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凤凰劫） 人类消失之前（壹）

地球。

三根铬银色的支持臂从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

的万顷碧波中巍然拔起，直冲五十米高，仿

佛一只三指的巨手，将指尖的“希望”号擎

在半空。梭形的“希望”号本来是黑色的，

但它此时覆盖着一层防尘膜，有着和一旁的

刀形立柱一样的漂亮的光泽银色。它变形地

映着蓝天和天边缱绻的云霭，与其下的漂浮

基座、发射塔架一起构成一个简洁有力的符

号，充满着后科技时代的冷峻与和自然的柔

和相对立的、棱角分明的几何体的锋芒。

徐冰仰望着它，想：这是一个向天空伸出的

挥舞着的拳头，还是徒劳地想抓住一根稻草

的溺水者的手？

她心里不禁泛上了一层哲学式的悲壮。

“欢迎来到‘地球基点’。”直升机机坪上，

冯渊向央视“现场”栏目的记者徐冰问候道，

“您真走运，要是您的直升机晚半小时出发，

恐怕现在就像你的那些同行们一样被太阳风

暴拖在檀香山了。”

“是啊，他们中还有 CNN和 BBC的资深主

播，只不过这次抢到独家新闻的只有我们。

”徐冰笑道，末了又加上一句：“如果发射

不因太阳风暴而延期的话。”

“这倒不会。”冯渊说，“潜地船和空天飞

机不同，它对空间电磁环境的要求没那么苛

刻——噢，对了，介绍一下：这位是叶思云

教授，相信您一定认识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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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三根铬银色的支持臂从夏威夷以南的太平洋

中巍然拔起，直冲五十米高，仿佛一只三指

的巨手，将指尖的‘先行者’号擎在半空。

梭形的“先行者”号本来是黑色的，但他此

时覆盖着一层防尘膜，有着和一旁的刀形立

柱一样漂亮的光泽。他变形地映着蓝天和云

霭，与其下的漂浮基座、发射塔座一起构成

一个简洁有力的符号，充满着后科技时代的

冷峻与几何体的锋芒。

南云仰望着它，想：这是一个向天空伸出的

挥舞着的拳头，还是徒劳的想抓住一根稻草

的溺水者的手？

她心里不禁犯上了一层哲学式的沉思。

“欢迎来到 SCP-地球基点站。”，直升机机

坪上，柯林向央视现场栏目的记者南云问候

道，“您真走运，要是您的直升机晚半小时

出发，恐怕现在就像您的那些同行一样，被

太阳风暴拖在钩吾山了。”

“是啊，他们中还有 CNN和 BBC的资深主

播，只不过这次抢到独家新闻的只有我们。

”南云笑道，末了又加上一句，“如果发射

不因太阳风暴而延期的话。”

“这倒不会。柯林说，“宇宙飞船和空天飞

机不同，它对空间电磁的环境要求没有那么

苛刻，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SCPCN分部的叶

思云教授，相信你一定认识他吧？”



“那当然，叶教授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人

了。”徐冰和刚从“希望”号上下来的叶思

云握手，后者披着一套男式的黑风衣，戴着

安全帽，但她在海风中飘扬的长发和美丽的

双眸依然动人，“只是我没想到叶教授这么

年轻。”

“哪里，哪里。”叶思云笑了笑，但显得有

些心不在焉。她转头对冯渊说：“渊，刚才

李工带我到警戒线里‘近距离接触’了一下，

你要不要带徐女士也转一圈？”

冯渊看看表：“反正时间还早，如果不忙着

做节目的话，我就带您参观一下‘希望’号

这艘不载人的‘诺亚方舟’吧。”

作为记者的敏锐让徐冰立刻从两人的相互称

呼中捕捉到他们微妙的关系。她对这种花边

新闻并不感冒，但也不禁产生了一丝好奇。

一个上穷碧落，一个下探黄泉，是什么让他

们走到了一起呢？

不过这些念头很快就被扔在了一边。现在占

据她全部视野的，是那个悬在发射塔上的

30.2米长，直径 5.5米的庞然大物。

“真难以想象，在离发射不到一天的时候，

您作为‘方舟’工程的总工程师竟然还有闲

心陪一个记者散步。”徐冰说，她已经不是

第一次采访冯渊了，所以交谈比较随意。

“哦，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严格来说

我算是半个有效载荷任务组的成员，但我的

使命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了。当‘希望’号

被架上发射塔后，该忙活的就是发射组、火

工组的小伙子们，我只能‘听天由命’。”

