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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快来
推荐

你心中的新青年

欢迎您通过封面新闻
App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
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
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的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 荐 方 式

评 选 标 准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
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已
正式启动。我们将在通过
网友推荐、专家评审，在文
化、公益、科学、艺术、体
育、商业等多个领域中，选
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新青年授予“封
面人物”的称号。

说出那些曾给过你感
动或激励的青年，让他们
上封面吧。

从“骨灰级”科幻迷到科幻创业者

小姬：把兴趣做成事业是幸运

责
编

龚
爱
秋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签约刘慈欣
打造国内科幻产业链条

2017年，“未来事务管理局”和科
幻“大神”刘慈欣共同发布了一个名为

“三体宇宙”的项目：基于《三体》原著
中的故事、世界观和设定，邀请三体迷
以作家、艺术家甚至科学家的身份参
与进来，创造出一个属于《三体》的“内
容系统”。2019年即将面世的《三体
画集》，是“三体宇宙”联合某漫画机构
组织百位知名画师，以《三体》世界观
为主题创作的作品集。这是首次向
《三体》致敬的插画作品集。

然而，在中国，像《三体》这样的
经典作品还太少。仅仅有一个刘慈
欣还不够。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全职
科幻作家不超过5人。在小姬看来，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链缺失，
导致科幻作品“变现”困难。“我们做
的事情，就是要生成国内科幻产业链
条，从创作到发布，再到后期的IP运
营，包括电影、图书、剧集、喜剧、游
戏以及周边产品等。”小姬说，中国科
幻作家队伍显得非常单薄，自己的平
台就是去全方位培育和帮助科幻作
者，提供从最基础的科幻写作指导到
后来的作品发表的全线运作。“未来
事务管理局”与刘慈欣、韩松、郝景芳
等科幻名家签约，开设了科幻线上线

下写作课，发掘和培养科幻新人。
目前，“未来事务管理局”已培育

科幻作者超百人，代理科幻作品超千
篇。

科幻的魅力
能带你去不可思议的世界

科幻的灵感离不开科技。小姬和
同伴们与中科院、国内外人工智能研
究机构、中国探月工程等单位建立合
作，定期邀请专家为科幻作者提供培
训和实地考察。小姬还曾带学员到美
国拜访94岁的科幻作家詹姆斯·冈
恩。

“人的生命非常有限，而且人很难
离开地球。但科幻可以把你的视野延
展到前后几百万光年，去很遥远的过
去和未来，去经历各种各样的可能
性。”小姬用一个比喻形容科幻：“就像
随身携带的任意门，通过它你就可以
去往任何不可思议的地方和世界。”小
姬坦言，科幻就是她看待世界的方式
和思维方式，“我思考问题都是从科幻
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来说，我的
很多朋友、我的事业都跟科幻有关，所
以它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了。”

小姬曾在新华社当记者多年，她
还是年轻人深受欢迎的科普平台“科
学松鼠会”和果壳网的联合创始人。

然而，为了更深入践行自己的科幻梦
想，小姬辞职以科幻之名创业，胆魄令
人敬佩。如今小姬的生活完全被工作
充满。“我只要醒着就在工作，甚至有
时候也会梦见工作。”但她并不抱怨，

“我做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能把
兴趣做成事业，是何等幸运啊。”

2019年计划
让大熊猫和科幻结合起来

对任何人来说，创业都不是容易
的事情。小姬也不例外。但小姬对自
己的科幻事业充满信心，“我比较幸运
的地方是在今天科幻是一个冉冉上升
的阶段。有很多愿意从事科幻行业的
年轻人和科幻创作的人，能够集中在
一起来做事。科幻文学往往是一个国
家国力发展的晴雨表。这几年，我们
的生活被科技快速改变的例子很多。
中国人还计划去探索火星、登陆月球
表面。我觉得当下是中国科幻最好的
环境、最好的时代了，我们感谢这个时
代。”小姬说。

