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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这颗星球被一只巨龙残暴的统治着。巨龙身高百尺浑身长满黑色的鳞片，

它站立起来远超人类最宏伟的大教堂。它的红眼闪烁着仇恨的光芒，从它的巨口不停

流下恶臭的黄绿色的粘液。它向整个人类索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献祭——在每天黑夜

降临之时必须送来一万名男女到巨龙暴君居住的山脚下以供它享用。有时候巨龙会直

接吞下这些可怜的人们，但有的时候它也会把祭品锁在深山之中，让他们痛苦地度过

人生最后的岁月直至最终落入龙口。 

巨龙暴君带给人们的苦难罄竹难书。除了每天一万人被残忍的宰杀之外，他们留在世

间的父母，妻儿和挚友也不得不承受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 

有些人也尝试过与巨龙作战，但是与其说他们敢为人先其实还不如说他们是盲目自

大。牧师和法师们向巨龙施展着诅咒，但巨龙不为所动。装备着最精良铠甲与武器的

勇武战士冲锋陷阵，但还未靠近就被巨龙喷出的火焰烧成灰烬。药剂师炮制出剧毒，

绞尽脑汁骗巨龙吞下，但最终不过是让巨龙胃口大开。巨龙极为强大，它的利爪尖牙

和喷出的火焰犹如高效的杀人机器，再配上它浑身坚不可摧的鳞片之铠，人类的任何

攻击对他来说都不值一提。 

人们渐渐发现，屠龙事不可为，因此不得不臣服于它的统治，并夜以继日为它献上恐

怖的祭品。被献祭者常常是年长的人，即使他们往往同年轻人一样精神焕发，身强体

壮，很多人也更具智慧，但人们觉得他们至少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生命。富有的人有

时通过贿赂前来抓人的士兵得以暂时苟活，但宪法已经规定，巨龙面前王子与庶民同

等，最终都必将被送往巨龙口中。 

即使在公开场合不愿表达，但绝大多数人都对巨龙心怀恐惧，于是有的传教士试着去

安慰那些害怕被巨龙吞噬的人们，告诉他们一定还有来世，而在来世不会再有巨龙带

来的灾难。有善辩的人论述着巨龙也许在自然界中有自己应得的地位，理应获得它需

要的食粮。他们告诉人们，最终被巨龙吞入肚中是人生而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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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则坚信着巨龙的存在对人类有益，因为没有巨龙的话人口的增长必定失控。这些

理论到底说服了多少畏惧的人们我们不得而知，但大部分人只是在努力地忽略未来那

等待他们的悲惨结局。 

几百年来这样绝望的事一次又一次重演着，早已没有人记录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龙口，

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失去了挚爱而心碎流泪。人们慢慢调整了自己的世界观，慢慢接受

了巨龙暴君就是生命的一部分。而鉴于反抗明显毫无意义，屠龙的事业也慢慢偃旗息

鼓，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开始尽力让献祭变得不那么残忍。巨龙仍会偶尔袭击城镇，但

是人们也发现只要每天准时将足够的生命送到巨龙山脚下这些攻击也会随之减少。 

所有人都知道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会变成巨龙的饲料，于是人们变得更愿意早而多的

生下孩子，很多女孩 16 岁时就已经身怀六甲，一对夫妇生养十几个孩子也是常有的

事。就这样，人类的人口得以维持而巨龙也得以终日享用人类为食。 

几百年间人类忠实的供养着巨龙，而巨龙缓慢但稳定的慢慢变得更加巨大，它的体型

就如它所栖息的山峰一般庞大，相应的它的胃口也与日俱增。一万人已经不能满足它

了，它向人类要求每天黑暗降临之时必须送八万人到它的山脚下。 

每天要将如此多人送到山脚下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国王每天与其说在思考着巨龙的

存在和它所造成的死亡，不如说更多时候在想着如何才能做好动员和运送这么多人的

后勤工作。 

为了让这个过程更顺利，国王下令修建一条铁路，两条直直的铁轨直通巨龙的居所。

每过 20分钟，就有一辆满载的列车抵达山脚下的车站，之后再空驶而归。有时月光照

亮大地，火车上的人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前方巨龙与高山的双重轮廓以及那双闪耀着红