冯渊不无自嘲地说，“徐冰，听说你去过‘

“那当然，叶教授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人。

”南云和刚从先行者号下来的叶思云握手，

后者披着一套男士的黑风衣，戴着安全帽，

但他在海风中飘扬的长发和美丽的双眸依然

动人，“只是我没想到叶教授这么年轻。”

“哪里，哪里”，叶思云笑了笑，但显得有

些心不在焉，他转头对柯林说：“林，刚才

李工带我到警戒线里近距离接触了一下，你

要不要带南云女士也转一圈？”

柯林看看表：“反正时间还早，如果不忙着

做节目的话，我就带您参观一下‘先行者’

号这艘不载人的‘诺亚方舟’吧。”

记者的敏锐，让南云立刻从两人的称呼中捕

捉到他们微妙的关系，他对这种花边新闻并

不感冒，但这不禁产生了一丝好奇，一个上

穷碧落，一个下探黄泉，是什么让他们走到

了一起。

不过这些念头很快就被扔在了一边，现在占

据他全部视野的是那个悬在发射台上的三十

米长的庞然大物。

“真难以想象，在离发射不到一天的时候，

您作为‘先行者’工程的总工程师竟然还有

闲心跟一个记者散步。”南云说，她已经不

是第一次采访柯林了，所以交谈比较随意。

“哦，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严格来说

我算是半个有效载荷任务组的成员，但我的

使命已经在一个月前结束了，当‘先行者’

号被架上发射台后，该忙活的就是发射组、

火工组的小伙子们，只能听天由命。”柯林

不无自嘲地说，“南云，听说您去过‘暗日



暗星’工厂？”

“对，在那里我做过一期亚简并材料工业与

地层探险的特别报道，所以待会尽管专业地

讲，我们的栏目组可是做了一番功课的。”

徐冰边走边说，两人很快来到发射塔的正下

方，仰望着被支持臂均分为三等份的蓝天。

中间的“希望”号像个巨大的钟乳石般悬垂

下来，尖端是一个黑魆魆的洞口，洞口里有

一个银色的尖锥，不仔细看是看不到的。徐

冰望着那个尖锥，问冯渊：“这就是主喷灯

吗？”

“这是船首防护罩。”冯渊解说道，“和船

壳一样，它也是由亚简并材料制成的，不过

在发射时这个防护罩会被抛掉，然后主喷灯

才会点燃。”

“听说您曾在暗星工厂工作过？”

“对，我的专业是亚简并材料应用，因为这

层外壳的关系，才开始参与‘方舟’计划。

”冯渊说。这时三人来到了“希望”号首端

对准的发射通道旁。他倚在一圈粗大异常的

圆环形护栏上，望着底下深蓝的海水，陷入

了回忆，“我还记得第一次目标材料合成成

功的场景。启动按钮按下后，几百台兆瓦级

激光器同时点燃，以最大功率在靶材上聚焦。

那个篮球大小的球体顿时在比核爆中心还高

的温度中爆发成一个小太阳，上亿度的高温

等离子射流向四面八方喷出，反作用力将靶

材猛烈地向心压缩；爆炸后，反应腔里只剩

一颗超高密度的黑色微晶，那是靶球形成的

高密度质点，直径在微米数量级，看都看不

见……”

’工厂？”

“对，在那里我做过一些亚原子微缩材料工

业与地层探险的特别报道，所以待会访谈时，

您尽管专业地讲，我们的栏目组可是做了一

番功课的。”南云边走边说，两人很快来到

发射台的正下方，仰望着被支持并均分为三

等份的蓝天。中间的先行者号像个巨大的钟

乳石般悬垂下来，尖端是一个黑魆魆的洞口，

洞口里有一个银色的尖锐，不仔细看是看不

到的，南云望着那个尖椎，问柯林：“这就

是主喷灯吗？”

“这是船首防护罩，柯林解说道，“和船壳

一样，它也是由亚原子微缩材料制成的，不

过在发射时这个防护罩会被抛掉，然后主喷

灯才会点燃。”

