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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5 岁的矣晓沅，就读于清华大学计算
机系。虽然身体不便需要坐轮椅，但他仍然在专
业领域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和团队研发的
作诗机器人“九歌”，在不久前播出的《机智过
人》节目中表现优异。

18 岁时的矣晓沅正在云南读高中。和所有
高中生一样，上课、写作业和考试占据了他几乎
全部时间，比较不同的是他在高中参与了辩论
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考取清华大学之后，矣晓沅在系辩论队、校
辩论队，连续打了好几年比赛。这也让他在清华
树立了自信。“云南的基础教育比较落后，考入
清华之后开始不适应、不自信，大一在辩论这件
事情上找到了自信，这是我迈入清华的重要一
步。同时，在辩论中也认识了很多朋友。我的身
体不是很方便，没办法像其他同学那样去到很
多地方、认识很多人。辩论这个平台能让我认识
不同学校、院系、专业的朋友。”

矣晓沅总结说：“资者辩论对我的价值观有
很重要的影响。辩论双方所持观点不同，进而养
成了客观看待事情的习惯，不会轻易判断对错，
会站在中立角度去做思考。理性的思辨方式对
我影响非常大。”

因为深知辩论带来的成长，矣晓沅也想向正
处于 18 岁的少年们“安利”这项课外活动。“希望
他们不要把视野局限在眼前的一道题目、一张卷
子上，应该多经历一些事情、多一些体验，当时觉
得会耽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但其实，这会对你的
未来发展甚至一生都产生重要影响。”

矣晓沅说自己高中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
家，现在虽然没有实现，但也做了计算机写诗的
项目“九歌”。“未来或许可以尝试计算机写小
说、散文，即使自己没有成为作家，也算梦想间
接实现了吧。”

“我今年 35 岁。18 岁那年刚刚考上大学的

天文学专业，正在兴奋中度过暑假，准备学习自
己的心头好。我还记得当时守在电话前等着成
绩，知道成绩也就知道了肯定能去自己的第一志
愿学天文，那个心情可能是最幸福和骄傲的状
态。”如今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讲师的高
爽，谈起当年考取天文系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高考对于很多人的 18 岁都是最重要的记
忆，高爽也一样。“高考那年年初，我生了一场
病，呕吐不止，头疼欲裂，血压极低。这样只能休
学，四处求医问药。休养了几个月，不想放弃自
己的梦想，于是就一边抱着当作模拟考、明年再
战的心态，一边积极应对，在比别人少上半年高
三的情况下，重新备战高考。这可能是我人生的
第一场拼搏。”

高爽从事天文学工作的理想同样实现了，这
让他更加相信梦想的力量。曾经有人在高考报志
愿前专门赶来，不让他报天文学，改一个容易找
工作赚钱的专业，高爽却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我想，有些梦想无所谓价值高低，如果不
坚持，什么理想都谈不上价值。”而这也是他想
告诉如今 18 岁少年们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
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的所谓经验，都已经没有
了太多的参考价值，你唯一应该依靠的是你自
己的努力”。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今天的经验明天可
能就是失效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享受高速
度便捷的同时，要付出的代价有两个：一是不间
断地学习，更新自己，稍有懈怠都不行；二是必
须独立思考，独自面对大部分学习、工作、生活
中的问题。”高爽说。

回忆 18 岁的拼搏，高爽感慨万分：“我想对
那个年代的自己好好地说一声：你很棒。”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肠病中心主
任、粪菌移植先行者张发明，刚刚迈入不惑之
年。身为一名医生，他常常面对生死，也经常为
现代人欠佳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发出警告。他尤
其看重身体健康的原因，除了一名消化科医生
的身份之外，与自己 18 岁时的经历也分不开。

“18 岁的时候我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利川市第一中学读高中。那个冬天，我又
冷又饿。同学们在课堂上咳嗽不断，班主任安排
全班学生去体检，结果确诊 10 个人感染肺结

核，我是其中之一。班主任想方设法让我们都获
得了免费治疗，不增加大家的家庭负担。”

但长期的打针、吃药，张发明的记忆力和听
力还是因为药物副作用而下降。“我因为疲乏无
力，在高考前跑去看医生，得到的特别建议是，
如果预计不能坚持完一场考试的话，就带一颗
糖进考场，随时补充能量。”