光的眼睛，就好像巨型灯塔的光一般指引着通往湮灭的路。 

国王雇佣了大量公务人员来管理献祭的过程：有记录员负责追踪今天该轮到谁被献

祭；有专人专车分散在各地负责收编被选中的人们，他们要以电光火石的速度把人送

往车站或者直接送到山脚下；有职员专门负责发放救济金给那些难以为继的家庭；也

有安慰师负责送那些必死之人通往巨龙的最后一程，用药物和自己的精神让他们不必

太过痛苦。 

除此之外，还有一群龙学家们在研究怎样让这些后勤工作更高效，而另一些则在研究

巨龙的生理与行为。龙学家们采集破碎的鳞甲，巨口滴落的粘液掉落的牙齿，以及带

有人类骸骨的排泄物等等作为研究的样本，并将他们一一细心标注与存档。人类越研

究这头巨兽，就越验证了大众对于巨龙不可战胜的认知，尤其是那些黑色的鳞甲远比

人类所知的任何物质都要更坚硬，人们甚至无法在上面留下哪怕一点划痕。 

为了支持这些耗费惊人的研究，国王不得不对人民课以重税，以至于原本已经占据了

王国经济七分之一的龙类开销在以比巨龙更快的速度飞涨。 

但人类是一个好奇的物种，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想到一个好点子。其他人则借鉴这个

想法，加入自己的改进和创新。时间流逝，人们创造了很多奇迹般的工具与系统。计

算器，温度计，显微镜，蒸馏瓶这些发明让产生和试验新的想法变得越发容易，而新

的想法中又有更多帮助人们创新的点子。 

因此，那远古时期几近静止的创造的巨轮终于开始慢慢加速转动。 

圣徒们预言了人类总有一天会发明让人飞在空中的机器，总有一天会做到很多神奇的

事。其中一位德高望重但又特立独行的圣徒甚至预言了人们总有一天能够制造足以杀

死巨龙暴君的装置。 

但国王的学者们却不认可这些言论。他们说人太重，不可能飞得起来，而且人甚至都

没有长羽毛。至于所谓杀死巨龙暴君，历史已经成百上千次的记录了前人试图屠龙的



事件而从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在被预言会死去的巨龙吞噬了特立独行的圣徒之后，一

位文士在他的讣告中写道：“我们都知道这位先生总是有一些不靠谱的想法，但是他

写的东西还是挺有趣的。也许我们应该感谢巨龙的存在使得‘巨龙批评’这种文学类

型得以出现，也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这种焦虑文化的存在！” 

与此同时，创造的巨轮持续的旋转。仅仅几十年后，人类确实飞上了天，也确实做到

了很多神奇的事。 

一些激进的龙学家开始论证一种新的屠龙之法。他们也承认屠龙绝非易事，但是如

果，如果人们能发明一种比巨龙的鳞甲更坚硬的物质，并且能把它装载到某种导弹上

面，也许屠龙壮举有一丝成功的希望。起初，这种激进的想法被龙学家同行们嗤之以

鼻，毕竟并不存在比鳞甲更坚硬的物质。但人们不断钻研这个问题，时光飞逝，终于

有一位激进的龙学家成功创造出一种化合物并且向人们展示了它确确实实可以击穿巨

龙的鳞甲。于是许多过去持怀疑态度的龙学家们加入了激进者的行列。工程师们也计

算出，用这种化合物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导弹并以足够的速度发射出去就能击穿巨龙的

防御。但是，要制造如此多的化合物，价格必将极为昂贵。 

几位德高望重的工程师和龙学家们一起向国王提出了制造反龙导弹的请愿书。请愿书

送达的时候，国王正率领着军队去讨伐一只吃掉了村民又逃回了丛林的老虎。农村谣

言四起，大家都怕老虎会卷土重来。国王率重兵包围了丛林，并命令士兵们进行地毯

式搜索。最终，国王终于可以宣布包括杀人虎在内的丛林中 163只老虎全部被消灭，

但是请愿书却也在战乱中遗失了。 

于是请愿者们再次上书，这回他们收到了国王手下一位部长的回信，信上说国王会在

审查完今年的年度龙管理预算之后考虑请愿的内容。今年预算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

值，包括要新建一条通往高山的铁路。在巨龙暴君增加要求，每天黑夜降临的时刻必

须送去十万人的祭品之后，原本的铁路终于不堪重负，而新的铁路也被提上日程。当

预算的事终于尘埃落定的时候又传来消息，王国偏远地区有村庄被响尾蛇袭击了，国

王因此又立刻动身去集结军队，并发兵去讨伐新的威胁。请愿书再次被塞进沾满灰尘

的橱柜里，深深的藏在城堡的地下室中。 

反龙学者们于是再次集结，讨论下一步的计划。辩论非常激烈，从白天持续到晚上。

破晓即将到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决定，要把这件事交给人民来决断。之后几周的时间

