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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科幻小说中的人类基因
编辑及伦理选择

胡晓岩　李保杰

摘要:当代美国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生物工程对人类未来生存的影响,其中人类基因编辑及其伦

理选择是最为直接的着力点.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科幻小说捕捉到人类基因编辑技

术的发展态势并对其进行文学想象,聚焦于基因技术对人体生成路径的改写、生物学风险可能导致的复杂

后果及其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伦理的多维度冲击.围绕人的本质及人类尊严等哲学命题,科幻小说作

者思索基因编辑行为中的权力关系,构想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以及潜在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

择.文学的审美观照和价值表达为合理对待基因技术、规划生命科学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警示和极大

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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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西方科幻文学的滥觞«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１８１８)以来,科技对人类身体的改造成为科

幻小说的重要主题.«莫洛博士的岛»(TheIslandofDr．Moreau,１８９６)、«美丽新世界»(BraveNew
World,１９３２)等经典作品均涉及利用科技改造人类身体、颠覆自然遗传与进化的主题,探讨了科学技

术干预所导致的复杂后果及其背后隐藏的心理动机,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拓展身体能力边界的丰富构

想.这一主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随后的科幻作品中得到传承.

２０世纪初,随着科幻文学创作重镇从欧洲转移到美国,“身体改造”主题开始收获更加丰硕的成

果.第三次科技革命以降,伴随着生物工程的迅猛发展,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这给人类的自我身份认知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人类“自我改造”的能力快速增长,逐渐成为能够影响

甚至控制自我进化进程的主体,使得人类面临全新的身体境况和生命伦理困境.在这样的社会语境

与科技语境之下,涌现出一批富有影响力的代表性科幻作品,如 «超越地平线»(BeyondThis
Horizon,１９４２)、«海森堡之眼»(TheEyesofHeisenberg,１９６６)、«自由落体»(FallingFree,１９８８)、
«突变体»(Mutation,１９８９)、«西班牙乞丐»(BeggarsinSpain,１９９１)、«下一个»(Next,２００６)① 等.
此类作品以多样视角勾画了人类“自我改造”的主题,大多聚焦于基因编辑技术失败导致的灾难性后

果或基因技术的滥用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反映出现代人类对于生物科技既报以希望又满怀忧虑的复

杂心理,书写了科技社会中人类扑朔迷离的未来命运.
在目前的美国科幻文学研究中,基因编辑主题的小说已引起广泛关注,技术干预的影响成为研究

焦点.拉斯史米克(LarsSchmeink)聚焦于“生物朋克”(biopunk)的反乌托邦性,指出科幻小说中

呈现的基因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兼具积极与消极两种特征,从不同维度反映出生物技术所引发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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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①.尼娜安吉哈特(NinaEngelhardt)与茱莉亚霍亚迪斯(JuliaHoydis)通过分析科幻作品中技

术对人类未来产生的影响,解读文学如何呈现“科学事实”与“价值取向”,从而平衡现实与虚构之间的

伦理责任②.整体上看,学界目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部分名作,较少从宏观角度对此主题的美国科幻

小说进行综合考量.本文拟选取有代表性的当代美国科幻小说,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文本中人类基

因编辑技术的应用及其后果呈现,解读科幻小说中的多维度基因技术伦理问题,同时梳理小说作者对

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力求为合理规划基因技术发展方向提供警示和启发.

一、颠覆身体本体的新时代“造人神话”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以后,美国科幻小说迎来“黄金时代”.它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得到广泛关注,其
中以身体改造为主题的作品开始大量出现.这类小说的灵感来源于１９世纪中期以来现代进化论对

“神创论”(creationism)的颠覆性冲击,而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萌发的现代遗传学思想更是对替代性“造人

神话”提供了认知支持.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人们已经较为清晰地意识到,生物技术会给人类进化带