“听说你曾在暗日工厂工作过？”

“对，我的专业是亚原子微缩材料应用，因

为这层外壳的关系才开始参与‘先行者’计

划。”柯林说。这时三人来到‘先行者’号

首端手段对准的发射通道旁。他倚在一圈粗

大异常的圆环户型栏上，望着底下深蓝的海

水陷入了回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目标材

料合成成功的场景。启动按钮按下后，几百

台兆瓦级激光器同时点燃，以最大功率在原

子上聚焦。那个粒子大小的原子顿时在比核

爆中心还高的温度中爆发成一个小太阳，上

亿度的高温等离子射流向四面八方，喷出反

作用力，将原子猛烈的向心压缩；爆炸后，

反应腔里只剩一颗夸克大小的超高密度的黑

色微缩……”



参观的时间到了，“希望”号即将加注反物

质燃料。这是发射前最危险的时刻，但似乎

没人有撤离的打算。警戒线外的李工焦急地

向冯渊挥手示意，冯渊点点头，问徐冰：

“采访安排在什么时候？”

徐冰瞥了眼作为背景的发射塔架，塔臂顶端

刷成黑黄警告色的大功率电磁起重机正把重

达 500吨的“希望”号缓缓放低，船首探入

发射通道中；顶层平台上有一群麻点般的人

影，火工组正检查燃料和冷却剂的加注，液

氦引发的白雾像纱巾般围在发射塔的脖子上

……

“就现在吧。”徐冰回答。

【知者回溯资料节选：亚简并材料工业简

介】

从 18世纪开始，人类经历了共 4.5次工业革

命：第一次的动力是蒸汽机与煤矿工业，第

二次是内燃机与石油工业，第三次是计算机

与信息工业。21世纪 60年代，发生了一次被

称为“三点五次工业革命”的简并态材料工

业。最后是 22世纪伊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细胞机械”为基础的生物机械化制造

业。

简并工业的基础是人工简并态物质的制造。

简并态是一种高密度的物质形态，其主要成

因是泡利不相容原理：不允许不同组成粒子

占据同一量子态。因此，减少体积就会迫使

粒子进入高能态，从而产生巨大的简并力。

在茫茫宇宙中，简并态是普遍存在的。质量

小于 1.4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将演化成高密、

高温、高压的白矮星，它就是由简并态物质

参观的时间到了。‘先行者’号即将加注反

物质燃料。这是发射前最危险的时刻，但似

乎没人有撤离的打算，警戒线外的李工，焦

急的向柯林挥手示意，柯林点点头，问南云。

“采访安排在什么时候？”

南云暼了眼作为背景的发射塔架，塔壁顶端

刷成黑黄警告色的大功率电磁起重机正把重

达 500t的‘先行者’号和缓缓放低，船首探

入发射通道中；顶层平台上有一群麻点般的

人影，火工组正检查燃料和冷却剂的加注，

液氦引发的白雾像纱巾般围在发射塔的脖子

上……

“就现在吧”南云回答。

【补充资料：亚原子微缩材料工业简介】

从 18世纪开始，人类经历了共 4.5次工业革

命：第一次是蒸汽机与煤矿工业，第 2次是

内燃机与石油工业，第 3次是计算机与信息

工业。

21世纪 60年代发生了一次被称为第 3.5次工

业革命的亚原子微缩材料工业。最后是 22世

纪伊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细胞机械

”为基础的生物机械化制造业。

亚原子微缩工业的基础是人工亚原子物质的

制造。亚原子是一种高密度的物质形态，其

主要成因是泡利不相容原理：不允许不同组

成立资产区统一量子弹因此减少体积就会迫

使粒子进入高能态，从而产生强大的微缩力。

在茫茫宇宙中，亚原子微缩是普遍存在的，

质量小于 1.4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将不断微缩，

其成因就是亚原子微缩物质产生的。



组成的。

它的发现非常偶然。2056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高阳在可控核聚变的惯性约束实验中发现