里，他们周游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解释他们的计划。一开始，

人们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巨龙暴君是无敌的，而且它的存在就是生命中

的必然。但是在听说了新化合物的存在以及导弹的设计之后，很多人被打动了，越来

越多的人蜂拥到反龙学家的演讲大厅，社会活动家们也开始组织大家为支持屠龙计划

而集会。 

国王得知这些集会之后召集了他手下的顾问们，征求他们的意见。顾问们告诉国王，

反龙学家们曾经送来过请愿书，但是同时也说，反龙学家都是制造麻烦的人，这些人

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也许人们乖乖接受巨龙暴君的不可违抗才是对社会稳定最有益

的选择。而且更不用说龙管理机构提供的那么多工作岗位在屠龙成功之后必将不复存

在。屠龙看起来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条新铁路和两场出征过

后，国王的保险箱现在也空了。国王正因为讨伐了响尾蛇风头无两，于是他听从了顾

问们的建议。但是为了防止公众认为自己忽略反龙学家们的情愿而对自己产生不满，

国王还是决定举行公开听证会。首席龙学家，各部部长，以及各界公众人士都受邀出

席。 



听证会在圣诞节前，一年中最黑暗的一天在王国最大的皇家城堡礼堂举行了。礼堂中

座无虚席，很多人挤在过道上。礼堂中的气氛犹如决战前的准备一般严肃而紧张。 

国王发表了欢迎辞，之后请屠龙计划首席科学家上台发言，这是一位看起来非常认真

的女士，她脸上挂着严肃到近乎严峻的表情。她言简意赅的讲解了屠龙设备为何能够

奏效，以及具体如果生产所需数量的新型化合物。考虑到所需资金的数量，这项工程

大约需要 15-20 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果继续加大投入，也许 12年左右就可以完成。但

是，我们无法保证计划百分百会奏效。人群都紧紧跟随着她的思路和演讲。 

下一位上台的是一位说话气势如虹的男士，他是国王的首席道德顾问，他的声音轻松

的响彻大厅：“虽然我认为现在并没有任何证据，但让我们不妨先假设，这位女士所

讲的科学原理都是正确的，同时这项计划也是技术上可行的。她现在要求铲除掉巨

龙。我猜，她大概觉得自己有不被巨龙吞食的权利。这个想法多么轻浮而放肆啊。不

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人类有限的生命都是对每个人的一种祝福。消灭巨龙看起来多方

便啊，但是这会破坏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只专注于屠龙会让我们更难完全意识到我们

的生命自然而然指向的那些美好，我们不应该只是生然后活而是应该享受生活。如果

一个人只是想尽可能长的延续他平庸的生命而不去思考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重

要问题的话，我认为这是极为可耻的。对，就是可耻。而且我明确告诉你们，巨龙生

来就是要吃人类的，而我们这个物种所特有的，真切而高贵的特性，只有被巨龙吃掉

才能真正达成…” 

听众们礼貌的听着这位能说会道的演讲者的话。他的辞藻丰富得让人不禁觉得这些话

里一定有很多深刻的思想，只是大家都没太抓住重点。当然了，国王指派的高官说出

的话一定是有足够的内涵的。 

接下来登台的是一位因为善良虔诚而备受尊重的宗教圣徒。当他大步走向讲台的时

候，台下一个小男孩突然大喊道：“巨龙就是坏！” 

男孩的父母脸色通红，赶紧咒骂着让小男孩安静下来。但是圣徒说：“让他说吧，也

许他比我这个老糊涂更有智慧。” 

一开始，男孩非常害怕，紧张的不敢动弹。但是当他看到圣徒柔和而友好的微笑和伸

出的手的时候，他还是乖乖的走上了讲台。圣徒问：“勇敢的小伙子，你害怕巨龙

吗？” 

“我只希望我奶奶能回来。”小孩答道。 

“巨龙夺走了你的奶奶吗？” 

眼泪在男孩受了惊吓的大眼睛里打转：“是的。奶奶答应了要教我怎么烤圣诞节吃的

姜饼干。她答应了我要一起做一个姜饼小房子和一个住在里面的姜饼小人。但是突然

那些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把奶奶带走了，带到巨龙那里去了……巨龙很坏，因为它吃

