聲稱看到火星運河的人，都是被自己的錯覺所欺騙了。

有一個好事的英國天文學家叫做蒙德，他根據巴納德所說的視錯覺產

生的原理做了一個實驗，他在牆上畫了一些圓圈，然後在圓圈裡面點了

一些不規則的小黑點，然後找來一些小學生，讓他們站在較遠的地方，

在昏暗的燈光下觀察這些小圓圈，邊觀察邊讓他們把看到的東西畫下

來，結果，這些小學生都在紙上畫下了圓圈中間有一條條的直線，和洛

威爾畫的火星「運河」十分相似。

但是執着英勇的洛威爾沒有理會這些質疑聲，他在 1906年和 1908年

分別又出版了《火星及其運河》和《作為生命棲居地的火星》兩本專

著，與其說這是天文學專著不如說這兩本書更像是兩本科幻散文，在公

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畢竟，在我們鄰近的星球上住着與我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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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完全不同的火星人的這個想法實在是太富有戲劇性了，洛威爾的聲 

望達到了頂峰。

四　世界大戰

洛威爾的書深深地吸引了一個叫威爾斯的英國科幻作家。但他是個科

幻作家，他對實際觀測火星沒有興趣，更不想去沙漠中吃苦，他只喜歡

舒舒服服地呆在自己的家裡烤着壁爐看別人的專著。洛威爾的書給了

威爾斯很大的靈感，他決心創作一部關於火星人的科幻小說。幾個月

以後，一部名為《世界大戰》（The War of the Worlds）的科幻小說問世了，

當然，中文譯名「世界大戰」沒有翻譯出威爾斯的原意。因為他用的是

Worlds（複數），準確地理解應當是「兩個世界的戰爭」，表示地球世界

和火星世界的戰爭。

在這部小說中，威爾斯繪聲繪色地描述了火星人如何入侵地球，地球

的軍隊如何不堪一擊，最後火星人又是如何被地球上的微生物擊敗的

故事。這部小說一經問世，便風靡全世界，並且被一再地改編為廣播

劇、電視、電影等其他文藝形式。最近一次我們都知道的改編是史提

芬史匹堡導演的作品《強戰世界》，由湯告魯斯主演。我很喜歡這部影

片，在我看來它和另外一部更早一點的描寫人類痛打外星人的電影《天

煞—地球反擊戰》構成了姊妹篇，分別從民間和官方的角度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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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面對外星人入侵的故事。

威爾斯也因為這部作品成了家喻戶曉的火星「專家」，風頭遠遠蓋過那個

在沙漠中吃了十多年苦頭的洛威爾，這件事情把洛威爾搞的胸悶不已。

在整個 20世紀的上半葉，世人普遍相信火星人是存在的，但在當時的

條件下既不能證偽，也不能證實。當時天文學家最強大的天文工具就

是光學望遠鏡，哪怕是在世界上最大口徑的望遠鏡中，火星也僅僅是個

暗紅色的光斑而已，甚至連到底有沒有那些神秘的細線都無法確證。

人類在尋找外星人道路上的下一個突破來自望遠鏡技術的革命，當時間

走到了 20世紀 30年代的時候，一種新型的望遠鏡被發明出來，它給整

個天文學帶來了一場革命，也讓尋找外星人的事業站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五　望遠鏡的革命

光學望遠鏡的原理就是盡可能地把可見光通過各種透鏡匯聚在一起成

像，這樣就可以讓人類看到肉眼無法直接覺察的可見光。因此決定光

學望遠鏡能看得多遠，基本上取決於口徑，口徑越大則能收集到更多的

光線，更多的光線匯聚起來，就能把更遠的物體成像。隨着人類對光的

本質認識的飛躍，人們終於發現了光其實是一種電磁波，而可見光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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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一個特殊頻段的電磁波而已，這個頻段的電磁波可以被人類的肉

眼所察覺。那麼可見光頻段之外的電磁波其實也是一種光，只不過是

一種不可見光，也同樣能夠成像，只需要通過特殊的技術手段做些處理

就行了。我們在醫院裡面看到的各種 X光片，就可以清晰地把皮膚下

面的骨骼顯示出來，X光就是一種不可見光，是一種電磁波。

宇宙中的天體除了發出可見光以外，也發出大量的不可見光，即各種頻

率的電磁波。通過探測電磁波，我們不但能夠成像，還能發現很多意想

不到的東西。一種叫電波望遠鏡的新型望遠鏡終於在 20世紀 30年代

被發明出來，它將給整個天文學研究帶來革命的狂風暴雨。

與其說電波望遠鏡是一個望遠鏡，倒不如說它是一個超級收音機更為

恰當。因為它並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通過一個巨大的天線來收集各

種頻率的電磁波，再轉換成圖像和聲音這兩種可供直觀感受的形式。

電磁波還有個更通俗的叫法，那就是無線電。上個世紀 30年代，無線

電早已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電報到電台，無不是無線電技術的

實際應用。於是人們就很自然地想到，既然人類能發明廣播，火星人也

有可能發明，說不定我們能收聽到火星人的廣播。

想像一下，你拿着收音機，在璀璨的星空下，細細地轉動着頻率轉換旋

鈕，突然，一陣怪異的聲音傳入你的耳朵，你從來沒在地球上聽到過這

種聲音，你一定會興奮地大叫起來：「噢我的天，我收到了來自火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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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這幅景象雖然很誘人，可惜，這事永遠不會發生。火星離地球

的平均距離大約是 2.2億公里，這是多遠的一個距離呢，如果坐上當時

跑得最快的火車（80公里 /小時）晝夜不停地奔向火星，這趟旅程需要

約 314年。如果火星人的無線電波能到達地球的話，那也一定衰減的

非常非常微弱，哪怕是世界上最靈敏的收音機，想要收到火星人的廣

播，也好比是拿着放大鏡去找水分子一樣，絕無可能。但如果用一個有

着巨大無比天線的電波望遠鏡，那就有可能捕捉到極其微弱的火星電

波，讓我們來看看電波望遠鏡的天線有多大：

電波望遠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