来革命性的影响,而当时的科幻作家开始思考生物技术运用可能导致的后果以及其中投射的权力关

系.如范沃格特(A．E．vanVogt,１９１２ ２０００)的回顾雨果奖(RetroＧHugoAward)提名作品«斯朗

人»(Slan,１９４０)③和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Sturgeon,１９１８ １９８５)的国际奇幻奖获奖作品«超人

类»(MorethanHuman,１９５３)④,都讲述了被边缘化的基因突变群体的故事.由于当时生物技术发

展方向尚不明确,这些作品更多反映了技术对“进化”的干预,并暗示“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转化和

协商.这些早期作品对传统的人类本体论提出了质疑,并预见到了生物科技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冲击.
二战后,在引领性科技大国的国家背景之下,伴随着遗传密码的成功破译,技术的飞速进展对生物科

学时代“造人神话”的催生趋于明朗,美国科幻小说家们敏锐地聚焦于生命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多维度作用,将“基因编辑”的概念呈现在科幻作品中.相比于早期作品中“突变”的不可知性,“编辑”
蕴含的能动性前景化了知识的在场,然而知识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得以凸显.

基因编辑的技术风险所带来的难以预知的后果是这类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其中罗宾库克

(RobinCook,１９４０ )的«突变体»最具代表性.小说中,醉心于通过基因编辑创造“天才”的科学家

弗兰克提取了自己与妻子的受精卵并对它们进行基因编辑,其中一个借助人工代孕技术成为了他们

的孩子 VJ.在技术的作用下,VJ的身体机能、智力水平明显超过同龄儿童.然而,人工干预的代价

是 VJ“人类品质的丧失”⑤:他冷漠、自私、毫无良知,先后毒杀了哥哥和保姆,将弗兰克夫妇储存的剩

余受精卵进行基因改造,使它们成为怪胎,并残忍杀害了知情者.弗兰克意识到他“创造出了一个怪

物”⑥,不得不炸毁实验室与 VJ同归于尽.然而小说结尾暗示,仍有遗漏的受精卵被培育成为类似

VJ的基因编辑儿童,弗兰克和 VJ之死仅仅使这场悲剧和闹剧暂时落下帷幕.小说可谓现代弗兰肯

斯坦式的寓言:人类在技术的协助下获得了“制造”人类个体的权力,然而这种“造人”权力却伴随着难

以估量的危险性.弗兰克和 VJ对人类基因进行深入干预,目的在于改写生命过程,但这同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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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eink,Lars．,BiopunkDistopias:GeneticEngineering,Society,andScienceFiction,Liverpool:Liverpool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６,p．９．
Engelhardt,Nina．,Hoydis,Julia,PresentationsofScienceinTwentyＧFirstＧCenturyFiction:Humanand Temporal
Connectivities,Cham．: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９,p．１０．
这部小说在２０１６年荣获１９４１年度回顾雨果奖.
又译«人情味更浓».这部小说在１９５４年荣获国际奇幻奖,２００４年被提名１９５４年度回顾雨果奖.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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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根本的不同,因此基因编辑技术“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进步”①,开启了身体的“非自然化”进
程———这正是人类焦虑的根源.自«弗兰肯斯坦»以来,科幻小说中的“人造人”往往是狰狞可怖的怪

物形象.«突变体»通过塑造“半天才、半怪物”②的悲剧人物 VJ来质疑遗传物质操纵的合法性,因为

基因编辑“触动遗传工程自我调节过程最隐秘的结构,归根到底触动生命本身”③,使生命结构发生无

法逆转的改变.可见,对遗传物质的篡改是无法预知后果的轻率冒险,甚至会造成人类的毁灭.
«突变体»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在生物学上的风险,更蕴含着对基因编辑中权力关系的思索,提出

了前人是否有资格为后人做出“优生”决定的代际伦理问题.在小说中,基因编辑技术的操作者对未

出生者的身体具有绝对支配权,构成了压倒性的权力关系,并解构了传统社会中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

的基础.在这场科技冒险活动中,VJ从未有过对自我生命的选择权,注定只能沦为技术冒险的牺牲

品和受害者;弗兰克幻想通过基因“改良”创造“天才”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理性精神所孕育出的畸形