人……我希望我奶奶能回来！” 

说到这孩子泣不成声，圣徒只好将他送回了父母身边。 

当晚还有其他几个演讲者，但是孩子质朴的话已经刺破了部长们那华丽的辞藻吹起的

气球。人们开始支持反龙学家，到听证会结束的时候，连国王也意识到屠龙计划有理

有据而且充满了人道关怀。在总结陈词里，国王只说了一句：“咱们行动吧！” 

消息不胫而走，街道上爆发出一阵阵庆贺声。那些为了屠龙事业奔走的人们举杯相

庆，为人类的未来而干杯。 

第二天一早，十几亿人突然意识到，自己被预定送去巨龙口中的时间要比屠龙导弹完

成的时间更早。临界点终于被跨过了，过去只有一小群梦想家们才会主动支持屠龙的

事业，但现在它成了所有人心中的头等大事，第一要务。“公众意愿”已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而是以肉眼可见的强度和集中度出现了。大型集会为导弹计划募集了大量

资金，同时也敦促国王提供更多的国家级支持。国王也响应了大家的请愿。在元旦演

讲中，他宣布将以大笔资金专项资助屠龙计划；同时他也决定变卖自己的夏宫和土

地，并把所得当做私人捐款。“我认为十年之内，这个国家应当集中精力解决自古以

来就存在的巨龙暴君带来的祸端，并解放整个世界。” 

由此开始了一场伟大的科技进步与时间的赛跑。屠龙导弹概念虽然简单，但真的要制

造出来，有成千上万个技术难关要攻克，而它们中每一个都要耗费大量时间，从大量

失误中学习。试验弹造出来了，但是却无法发射或者南辕北辙。在一次悲惨的事故

中，一枚射偏的导弹击中了一所医院，造成了数百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死伤。但现在，

人们有了一种真正严肃的使命感，即使有人刚刚牺牲在废墟里，测试也从没有停滞不

前。 

虽然有近乎无限的资金支持，科技人员也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但国王定下的十年之

期仍然难以达成。十年已经过去，而巨龙仍然完好无损。但努力没有白费。一枚原型

导弹终于试射成功了。昂贵合成材料核心也已经安排投产，到它按计划完工时刚好可

以装入改进型的导弹外壳。发射日期就定在第二年元旦前夜，恰好是计划正式启动后

的第十二年。当年最热销的圣诞礼物就是倒数到第零天的日历，而销售收入也全部投

入导弹计划中。 

国王也从当年那个轻浮而粗心的自己转变成了一个每天泡在实验室和制造厂，鼓励和

赞美工人们的人。有时他会带着睡袋，在吵闹的工厂里休息一夜。他甚至开始学习屠

龙计划的技术细节，但是他提醒自己只提供士气上的支持而不要随意插手技术和管理

事项。 

元旦前七天，十二年前那个大力推举屠龙计划的女士，如今计划的总指挥，来到皇宫

并要求国王紧急召见。国王收到她的消息马上跟来访的外国代表致歉，并从枯燥的圣

诞外交活动中抽出身来，赶到科学家等待的房间。科学家还是一贯地因为最近长时间

工作而有点脸色苍白，神色疲惫。但今晚，国王觉得他在她眼中捕捉到了一缕解脱而

满足的光。 

她告诉国王，导弹已经就绪，核心已经安装完毕，一切都已再三确认，就等国王下达

发射命令就可以马上发射。国王瘫坐在扶手椅上，闭上了双眼，他在努力思考，如果

今晚发射，比计划提前了七天，那么七十万人会因此获救。但是如果出现任何差错，

导弹没有击中巨龙而是击中了高山，那也会是一场灾难。那样核心也必须重建，整个

计划会被拖后大约四年。他安静的坐在那，整整一个小时。正当科学家以为国王睡着

了的时候，他睁开了眼坚定的说：“不，我希望你马上回到实验室去，我要你再检查

一遍所有事项，然后再复查一遍。”科学家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叹息，但她还是点

点头回去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天气阴冷而多云，但是无风创造了良好的发射条件。太阳正在下