2018年8月，在“熊猫中国·四川
之夜”主题活动上，小姬成为首批“大
熊猫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之一。她说，
2019年，她希望能做些好玩的有意义
上的事情，“让我非常喜欢的大熊猫和
科幻结合起来。”

近几年，科幻作品在中国迎来黄金发展时期，一大批资深科幻迷成长
起来。西安80后女孩姬少亭就是一位科幻迷：从9岁开始接触并痴

迷上科幻，至今热度不减。身为“骨灰级”科幻迷的她，还将科幻从兴趣变成自己
的事业。2016年，姬少亭从工作了十年的新华社辞职，创办公司，专门打造一个
致力于科幻内容培育以及经典科幻作品多元化开发的平台——“未来事务管理
局”。长得纯真可爱，被熟悉的人称为“小姬”的姬少亭，当起了CEO。

记者：科幻的世界，一般都是跟宏
大的主题、超脱的视野有关，跟高精尖
的科学知识相关，而跟现实生活有距
离。您是否感到过这两者的冲突？

小姬：这两者既有冲突，也可以完
美结合。从某些方面来说，与科幻相
连的天真、理想主义和挑战，是和现实
生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但同时
科幻也跟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在科幻
中，你往往能够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真
实的现实世界，因为它设置的极端环
境下，你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人性。它
让你不容易拘泥于生活小事，不容易
纠结。科幻的冒险精神也给了我很多

的勇气，它让我能够去探索未知，去挑
战不知道的东西。

记者：您现在带领的团队很年轻，
你觉得新青年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特点？

小姬：我自己是80后，团队里有
些人也是80后，就算90后也不算年纪
小了。但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喜欢科
幻的人显得年轻？这跟喜欢科幻的人
一直有好奇心有关。我觉得，作为新
青年首要素质应该是保有一颗好奇
心。其次，要有勇气，不害怕困难，不
害怕寒冬，不害怕未知。第三，要有智
慧，要有思考未来可能性的能力。青

年人应该看得见未来，能够思考自己
的未来和目标，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
并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前进。

记者：当下很多年轻人会感到焦
虑、压力，对于这种状况，您有怎样的
建议给他们分享？

小姬：我觉得不需要特别的焦
虑。因为这是时代的特性。你就是生
活在这样一个一定会越来越快速的时
代，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努力的话，明
天那个速度一定会更快。人需要多去
学习，快速成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新青年要有思考未来可能性的能力
人｜物｜对｜话

在深圳务工 24 载，每年过春
节，李秀英和龙元彬两口子都
要乘坐长途客车回家，因为家

中还有4位80多岁的老人日夜期盼着他
们归来。

李秀英和龙元彬的家在四川内江市
威远县黄荆沟镇坭河村6组，回一次家非
常不易，但再怎么辛苦，也阻挡不住他们
回家的脚步。

1月27日早上7点半，刚刚放假的李秀
英和龙元彬早早来到深圳市坂田客运站，等
候那辆挂有“深圳—威远”牌子的大巴车。

“你们两个老人回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哈。”儿媳妇董丹在将他们送上车后，不断嘱
咐。

上午10点，客车渐渐驶离客运站，两
人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家乡。

归家心切
放假第二天就登上大巴

“明天就放假了哈，大家都可以回去
过年了。”26日，李秀英和龙元彬务工的
工厂宣布放假。一回到租住屋，二人急忙
收拾自己的衣物和给家里老人买的新春
礼物，急急忙忙的乘车赶往坂田。

“我们工作那里没有回威远的车，只
能到这边来坐车。”27日早上7点半，李秀
英便和老公、女儿、儿媳一起来到客运站，
就怕赶不上车。“以前每年排队都要排很
久，有时候又没票了，很恼火。”原来，他们
工作的工厂放假都是临时通知，他们也就
没有办法提前买火车票，只能乘坐大巴
车。