这个发生在 18 岁的故事，让他深深相信书
上写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让我认识到社
会力量的重要性，我们这么多人都能得到社会
的帮助”。

如果 18 岁能重来一次，张发明最大的愿望
是吃饱穿暖，健康地学习，高效地学习。“我最想
告诉 18 岁的自己的一句话也是：梦想是必须要
有的，但是健康是实现梦想的前提。”

本来梦想当一名水电站站长的张发明，因为
身体原因开始了医生的梦想，而如今他也实现了
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医者。“如果 18 岁不幸拥
有苦难，不要觉得就糟糕透顶。人生漫漫，由此历
练出来的满满斗志，会成为重要的根基。”

说到自己的 18 岁，生于 1962 年的科幻作
家吴岩先给记者发来了一张 1980 年 7 月 20 日

《北京晚报》的一则新闻截图，标题是《中学生吴
岩出席全国科普创作会议》，正文写道：“灯市口
中学高一学生吴岩作为北京中学生的唯一代
表，今天启程出席 7 月 23 日在哈尔滨举行的全
国科普创作会议。18 岁的吴岩，已经写了二十
篇科学小品、科学幻想故事……”

“参加这次会议的经历，对我后来走上科普
科幻创作道路有很大作用。当时在会上，我见到
著名的科普科幻作家叶永烈、郑永光等，受到了
很多鼓励。《科幻世界》当时叫《科学文艺》，1979
年创刊，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他们的第一任主
编。这次经历对我后来写科幻，包括很多人找我
约稿、发表文章，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吴岩说。

因为痴迷写作，18 岁的吴岩对书籍如饥似
渴。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每天都利用课间操的时
间，从灯市口中学跑步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书，
后来店员都认识了他，因为等书名单上总有他。

“如果 18 岁能重来一次，我还是依然会走
上写科普、科幻文章的路，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
一件事情。”当记者问到“如果可以穿越回 18
岁，会和当时的自己说些什么”时，吴岩表示，

“我因为科普科幻创作，第一次高考没考上。如

果能穿越回去，最想对当年的自己说，还是要更
努力地学习，最好一次就考上大学。”

如今吴岩可以说完美实现了自己 18 岁时
的人生理想，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普科幻
作家之一，他曾担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的第一
任会长，如今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他
是中国科幻教学的第一个人，同时也是第一个
写引力波科幻的作家。

对于正处于 18 岁的少年，吴岩表示最想对
他们说的是，要充分利用好今天的条件，不要辜
负了当今这个时代。“如今条件非常好、衣食无
忧，更应该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放飞自己的
想象力，要自由自在。”

出生于 1953 年的科普作家老多今年 65 岁
了。1969 年 10 月 22 日，16 岁的他离开北京，长
途跋涉来到几千公里以外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生产建设兵营一师水利五团，成为一名
知识青年。从此开始了 6 年的知青生活，一直到
1975 年回到北京。

聊到自己的 18 岁，老多讲了一件难忘的往
事：“我们的连队三面环山，山并不高，最多也就
50~100 米，翻过这些山就进入到起伏的丘陵地
带。丘陵里有森林也有已经被傣族老乡开垦出
的甘蔗田或者种植旱稻的田地。当所有的植物
都砍倒，下一步就是把草堆起来，然后点上一把
火烧掉。

“有一天，我们把草堆好以后，排长说休息
一会儿。我们几个就坐在地上闲聊。正聊得带
劲，突然看见一只青蛙慢腾腾地从远处爬过来，
似乎是浑身无力，样子十分奇怪。我们正觉得这
只青蛙有点稀奇，猛然间‘呼’地一下，一条大约
有两米长的绿色大蛇从后面窜出来，冲着青蛙
扑去。我们几个看见如此情景都惊呆了，一场大
自然的生死之战！”

“一个战友动作很快，他拿起一把铁锹向绿
蛇拍过去，可那绿蛇毫不畏惧，居然抬起头用它
的牙齿去咬铁锹，把铁锹咬得‘当、当’响。我比
较怕蛇，所以不敢上去，只在一边观战。那蛇和
我们几个战友交手了几个回合，一个战友猛地
用锄头向蛇的腰间砍下去，蛇一下被固定在了
地上。可是它仍然抬着头，张着大嘴拼命咬其他
战友伸过去的铁锹或者锄头。那场面简直太惊
险了。最后绿蛇遭到致命一击，一个战友用铁锹
狠狠拍了一下它的头，它终于不动了。”