山，科研人员们小步快跑着，进行着最后的调试，做着最后的检查工作。国王和他的

顾问团在发射台不远处的平台上观望着。更远处，围栏之外，许多人聚集着，等着见

证这一伟大的事件。一块巨大的时钟显示着倒计时：还有 50 分钟。 

突然一个顾问请请拍了拍国王的肩膀，让他看向围栏的方向，那边似乎发生了一些骚

动。有人翻越了围栏，向国王所在的平台跑来。安保人员快速的逮捕了他，并把他铐

起来带走了。国王有转身继续关注这发射台和远处的高山。高山上，他能看到巨龙黑

色的蜷缩着的轮廓，他在进食。 



大约 20分钟过去了，国王惊讶的发现刚刚被铐走的人又回到了平台前，他的鼻子流着

血，周围站着两名保安。这人看起来有点癫狂了，他看到了国王突然竭尽全力的大喊

着：“火车！最后一趟火车！让它停下！” 

国王问：“这年轻人是谁？我觉得他挺眼熟的，但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他有什么要

求？放他过来吧。” 

年轻人是交通部的一名新职员，他之所以这么癫狂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己的父亲正在开

往山脚的最后一趟列车上。国王之前命令火车照常行驶，以防任何干扰造成巨龙离开

它现在经常待的山前开阔地带。年轻人乞求国王下达一个撤回命令，叫停本该在零时

刻前五分钟到达的最后一列火车。 

国王说：“我做不到，我不能让计划冒这个风险。” 

“但是火车也常常晚点 5 分钟，巨龙绝对不会察觉的！求您了！” 

年轻人跪倒在国王面前，恳求他救救自己父亲和其他上万名乘客。 

国王看着这个不断恳求，脸上流着血的年轻人，但他咬紧了嘴唇摇了摇头。年轻人被

保安带走时还在不断哭着哀求：“求您了！叫停最后一趟列车！求您了！” 

国王默默站着如同一尊雕像，突然，哭闹声停下了。国王抬头一看倒计时：还有最后

5 分钟。 

4 分钟。3分钟。2分钟。 

最后一名技术人员也离开了发射台。 

30 秒。20秒。10，9，8…… 

火球喷涌而出覆盖了发射台，导弹升空了，围观的人不由自主的踮起了脚尖，无数双

眼睛盯住了闪着白光的火箭助推器前面的弹头，它正指向远处的高山。群众，国王，

男女，老幼，在这一刻他们仿佛共享了一个认识，一个共同的体验：那闪耀的白色火

焰，划破了黑暗，带着人类的精神，恐惧和希望……直指向那邪恶的心脏。地平线上

的轮廓摇晃着，倒下了。成千上万欢畅的声音从人群中爆发出来，混着倒下的怪兽发

出的震耳欲聋的悠长轰响，犹如地球本身终于松了一口气一般。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

迫，人类终于从巨龙的暴虐统治中解放了。 

欢呼转化成一阵欣喜若狂的呐喊：“国王万岁！我们万岁！”国王的顾问团像其他人

一样，开心的像一群孩子。他们互相拥抱着，恭喜着国王：“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

了！” 

但国王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答道：“是啊，我们是做到了，我们今天屠龙了。但是可恶

啊，我们怎么就决定开始的那么晚呢？我们本该 5年前，10 年前就做到的！几百万人

本不必死的。” 

国王走下平台，走到戴着手铐坐在地上的年轻人面前。他跪倒在地：“请你原谅我！

天啊，请你务必原谅我！” 

豆大的雨滴滴落下来，平地变成泥潭，浸透了国王紫色的长袍，也冲开了年轻人脸上

的血污。国王说：“我真的很抱歉你的父亲去世了。” 

“那不是你的错，你记不记得十二年前在城堡的事？那个想要你把奶奶还回来的哭泣

的小男孩——那就是我。那时我不懂你根本不可能完成我的心愿。今天我又请求你救

我的父亲，但其实在不破坏发射的情况下，现在也不可能救他。但是你救了我的命，

我妈妈，我妹妹。为了这些我们怎样感谢你都不为过。” 

国王指着人群说到：“听听他们的声音吧，他们因为今天的成就而为我欢呼，但是你

才是真正的英雄，你叫喊着把我们动员起来对抗邪恶。”国王让保安打开手铐，“走



吧，去找你的母亲和妹妹，你和你们全家以后都是皇宫的座上宾，只要在我的能力范

围内，我会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年轻人离开了，皇家随从们在大雨中簇拥着跪倒在泥地里的国王，在他们被雨淋湿的