的黑色微晶就是一种初级简并态物质，后来，

可控核聚变普及后，核电站的激光聚焦反应

炉遍布世界，简并态物质就可作为副产物大

规模地获得。但它的应用并不广泛，最成功

的例子，是“简并态热烧蚀材料”。

这种材料的发明人是冯渊。它的原理很简单：

由于简并态物质具有极高的密度、硬度和极

强的简并力，这种材料表面每个粒子的热运

动几乎被卡死，也就是说，外界的热量要传

递进入简并态物质，必须消耗巨量的能量克

服原子核间强大的简并力，所以它的热导率

几乎为零。这样的特性，令冯渊发现了它作

为宇宙飞船返回舱的热烧蚀材料的巨大潜能。

然而它的缺点也不可否认：巨大的质量。为

节约燃料而“寸克寸金”的飞船，是绝不可

能让这种重担上身的。

尽管在宇航上的应用失败，但它终究找到了

用武之地，那就是“地层探险”。

慑于高热，人类从未深入地层，去一探地球

难敞的心扉。但由简并材料制成的潜地船却

提供了这种可能。试制成功后，地层探险发

展迅猛：在 2080年，第一艘无人潜地船发射

成功；2083年，无人潜地船首次穿越莫霍界

面；2095年，潜地船到达古登堡界面；2108

年，第一艘载人潜地船“希望”号整装待发。

由于简并材料仅仅应用于地层探险活动，在

对人类生活的变革上还远不如此后发明的“

细胞机械”。所以，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作“

它的发现非常偶然，2056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阳在可控核聚变的惯性约束实验中发现

的黑色微缩，就是一种初级的亚原子微缩的

物质，后来，可控核聚变普及后，核电站的

激光聚焦反应炉遍布世界，亚原子微缩物质

就可作为副产品大规模的获得。但它的应用

并不广泛，最成功的例子是“亚原子微缩抗

压材料”。

这种材料的发明人是柯林。它的原理很简单，

由于亚原子微缩物质具有极高的密度硬度和

极强的微缩力，这种材料表明每个粒子的运

动几乎被卡死，也就是说外界的压力要传递

进入亚原子微缩物质，必须消耗巨量的压强

克服亚原子核间强大的微缩力，所以它的抗

压率几乎为 99%。这样的特性，让柯林发现

了他作为宇宙飞船材料的巨大潜能。然而它

的缺点也不可否认：巨大的质量。极度耗费

资源的飞船，是绝不可能担负重任的。

尽管多数人认为这种材料终究会被飞速发展

的人类科技淘汰，但它终究还是找到了它的

用武之地。

由于亚原子微缩材料并不是社会主流材料，

在人类生死存亡极度渴望殖民的节骨眼上，

还远不如此后发明的“细胞机械”。所以历



第三点五次工业革命”。然而在太阳浩劫到

来后，在“方舟”工程中，被小觑的简并材

料工业，终发挥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在一段简短的背景资料介绍片段后，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播放着“现场”栏

目在地球基点的实况画面。

采访采用和嫦娥二号直播时一样的专家座谈

形式。在发射塔宽敞的顶层平台上，摆了几

把普通的竹椅。受访者除了冯渊、叶思云外，

还有“暗星”公司的技术顾问柯林斯。这个

三十多岁的白种人是“细胞机械”专家，负

责潜地船的建造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人

类文明的延续与否就掌握在他们手上。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地

球基点’站。它由上世纪的 BP石油公司的

钻井平台临时改建而来，原来的高塔已被拆

除，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折刀式的发射支持臂，

顶端即是整装待发的‘希望’号。它的正下

方有一个直径三十米的发射孔道，通过它，

‘希望’号的舰首直指前方五千米深的海水，

以及其下三千千米厚的坚硬的地层……”

海风灌满了话筒，徐冰要拉开嗓门才能换来

音频师OK的手势，但她很满意由此营造出

的现场感。接着她转向坐在一旁的冯渊：“

冯总，离发射只有三小时了，您现在有什么

特别的感受吗？”

“其实没什么，很平静，好像卸下了一个沉

重的担子，剩下的就交给发射组那帮小伙子

了。”