“排长点燃草堆以后，熊熊的烈火燃烧起
来，大家在旁边看着。这时，不知谁，把那条看样
子已经死了的大绿蛇扔到了火堆里。这时一个
令我终生都无法忘记的镜头出现了。蛇的身体搭
在草堆的枝条上，在火光中，我们可以看见那条
蛇的黑色剪影。当火烧到它身体的时候，它竟然
动了起来，慢慢地，它顽强地抬起了头，然后越抬
越高，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就在它即将被大火
吞噬的一瞬间，那黑色的剪影突然对着天空张开
了它巨大的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嘴里那恐
怖的牙齿。最终，那顽强的蛇头慢慢地垂下来，消
失在熊熊的火焰中。”

老多告诉记者，那个镜头让所有人都感觉
非常震惊。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自己依然清
晰记得那种感受，以及生命所带来的震撼。“我
自己是属蛇的，可是我很怕蛇，而且我觉得蛇比
我要顽强，它才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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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刚 刚 过 去 的 2017
年，涌现出不少网络热词，
其中“佛系青年”绝对要算
一个。

从去年 12 月开 始 ，
“佛系青年”就随着一系列
连环漫画和《第一批 90 后
已经出家了》等文章在社
交平台上刷屏。当然，“佛
系青年”并不是指年轻人
真的皈依了佛教，而是指
他们喜欢和平、不好冲突，
对生活、工作的态度往往
是安于现状，对物质没有
过度的追求，怎么都行，不
走心，看淡一切，“修炼”到
了无欲无求、不喜不悲、心
如止水的境界。

生活中无所谓：“中午
吃什么？这个行不行？”

“行。”“要不那个吧？”“也
可以。”工作中无所谓：“你
觉得这两个方案哪个更好
些？”“都可以吧。”这是“佛
系青年”典型的生活场景。

“佛系”这一特定词汇
是个舶来品。最早出现在
2014 年的日本，日本有媒
体把喜欢独自待着、关注
自己兴趣爱好和生活节奏、不想在谈恋爱上
浪费时间的男性称为“佛系男子”。与更为个
人化的日本“佛系青年”相比，中国的“佛系
青年”显然与青年在急速发展的社会中的生
活状态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近几年，随着“90 后”从学校走入社会，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突然大增。同时，由
于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竞争日益激烈等因
素，有很多年轻人觉得即使自己在工作中拼
命努力，也很难实现对生活的期待和理想，
于是产生了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当然，其中
也不乏不理性的攀比，使得年轻人将舒适的
生活想象成抑郁不得志的状态。

这时，“佛系”生活方式成为他们应对压
力的选择之一。这种生活方式的昭示就像是
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他们主动拉低自身价
值，展示内心的软弱与悲伤，表达自己对梦
想不强求的态度，同时又包含隐隐的无奈和
反抗情绪。

“佛系”生活方式可谓与前两年火爆一
时的“丧文化”一脉相承。面对生活的压力，
年轻人的表现方式是从“卖丧”转为退回到
自我的小世界中。这种带有“丧文化”痕迹的

“佛系”生活，虽然表面上看似达到了“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至高境界，但其实更
像是现代社会重压下的自我消解，一不小心
就会演变成低欲望的逃避生活的态度。

年轻人在成长阶段容易产生迷茫和彷
徨，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要么会使未来的
人生道路走偏，要么会使得颓废、腐朽的状
态延续过长时间，从而荒废了青春。在引导
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更有利
于奋斗的环境，让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创
造价值，可以通过努力成就更美好的未来。

当然，在网络上展现“佛系”生活方式的
年轻人，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围观热闹或宣
泄压力而已，转发几篇热门文章，调侃几句，
转身还是在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如今，
作为“佛系青年”主力的“90 后”已经开始在
各个领域崭露头角。

因此，我们一方面不必因为年轻人调侃
自己是“佛系青年”而惊恐万分，另一方面也
应该对这个现象背后展现出的青年人的生
活状态予以关注。值得庆幸的是，当今的青
年生活在一个信息获取更为便利、成长机会
更为多元的时代，他们有更独立的思想、更
敢拼的闯劲，也有更多实现理想的渠道。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管他们如何展
现自我生活，这些年轻人都终将成为社会的
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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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园会植物馆方案发布