儿”④,即工具理性过度发展的结果.弗兰克的生物技术公司名为“奇米拉(Chimera)”,这个名字来源

于希腊神话中多种生物嵌合为一体的怪兽,它有着羊头、狮背、蛇尾,性情凶残冷酷,可喷火杀人.在

小说中,“奇米拉”既意为“基因嵌合体”,也是对基因编辑技术的隐喻:基因技术既可以服务于人类,也
可以让人们引火自焚.将优生的希望寄托于基因编辑,正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基因决定论,将“人”的本

质理解为被遗传物质控制的提线木偶,而否定了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基础.
科幻小说同样关注“新造人神话”中的意识形态要素,特别是基因技术相关的社会经济基础,比如

基因技术与商品文化的共谋以及技术权力对基因隐私的操控.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Crichton,

１９４２ ２００８)的«下一个»刻画了被基因技术包围和宰制的世界,勾勒出基因商品文化网罗下的众生相.
主人公之一的伯奈特罹患白血病并被生物技术手段治愈,痊愈后他的基因内携带一种特殊的抗癌因

子,这种因子可以用于白血病的治疗.为牟取暴利,主治医生利用职业便利多次私自提取并出售伯奈

特的血液、体细胞甚至身体组织.伯奈特为捍卫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诉诸法律,却因为这种因子已被

该公司申请专利而败诉.除伯奈特体内的“弗兰克因子”外,“支配基因”“成熟基因”“交际性基因”等
相继被申请专利并投入市场,基因原本的拥有者失去了自己身体的支配权,身体的自然生物属性被科

学和法律所消解.这些情节展示了人类生命图谱向消费市场曝光的可能后果:基因是人体最根本的

隐私,一旦被利欲熏心之徒操纵,被泄露者的人权和尊严势必会遭受严重损害.在«下一个»中,商业

资本利益驱动下的基因交易对传统道德伦理提出挑战,甚至危及人类生存.遗传物质持有者将身体

组织视为商品,侵犯人体之完整性,显然也是对生命伦理的否认和蔑视.这些问题正是基因伦理的核

心:人的个性和尊严是依附身体存在的,对身体的技术支配必然造成对这些特质的威胁⑤,直接影响

“人的本质中最核心的部分”⑥.遗传物质交易将“人”等同于生物层面的商品价值,并割裂了身体在

微观和宏观层面的统一性.弗朗西斯福山同样强调“人”的概念的整体性.他认为,人的身体被赋

予了超乎寻常的、非经济的价值,是不可侵犯的⑦.小说中基因的垄断和交易显然是对人类尊严的亵

渎,在这一层面上,肆意发展的基因技术成为罗素所说的“没有智慧的技能”⑧;如果没有规则与秩序

来规范技术发展,技术就可能突破其客体局限,反过来对人类主体进行压制.科技人员滥用基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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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利益而置人类命运于不顾,即是这种恶果的体现.克莱顿认为小说描绘的许多事件已经真实发

生,呼吁对遗传学干预给予高度警觉与关注:“(基因编辑的)危害已远超利益如今问题对所有人

来说都已迫在眉睫”①.«下一个»与«突变体»想象性地建构了因基因技术滥用而失控的世界,基因编

辑技术沦为资本的工具和贪欲的帮凶,其“在根本意义上去决议社会生活之必需”②的原本使命更无

从谈起.在小说结尾,法庭最终判处个体的细胞仅由其本人拥有,生物公司败诉并倒闭,这一结局展

现出对基因技术滥用的矫正和对传统人伦思想的回归.