“冯总，‘希望’号的无人化设计是您最先

支持的，您为什么要设计一艘无人的诺亚方

史学家们把它称作“第 3.5次工业革命”，

然而在太阳浩劫到来后，在“先行者”工程

中，被小觑的亚原子微缩材料工业发挥着不

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在一段简短的背景资料介绍片段后，全世界

几乎所有的电视屏幕上都播放着“现场”栏

目在地球基点的实况画面。

采访采用专家座谈的形式，在发射塔宽敞的

顶层平台上，摆了五排普通的木椅。受访者

除了柯林、叶思云外，还有“暗日”公司的

技术顾问库克。这个 30多岁的白种人是“细

胞机械”专家，负责‘先行者’号一半的建

造工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的延

续与否就掌握在他们身上。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地

球基点”站。它由上世纪的 JELOT石油公司

的钻井平台临时改建而来，原来的高塔已被

拆除，取而代之的三个折刀式的发射支持臂，

顶端即是整装待发的‘先行者’号。它的正

下方有一个直径三十米的发射孔道 通过它，

‘先行者’号的舰首直至前方 5000米高的大

气层内，以及再往上三千米的大气层外……”

海风灌满了话筒，南云要拉开嗓子才能换来

音频师OK的手势，但她很满意由此营造出

来的临场感，接着他转向坐在一旁的柯林，

“柯总，离发射只有三个小时了，你现在有

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其实没什么，很平静，好像卸下了一个沉

重的担子，剩下的就交给发射组那帮小伙子

了。”

“柯总，‘先行者’号的无人化设计是您最



舟？”

“很多人都追问我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再

次官方地声明一遍：人类种群的‘繁衍临界

阈值’已被确认是 2000人。至少要这么多人，

才能确保基因库中有足够的基因，避免近亲

通婚造成的遗传病，保证种群的繁衍；如果

低于这个值，我们将会像上世纪寥寥无几的

大熊猫一样灭绝。按这个数，甭说星际殖民，

就算往地心躲，现在人类哪能造出这么大的

潜地船？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届特别联大召开

后，决定不进行逃亡。这是各国代表在‘大

投票’中都通过的决定。”

“那人类是不是会因此灭绝呢？”

“当然不会！‘希望’号载有 1万个从全球

人类精子库和卵子库中提取重组而来的受精

卵，并携带有全套抚养教育系统，飞船计算

机中储存有人类全部的科学文化成果，足够

将他们培养成我这样的工程师；船上还载有

‘暗星’公司的‘细胞机械’，必要时，孩

子们可以借此重建人类的农业和工业。”

“说到细胞机械系统，在地球上，恐怕没人

比柯林斯先生更熟悉它了。”徐冰把话筒传

给柯林斯，“柯林斯先生，能不能简要地介

绍一下‘细胞机械’是什么？”

柯林斯说：“细胞机械其实是一种纳米机器

人，它有着和人体细胞一样复杂的结构，能

自行生长繁殖，靠空间中的微波辐射获取能

量。如果将‘遗传物质’编码，可以按蓝图

生长出各种各样的物件——我们坐的竹椅就

是它的产物，如果你有留意，会发现它上面

一个竹节都没有。当然它也能生产大家伙。

先支持的，您为什么要设计一艘无人的诺亚

方舟？”

“很多人都在追问这个。在这里我再次官方

的声明一遍：人类存在一个种群繁阈值，仅

靠一艘船的载人，最多 10人吧，是不可能维

持繁衍传代的。载人，没有任何意义。”

“那人类是不是会因此灭绝呢？”

“当然不会！‘先行者’号载有一万个从全

球人类精子库和卵子库中提取重组而来的受

精卵，并携带有全套抚养教育系统，飞船计

算机中储存有人类全部的科学文化成果，足

够将他们培养成我这样的工程师；船上还载

有‘暗日’公司的‘细胞机械’，必要时，

孩子们可以重建人类的农业和工业。”

“说到细胞机械系统，在地球上，恐怕没人

比库克先生更懂它的了”南云把话筒传给库

克，“库克先生，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细

胞机械’是什么？”

库克说：“细胞机械其实是一种纳米机器人，

它有着和人体细胞一样复杂的结构，能自行

生长繁殖，靠空间中的微波辐射获取能量。

通过‘遗传物质’编码，可以建造各种各样

的物件——我们坐的木椅就是它的产物。它

同样也能生产复杂家伙。只要有足够的微波

照射，金属坯料从一端吃进去，三天左右就



只要车间里有微波照射，金属坯料从一端吃

进去，一周左右就可以取出成型的零部件。

‘希望’号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您认为在太阳成为红巨星后的恶劣环境里，

这些细胞机械能使用吗？”