1 月 10 日，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植物馆建设方案在京发布。据悉，作为北京世
园会四大核心主场馆之一，植物馆建成后将汇聚
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 多种珍稀植物供游人观赏。

植物馆、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是北
京世园会四大主体建筑。其中，植物馆建筑面积
约 1 万平方米，分为三层，其中一层为热带植物
温室，设有 5 大展区 12 个景点，占地约 3000 平
方米，将汇聚 600 多种珍稀植物，通过红树林、
热带雨林、蕨类、棕榈、多浆植物、食虫植物、苔
藓等各类植物向游客营造出一个奇妙的“植物
王国”。

北京世园会将于 2019 年 4 月在北京延庆
区开幕。届时，在多个室外园艺展示区及场馆
内，人们将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植物，植物
品种将达上千种。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游戏市场

中国数字娱乐产业年度高峰会于 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福建厦门召开，其间，发布了《2017
全球移动游戏产业白皮书》。根据数据，中国
2017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游戏市场，移动电
竞成为行业新爆发点。

据悉，2017 年中国移动游戏区域市场收入
达 146.36 亿美元，几乎是第二名美国市场 77 亿
美元的两倍，以绝对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
游戏市场。排名三、四、五位的分别为日本、韩国
和英国。

移动电竞成为 2017 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
的“弄潮儿”。

2017 年移动电竞游戏收入的快速增长，带
动了移动电竞赛事以及移动电竞衍生内容等其
他收入的增长。整体市场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
突破 450 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超过 250％。

京津冀 28个城市 PM2.5 同比下降

环保部 1 月 10 日公布，去年 10 月至 12 月，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 PM2.5 平
均浓度范围为 49 微克 / 立方米至 97 微克 / 立方
米，平均为 71 微克 / 立方米，同比下降 34.3%。

据介绍，28 个城市中，平均浓度较低即空
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 3 位城市依次是北京、廊
坊和天津；平均浓度较高的前 3 位城市依次是
邯郸、石家庄和邢台。

去年 8 月，环保部等 10 部门联合京津冀、
山东、山西、河南等 6 省市政府制定《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攻坚行动方案》，提出秋冬季大气质量改善目
标，即“2+26”城市 PM2.5 平均浓度和重污染天
数双双同比下降 15%以上。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2+26”城市，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
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的部分城市。

我国开展寒假“护苗”行动

寒假将至，为给孩子们营造良好的上网
环境，引导孩子们安全上网、健康上网，近日，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部署各地推动网上

“护苗”行动，发布推广“护苗·网络安全课”系
列课件，向孩子和家长们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介绍，此
次推广的系列课件，除在中国扫黄打非网上
发布供下载外，同时在腾讯视频、优酷等视频
网站发布。课件由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
合腾讯公司共同设计，历时 4 个月开发制成。
课件共 5 集视频，采用新型实景动画形式，每
集约 3 分钟，主题分别为“保护个人隐私”“远
离不良信息”“防范网络诈骗”“拒绝网络欺
凌”等。专家表示，该课程将故事讲述、带入思
考和主动分享三者相互融合，契合少年儿童
的用网习惯和心理教育特点。 （周天整理）

“ 后”矣晓沅： 岁辩论助成长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大家纷纷在朋友圈里晒起了 18岁。在大部分人还一脸困惑的时候，一
波“回忆杀”已经直击心扉。

晒 18岁照片究竟是个什么“梗”？原来，在 2018 年 1 月 1日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90 后”们
集体告别了少年时代。这个“残酷”事实让一大拨早已不是 18 岁的“大人们”，禁不住感慨自己离
18岁已经又是多少个“18岁”，纷纷缅怀起自己的青春岁月。

和“青春”这个词一样，“18岁”同样是每个人胸口上的“朱砂痣”。《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专门
采访了科学、科普、科幻界的“90后”“80后”“70后”“60后”“50后”们，回忆他们的 18岁。

“ 后”老多
“ 后”吴岩 “ 后”张发明 “ 后”高爽 “ 后”矣晓沅

吴岩 岁

那年芳华正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挑事”新疆和田玉
详见第6版

“ 后”老多： 岁惊见“生死战”

“ 后”吴岩： 岁参会露头角

“ 后”高爽： 岁梦圆天文系

“ 后”张发明： 岁染疾转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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