二、挑战传统社会伦理的“反乌托邦”

如果说以上科幻小说反映了作者对人之生物本体的思考,那么另外一些科幻小说则着眼于表现

基因编辑技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在这类作品的构想中,基因编辑技术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

成熟,其应用依然会挑战社会伦理,甚至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危机,威胁人类的整体安全.在«超越地平

线»③«西班牙乞丐»«海森堡之眼»«自由落体»等小说中,基因编辑在技术层面已经成熟可行,小说人

物根据“是否得到完善的基因改造”被划分为不同群体,形成了类似于种族、性别等文化身份的“基因

阶级”.在这些小说中,遗传物质的差异引发了不同种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了基因技术从多方

面包围、管控甚至完全支配人的“反乌托邦社会”.
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Heinlein,１９０７ １９８８)是“英语科幻作家三巨头”之一.在他的笔下,

基于基因编辑和筛查技术而产生的乌托邦消解了人类个性,同时也剥夺了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他
创作的«超越地平线»就描绘了那样一个生命科技高度发达的乌托邦社会.在那个追求基因优化的社

会中,生育后代须经过严格的基因背景检查,未能达到预期的个体会被称为“反常体”,少数未经基因

编辑、仅作为潜在基因供体的自然人类则饱受歧视.这种严重异化的繁衍模式导致了各个群体间的

明争暗斗,使得社会危机四伏.主人公汉密尔顿是基因培育的明星成果,其基因代码中强大的“生存

因子”犹如“更健全、更有适应性、更有抵抗力的种族的蓝图”④,使得遗传学家试图利用他的基因创造

未来种族,进一步消除人类染色体的“弱点”.然而,汉密尔顿却看不到这种繁衍方式的价值,不断追

问生命的意义并怀念人类原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种基因筛选制度已经背离了追求人类福祉的

出发点,颠覆了人类正常的生活方式,同时扼杀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海因莱因不仅探讨了优生学的

道德困境,也讨论了基因编辑的社会伦理问题.那种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的“去人类化”优生概

念偏离了人道主义方向,催生出特殊的群体,破坏了人类社会正常的结构.«超越地平线»中人物的社

会身份被剥夺,而是否具有社会属性正是人猿区别的决定性因素.可见,通过优化基因建立的“超人”
社会,并不是解救人类于苦难的乌托邦,而是剥夺人之本性的“反乌托邦”.

«西班牙乞丐»⑤书写了经过基因编辑改造的超能力群体“不眠者”的故事.在未来的人类社会,
一些接受基因编辑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加优秀的智力与外表,且不再需要睡眠,因此被称为“不眠者”.
如主人公莱莎,她经过基因改造后拥有充沛的能量和过人的智力并成为学术新星,却被未接受基因编

辑的“睡眠者”、异卵同胞妹妹艾丽丝视为眼中钉:“是你的都是你的,不是你的也是你的这些烙在

我们的基因里”⑥.这反映了基因编辑导致的“生而不平等”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裂.一次偶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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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揭示不眠者身体不会衰老,更加激化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导致不眠者们被迫流散并建立避难

地.在以上两部作品中,接受基因编辑的群体境遇迥异,反映的问题却本质相同:基因编辑人为导致

“基因优越”与“基因低劣”者的差异,在社会群体中形成分化,最终导致群体间潜在的恐惧和仇恨公开

化;基因改造之初所构想的乌托邦,实际变成了“反乌托邦”.
而在弗兰克赫伯特(FrankHerbert,１９２０ １９８６)的«海森堡之眼»中,基因编辑技术更是被反乌

托邦社会利用,成为阶级压制的工具.基因优越、寿命极长的“奥普提门”是未来人类世界的统治者,
他们对被统治阶层“斯特里”进行强制基因封锁,只有通过筛选的少数人才能获许繁育后代.这种打

破自然平衡的做法尽显弊端,“知识掌握在错误的人手中是最可怕的威胁”①.基因技术支持的强权

社会呈现出僵化与衰败的态势,极其脆弱,最终在与“赛博格”群体的权力斗争中消耗了社会能量而走

向毁灭.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从基因的根基上脱离了自然性”②,可见,人类社会的动力在于生命