制服中间，一张张涂了粉的脸上充满了复杂的表情，既是喜悦也是解脱，同时也有着

迷茫。过去这一个小时太多事情发生了改变：人们重新获得了追求一个开放的未来的

权利，一种最原始的恐惧被消除了，许许多多长久存在的假设被改写了。随从们试探

地左顾右盼，不知道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们该做什么，仿佛在确认地面是否还坚

定，想在各自的眼神中寻找答案，又仿佛在等待着某种指示。 

终于，国王站了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陛下，我们现在做什么？”最资深的随从大胆的问道。 

国王说：“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经历了太多了……但我们的旅途才刚刚开始。我们

这个物种在这颗星球上仍然很年轻，广阔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我们应当步入这未来，

达成比过去的我们更高的成就。我们现在有时间了——有时间把事情做对，有时间慢

慢长大，有时间从错误中汲取知识，有时间慢慢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也有时间享

受那个美好的世界。今晚，全王国的钟都要敲响直到午夜，以纪念我们之前死去的前

辈们，而午夜之后，我们要狂欢直到天明。未来的几天……我想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来重整这个国家！” 

  
———————————————————————————————————— 

  

故事的中心思想 
MORAL 

  

关于衰老的故事传统上总是集中关注如何优雅的处理好衰老。人们推荐的应对日渐消

退的精力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方式总是顺从加上在实际事务和个人关系中寻求完成

感。如果考虑到不管做什么都不可能避免或延缓衰老的话，这种处理方式是合理的。

与其受不可能之事的折磨，人还不如寻求内心的平静。 

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境况。虽然我们仍然缺少有效且令人接受的延缓衰老的方

法【1】，但是我们渐渐能够看清哪些研究方向有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指向类似的方

法。那些鼓吹被动接受的，“死亡主义者”的故事和意识形态在今天已经不是无害的

安慰源泉了。他们是我们立刻采取行动的致命绊脚石。 

很多知名技术专家和科学家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我们有可能也必定会减缓和恢复人类的

衰老。【2】但当下，我们缺少对于实际方法和具体时间线的共识，我们甚至还未达成

共识确认这个目标至少是理论上可行的。对应到寓言中（当然巨龙就是衰老），我们

所在的阶段是在特立独行的圣徒预测了巨龙最终的灭亡和激进的龙学家通过新合成材

料击碎鳞甲而说服了同行们这两个事件之间的。 

这则寓言在道德上展示的论点是很简单的：寓言中的人们有明显而强烈的道德原因来

寻求消灭巨龙。我们目前面对人类衰老问题的情况和寓言中人们面对巨龙的情况是由

紧密的比喻关系的而且他们在道德上是同构的（ethically isomorphic）。因此，我们

有强烈的道德理由来寻求解决人类衰老。 



但这个论断并不是仅仅支持延长生命周期本身。只增加生命末期的病痛和衰弱是毫无

意义的。这个论断是支持尽可能长的去延长人类的健康周期。通过减缓或停止衰老过

程，健康人类的生命周期会被延长。人们可以在原本可能已经死去的年纪继续保持健

康，精力充沛并富有成效。 

除了以上这个概括性的中心思想，以下还有几个更针对性的教训： 

（1）重复发生的灾难会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统计数字而已。在寓言中，人们调整

自己的预期以便适应巨龙的存在，以至于很多人甚至意识不到巨龙是坏的。衰老也一

样成为了只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其实它应当为不可计量的人类痛苦和死亡负主要责

任。 

（2）对科技持静态观点。人们论证着杀死巨龙永远不可能，因为过去所有的尝试都失

败了。他们没有考虑到逐渐加速的科技发展进程。我们会不会也因为同样的错误而低

估了治愈衰老的可能性呢？ 

（3）为了管理而管理。王国七分之一的经济是龙管理相关的（就像美国七分之一的

GDP 花在健康保障方向）。止损变得过于重要和核心，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什么才是真

正的本质原因。我们绝大部分的健康经费没有花在大规模研究停止衰老上，而是花在

了健康保障以及研究独立的疾病上了。 

（4）对社会好与对人们好越来越远。国王的顾问团担心反龙学家会造成社会不安定。

他们说屠龙对社会没什么好处。但归根结底，社会秩序为了人的福利而存在，而总的

来说救人一命对人是有好处的。 

（5）对比例缺乏概念。一只老虎咬死了一个农夫，一条响尾蛇影响了一个村子。国王

解决了老虎和响尾蛇，这是对他的人民有利的。但是他还是犯错了，因为他的优先级

设定有问题。 

（6）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修辞。国王的道德顾问所说的那些精致的关于人类尊严和物