“可以，它们本质上就是一种硅基生命嘛，

五百多度的气温可谓是相当宜人。”

徐冰点点头，转向冯渊：“那么冯总，您对

‘方舟’工程的成败又怎样的估计？”

“那得看所谓的造化了。不过信心也好，绝

望也好，我们总归还有希望。请相信特别联

大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此我也以个人身份恳

求大家：不要骚乱，留在家里，留在亲人身

边，度过末日前最美好的时光。”

“谢谢冯总。其实人类文明的传承并不在于

肉体，而在于文化的生生不息，这或许能帮

我们看得开一些。”徐冰带着职业式的美丽

笑容，一边把话筒递给另一边坐着的叶思云：

“我们再听一下叶教授的看法。叶教授，作

为亚稳态太阳模型的构建者，您对‘方舟’

工程有多大可能成功？”

叶思云点点头：“这一切的理论基础都建立

在亚稳态太阳模型的成立上。萧伯叶莫桑公

式可以接近精确地预测太阳的一切活动，甚

至包括上世纪束手无策的磁暴和耀斑现象。

但这个模型的数学形式隐隐预示着主序星稳

态的形成远不仅是原先认为的聚变-引力平衡

那么简单。在氦富集接近临界阈值时，它转

化为亚稳态形式，而这必须牵涉到目前尚未

完成的量子引力论……”

可以取出成型的零部件。‘先行者’号就是

这样生产出来的。”

“您认为这些细胞机械能够在长时间的太空

航行中存活下来吗？”

“当然可以，它们本质上是一硅基生命。”

南云点点头，“谢谢两位精彩的回答。其实

人类文明的传承并不在于肉体，而在于文化

的生生不息，这或许能帮我们看得开一些”

南云带着职业式的笑容，把话筒递给了叶思

云，“我们再看一下叶教授的看法，叶教授，

作为亚稳态太阳模型的构建者，您认为‘先

行者’工程能否成功？”

叶思云点点头:“这一切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

亚稳态太阳模型的成立上。萧伯叶莫桑公式

可以接近精确地预测太阳的一切活动， 甚至

包括上世纪束手无策的磁暴和耀斑现象。但

这个模型的数学形式隐隐预示着主序星稳态

的形成远不仅是原先认为的聚变一引力平衡

那么简单。在氦富集接近临界阈值时，它转

化为亚稳态形式，而这必须牵涉到目前尚未

完成的量子引力论……”



“那这是不是预示着，目前对‘氦闪’的预

言存在着不确定性？太阳膨胀可能最终不会

终止在金星轨道，而会吞噬地球？”

“是的。如果这样，地球不仅会被剥去外壳，

连‘希望’号的地核避难所都不会剩下。而

这一切，都取决于萧莫公式中的一个待定的

解——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太阳的底线在哪

里。”

“但毕竟，正如冯总所说，我们还有希望。

”徐冰转向镜头真诚地说。

镜头转向中天夺目的太阳——那是人类最后

的盛夏。

 

当晚，发射倒计时 35分钟。

冯渊等人早已从地球基点后撤到主控船上。

每到这个时候，冯渊都会显示出总工程师良

好的心理素质。他在有效载荷任务组的控制

区转了两圈，落实了一下各部门的工作，说

了些鼓励的话，依此检视了他们负责的数据

曲线……

“只有一毫米厚？”

冯渊蓦地一惊，回头，看见叶思云正俯身盯

着屏幕。

“如果没记错，希望号的简并热烧蚀材料是

四级凝聚态夸克，一毫米厚……应该不能抵

抗很强的剪切应力吧。”

冯渊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能从温层图线上看

出隔热层厚度，不是专家就是疯子……当然

“那这是不是预示着，目前对‘氦闪’的预

言存在着不确定性?太阳膨胀可能最终不会终

止在金星轨道，而会吞噬整个太阳系?”