本原的生命力以及社会进步的个性与多样,技术也并非在真空中发展,基因技术极有可能作为政治统

治的工具而被滥用,所谓的技术乌托邦只能是一种理想.
在«自由落体»中,基因编辑技术则沦为更加赤裸裸的剥削手段.作者洛伊斯比约德(Lois

MacMasterBujold,１９４９ )构想了人类改造太空进程中创造出来的名为戈迪的转基因劳工,其遗传物

质由数百个来源拼贴而成,不是单一属性的“人”,而是后人类的役用存在:双腿被转变为两条手臂,以
提升工作效率;没有人类身份,仅作为“资本设备”提供免费劳动力.然而,戈迪们的身体机能虽出于

有用性而被改造,却保留了人类的情感,在与主人公的交流中流露出人性特点,使主人公心生同情并

决定帮助他们逃出牢笼.这部小说在文学审美层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基因编辑技术会在何种程

度上模糊“人”的定义,将“人”改造成“非人”,从而使他们“合法化”地沦为阶级剥削的受害者.在小说

构建的未来太空世界中,基因编辑技术有助于提高生产力,但也通过挑战“人”的概念从根本上对这种

乌托邦想象提出了质疑.书名中的“自由”一语三关,既指物理层面的重力状态,又代表被奴役的戈迪

对束缚的抗争,同时还隐喻基因技术的反人性滥用.
这几部作品从不同层面构想了基因技术统治下的“试管社会”,在科学幻想的语境下讨论“人”这

一概念的哲学本源.科幻小说通过书写基因编辑改写人的生殖乃至生命过程,在生命伦理层面考量

生命根基与生命谱系,向传统的社会伦理发起冲击.这一类小说对基因编辑技术的探讨倾向于表现

基因阶级对立、跨基因种群冲突等主题,观照视域也从个体的维度走向群体、社会的层面,以宏大的场

景构想人类未来,揭示出错位的基因技术使用不仅不能造福人类,反而会制造出畸形扭曲甚至走向自

我毁灭的“反乌托邦社会”.

三、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困境

科幻小说所书写的基因编辑等生命改造技术,终归要指向更加宏大的形而上命题,即价值取向与

伦理选择,这是人类改造自然、协调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探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

时,科幻小说家们大多聚焦于其负面效应,呈现出十分审慎、保守的态度,并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

红利看到深蕴于其中的伦理危机.整体来看,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严重

后果,指出基因伦理的多向度性.如果罔顾这种伦理危机,势必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在这些作品中,导致恶果的罪魁祸首往往是“基因决定论”.«超越地平线»«海森堡之眼»«自由落

体»都描写了因接受基因编辑而遭到区别对待的人群,他们或成为压迫者,或遭受驱逐、敌视、剥削,无
一逃脱悲剧性的命运,因为这样的存在背离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基础.小说中的基因决定论者夸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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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作用,将人类完全等同于进化产物,进而剥离其社会属性与生物属性.在这样的生命政治装置

下,基因的差别决定了人们天生的优劣之分,成为完全由基因操纵的“棋子”,甚至被“非人化”.这是

对人性尊严的亵渎,因为人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由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人等诸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些小说启示我们:人类的智慧无法在实验室

中被生物技术制造;肆无忌惮地打破自然生命节律,对人类生物属性作出改变,无疑是以人类前途为

赌注的冒险.科幻作品对这一主题的讨论,正是对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反思.
诚然,伦理学界对于基因编辑技术也有积极的声音.一些观点认为,人类一直试图通过优生使后

代具有更高的体能与智力,这在性质和目的上与使用基因技术改善后代的做法没有不同.因此,人类

遗传信息的研究和实验不应被禁止,但需谨慎对待,不可急功近利②.的确,自古以来人类就试图通

过风俗习惯乃至法律、宗教等设计理想的繁衍模式,但不可忽视的是,传统优生学对于基因库的影响

只限于宏观领域,在分子层面依然被随机概率所支配;而遗传技术的触手已经伸向以往不可控制的微

观领域,其影响更加隐匿且难以估测.这些在科学实践中尚在讨论的问题,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更加