“今年一来就坐到车了，真是太好
了。”说起这么多年坐车的经历，李秀英颇
为感慨，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不回去，“必
须回去，只能待几天也要回去，家里面还
有4位80多岁的老人日夜盼望着我们回
去。”

因为生活，李秀英两口子不得不外出

务工。每年春节前，他们不敢给家里打电
话，因为每次打电话总避不开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自己何时
放假的二人只能回答“快了快了。”每每听
到这样的回答，老人总会掉下眼泪。而这
一切，也让身在千里外的两人很是心疼。

如果可以，李秀英希望自己今后能够
在家乡发展，陪伴家中的老人，再开一家
养老院，让在外的年轻人能够放心挣钱，
不用担心在家的老人。

千里赶来
“我们来接你们回家”

“今年我们年轻人工作忙没办法回
家，只有两个老人回去。”董丹在送老人时
了解到，今年她父母乘坐的这辆大巴车是
在两天前，从千里之外的威远县开来专门
接在深务工的威远籍人回家的。

此后，一路上不仅有工作人员照料，
可以吃到热饭，到达后，还准备了坝坝宴，
吃完饭还将派车把所有人直接送到家门
口。

当威远县经科局盐政股股长吕尚蔚
告诉董丹这些消息时，她很激动：“那真的
太好了，那么多行李，我们还担心他们两
个老人不好拿。”说罢，董丹迫不及待地将
消息告诉了即将返回家乡的父母。

“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龙元彬激动
地说，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到达威远县后，
他们还能前往向义镇看看家乡的变化，兴
奋之情溢于言表：“每次我们回来，最想到
外面去逛逛。”

“20多年了，每年回去家乡都有很大
的变化，前几年水泥路已经通到了我们每
一户家门口，期待今年的新变化！”龙元彬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昔兴琪

深圳报道

1月27日，成都北门客运车站，
安检人员陈健在岗位上忙碌着。客
运站内，每到达一辆客车，等待旅客
下车完毕后，陈健便拿着记录本上
车，检查车内消防设施是否到位、安
全。今年春运期间，北门汽车站约有
500余辆汽车需要进行安保检查，春
运开始后到目前为止，陈健已检查完
毕200余辆汽车。

陈健今年40岁，自2003年到北
门车站工作，至今已有16个年头。作
为客运站内专门负责消防设施设备
器材例行检查的人员，他的主要工作
是严格执行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对车
站全部消防器材进行日常巡检，及时
发现隐患并进行处理。

2018年9月的一天，陈健例行对
站内客车进行灭火器检查，他发现有
客车的灭火器被铁丝拴住，于是告诉
驾驶员灭火器不能这样固定，万一发
生火灾在慌乱中无法取下，存在安全
隐患。驾驶员辩解说此举是为了防
止随车灭火器被盗，平时哪有那么多
火灾。

陈健当即告诉对方，不能存在侥
幸心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一旦火
灾发生，造成无可估量的后果一切就
晚了。驾驶员听后情绪激动，认为陈

健是在诅咒自己，进而态度恶劣地大
声嚷嚷。面对驾驶员略显粗鲁的对
待，陈健仍然耐心讲解，说任何一个
小小的疏忽和麻痹大意，都可能造成
不可挽回的损失，让人追悔莫及。驾
驶员的情绪逐渐变得平稳，最后接受
了陈健的观点，立即对问题进行了整
改。

当被问及多年来重复这项工作
是否枯燥时，陈健说：“这么多年习惯
了，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嘛。”

今年春节，陈健又不能回老家过
年。从明天开始，他不仅要继续检查
客车内消防设施，还要在春运期间承
担起疏散旅客的职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检查客车消防设施
他一干就是16年

老人一句“什么时候回来”
呼唤他们24年年年回家

威远县专门派车接在深务工的老乡回家，今年回家的路更暖心

开车前，儿子和儿媳嘱咐李秀英和龙元彬路上注意安全。

陈健在做安全检查记录。

陈健检查车内消防设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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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事务管理局”CEO姬少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