种特性的话都是从当代类似职务的人的演讲中抽取出来的。【3】但修辞只是烟雾弹，

它使得道德的现实更模糊而不是更清晰。而小男孩那不经修饰但诚实的话才指向事件

的核心事实：龙就是坏的；它会摧毁人。这一基本点关于人类衰老也成立。 

（7）无法意识到紧迫性。直到故事很后期的时候人们都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项目有多

么重要。国王只有在看着那个满脸是血恳求的年轻人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所发生的的灾

难有多么巨大。寻找治愈衰老的方法不是一个也许我们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挺不错的

事情，而是一个紧急的尖叫着的道德必需品（urgent, screaming moral imperative）。

我们越早集中精力研究就会越早取得成果。我们是 25年还是 24年得出结果是非常关

键的问题，因为超过加拿大总人口的人们会在这一年中死去。在这件事上，时间就是

生命，是大约每分钟 70 人的生命。面对时钟这样的前行速度，我们应该停止胡乱操作

一事无成（faffing about）。 

（8）而未来的几天……我想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来重整这个国家！国王和他的人们在

狂欢结束之后会面对很多重要的挑战。他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并且定型于龙存在的情况

下的而现在出现了一片吓人的虚空。他们必须创造性的在个人和社会层次上使人的生

命诱惑力的，动态的，有意义的在常规的 70多岁（three-score-years-and-ten）以后

继续下去。幸运的是人的精神非常善于调整。另外一个他们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人

口过多。人们可能需要学会晚生孩子，少生孩子。也或许他们可以利用更高效的技术

养活更多的人口。又或者他们会开发出宇宙飞船从而殖民银河。我们目前可以暂时让



长生的寓言中的人民去战胜这些新的困难，而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冒险中大步前进。
【4】 

  

———————————————————————————————————— 

  

【1】卡路里限制（一种低卡路里但是高营养的饮食计划）在所有被测试的物种中都能

延长生命周期并延缓衰老相关疾病的出现。现正进行的一项关于恒河猴和松鼠猴的研

究也初步支持了类似结论。很可能卡路里限制对我们这个物种也会有效。但是，几乎

没有人类会愿意一辈子都让自己处于饥饿型的饮食计划中。有些研究者在寻找卡路里

限制型饮食的类似物——某些既能提供我们所期望的低卡路里摄入又不至于使人挨饿

的化合型产品。（参见例如 Lane, M. et al. (1999) “非人类哺乳动物中营养性调整衰

老”“Nutritional modulation of aging in nonhuman primates,” J. Nutr. Health & 

Aging, 3(2): 69-76. 等类似研究） 

【2】最近在第十次国际生物病学和老年病学研究会上进行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参与

者相信未来 10-20年，全面地重新激活中年鼠身体功能是有可能的或“不是绝不可

能”的。(de Grey, A. (2004), “Report of open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life 

extension research,” (Annals NY Acad. Sci., 1019, in press)). 同时参见例如 de Grey, 

A., B. Ames, et al. (2002) “该谈谈 SENS了：关于人类衰老的不可变性的批评”

“Time to talk SENS: critiquing the immutability of human aging,” Increasing 

Healthy Life Span: Conventional Measures and Slowing the Innate Aging Process: Nin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iomedical Gerontology, ed. D. Harman (Annals 

NY Acad. Sci. 959: 452-462); 以及 Freitas Jr., R. A., 纳米医学第一卷, Nanomedicine, 

Vol. 1 (Landes Bioscience: Georgetown, TX, 1999). 

【3】参见 Kass, L. (2003) “不会衰老的身体与快乐的灵魂：生物科技与对完美的追

求”“Ageless Bodies, Happy Souls: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Perfection,” The New Atlantis, 1. 

【4】对于对本文初稿提出过建议的人们我非常心存感激，尤其是 Heather Bradshaw, 

Roger Crisp, Aubrey de Grey, Katrien Devolder, Joel Garreau, John Harris, Andrea 

Landfried, Toby Ord, Susan Rogers, Julian Savulescu, Ian Watson, 以及 Kip 

Werking。同时我也非常感谢 Adi Berman, Pierino Forno, Didier Coeurnelle, 以及其

他人把本寓言翻译成多国语言。也感谢所有帮忙宣传以及给予鼓励的人们。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