“是的。如果这样，不仅会摧毁金星和水星，

连‘地球’也会紧随其后。”

“但至少，我们还有希望不是吗？”

“即使这场灾难真的发生了，那么携带我们

火种的‘先行者’号也会延续我们的种族，

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整体人类的存亡，而是

我们这些个体人类的生死。”

镜头转向中天夺目的太阳——那是人类最后

盛夏。

当晚，发射倒计时 35分钟

柯林等人早已从地球基点后撤到主控船上。

每到这个时候，柯林都会显示出总工程师良

好的心理素质。他在有效载荷任务组的控制

区转了两圈，落实了一些各部门的工作，说

了一些鼓励的话，依此解释了他们负责的数

据曲线……

回头，柯林看见叶思云正俯身盯着屏幕。



他得承认，她是个例外。

“如果地幔物质情况符合均质分层模型，传

统的那种，是不会有超过阈值的剪切流的。

”他解释道，同时安慰自己。

“但是，渊，冗余度真的太少了。”

冯渊点点头，示意叶思云：“我们出去说话，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叶思云的话引起了他的不安，特别是那一次

失败。最初的一次无人实验，冯渊记得，是

在吐鲁番盆地的一个沙坳中。缩比例试验船

从发射塔上释放，主喷灯向地层喷射出锥形

发散的反质子流，一切瞬间都笼罩在核爆般

的白炽中；几分钟后，发射塔已荡然无存，

只剩下一泓翻腾的血色岩浆湖，以及潜地船

穿过地层带起的轰轰的震动，震得他好像过

电一般，浑身麻酥酥地。但仅一周后，潜地

船遭遇一次突发的构造地震，在地质板块的

相互错动中被拦腰截断，再也没能从回收场

的地面中钻出来。冯渊知道用于隔热和机械

支持的简并材料用量不足，但囿于那白矮星

般恐怖的密度，他最终没给潜地船增加一层

冗余外壳。潜地船 90%的质量都在外壳，早

已不堪重负了。

隐隐的不安盘旋不去，他好容易才回过神来。

这时倒计时刚走到 20分钟，冯渊已没什么事

了。于是，他在指挥中心外靠海的船舷边找

了个远离熟人的地方，和叶思云一起，肩并

肩地对着面前凌晨墨蓝的海天。沉默了片刻，

他问叶思云：“我听说还有一个‘逆天’计

划，是独立于方舟委员会运行的，有这回事

吗？”

柯林看向叶思云：“叶教授，我们出去说话，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叶思云从柯林的眼中看见了不安。

这时倒计时刚走到 20分钟，柯林已没什么事

了。于是他在指挥中心外靠海的的船舷边找

到了一个远离熟人的地方，和叶思云一起肩

并肩地对着面前凌晨墨蓝的海天，沉默了片

刻，他问叶思云：“我听说，‘反逃逸’派

那边有动作，有这回事吗？



叶思云有些惊讶：“是，不过早就停了，我

们搞不到足够的反物质燃料。”

冯渊点点头：“我了解。你们要的燃料，我

会想办法弄到。现在在这个混乱时期，管制

也松多了。”

“真的？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知道。我看过你们的初步方案，说实话，

的确很疯狂。但你们物理学家毕竟站得高，

看得远，在这个节骨眼上，逆天而动，说不

定真的能拯救世界。”

叶思云沉吟了一会儿，说：“但愿吧……不

过，无论是公众还是特别联大，肯定都不会

接受这个计划。”

“的确。其实如果你的计划失败，不就是把

毁灭提前了几年嘛，我还是有这种豁达的。

”冯渊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冯渊忽然从

兜里掏出了一个黑色的戒指，捉起叶思云的

手，轻轻将戒指给她戴上，“思云，如果成

功，回来后我们办了吧。”

“如果不成功呢？”叶思云淡淡一笑，发梢

在凉爽的海风中飘动。

冯渊报以一笑，没有回答。

叶思云有些惊讶：“是，不过他们一时半会

儿还不敢轻举妄动。”

柯林点点头：“我明白，我也知道现在这个

节骨眼上，你们这些物理学家比我们站得更

高，看得更远，那群‘反逃逸’派井底之蛙

可没有这种思维。”

叶思云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和“

本部”已经达成协议，必要时我们会打击‘

反逃逸’派的基地。”

“那就好。”柯林说，二人沉默了一会儿，

柯林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戒指，提起

叶思云的手，轻轻将戒指给他戴上：思云，

如果还活着的话，我们……”

“如果？”叶思云淡然一笑，没有推辞，发

梢在凉爽的海风中飘动。

柯林报以一笑，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