具体和生动的呈现.
科幻小说所书写的基因编辑及生物学风险,诸如种群间的不平等、歧视乃至压制,都是反伦理的;

提出生命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底线的重要议题,对于明晰科学家的责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

示意义.人类在创造、使用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在发挥着反塑作用,对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关系、社会伦

理结构、人文价值精神等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③,而这正是科幻作家的书写重心.基于商业经济

对基因研究领域的渗透,科幻小说提出了全新的问题:在操纵基因的诱人商业前景下,基因研究如何

以尊重人类尊严为前提,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功利性之间取得平衡.应用伦理学家奥特弗利德赫

费提出,现代科学活动中有对客观性具有内在于知识的责任、为科学实验负责和为科学发现付诸实践

负责④三类责任;伦理学者卡尔米切姆也认为,科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潜在可能的灾难性因素”⑤,
应当尽量加以规约和防范.而科幻小说所描写的情节大多与这些责任背道而驰,表现了利益驱动下

基因操纵者对遗传干预的滥用,比如科学道德的严重失范,执法者和企业沆瀣一气,生命科学家缺乏

道德底线,法律及社会监管形同虚设等.同时,小说中刻画的基因技术也从不同维度体现了海德格尔

所说的技术的“座架”(GeＧstell)本质以及技术对人的促逼(Herausfordem)、安排、摆置(stellen)与控

制⑥.小说中的技术至上主义者暴露出的正是“日渐显露出来的人性本身的危机”⑦,这些人物与情节

隐喻着深刻的哲学命题,即技术会对其创造者产生怎样的反作用,甚至是“到底是谁创造了另一

方”⑧.这些图景呈现了复杂的生命伦理困境,社会责任与道德底线也许是防范危机的基本保障.
另一方面,科幻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中,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是

有限的,基因技术中所包含的不可避免的风险性,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加以印证,如«突变体»中失败的

儿童“试验品”就是典型案例.恩格斯认为,人类的认识—实践能力具有否定之否定的无限开发之特

质,哈耶克的“理性不及”⑨也表达了同样的哲学立场.只有认清技术活动的合理性局限,对科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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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敬畏,才不至于埋下灾难的种子,使人类走向自毁前途的不归路.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困境,«自
由落体»等科幻小说警示性地提醒读者,基因技术的应用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在“对象的尺度”和“主
体的尺度”的丈量下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有可能使之造福于人类.

人类共同面临的伦理选择是这类科幻小说提出的关键议题.基因技术的应用已经超出了传统的

伦理学框架,产生了直接关切人类生存和未来命运的重大问题,对于如何界定“人”的概念提出了新的

挑战,并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在基因技术领域内,技术概念的界定和规范的更新往往滞后于

技术本身,从而导致科学伦理的体系化落后于技术的步伐.对此,美国科幻作家表现出深沉的焦虑.
他们清晰地认识到,基因技术能力的扩展必然伴随着责任的增加和约束力的扩张,合理利用基因技术

之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敦促伦理、道德标准适应科技水平的发展.

四、结语

人类基因编辑是美国科幻小说一直高度关注的问题,作家们以超前的视角深切观照生命科学在

人类前途命运中扮演的角色.人类基因图谱研究日新月异的成果已经将科幻小说中的许多情节变成

现实;在人类胚胎的“预防性”基因编辑已骤然成为现实的今天,科幻作品对基因编辑问题的关切,恰
恰反映了这些人类无法回避且关乎人类生存的关键技术问题,正视基因技术的影响对于探讨诸多人

本哲学命题、协调人与科技的关系以及把握人类未来命运都至关重要.科幻小说对基因技术前景的

多维度呈现,警示我们应审慎面对蕴涵人类生老病死等核心遗传信息的“生命之书”,既诚挚接纳基因

技术带给人类的福祉,也积极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幻小说真正实现了“经
以科学,纬以人情”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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