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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人文主义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她的太空小说《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中表现出强烈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乌托邦思考。八号行星遭受老人星殖民统治,突陷冰灾,代表们凭着向往乌托邦世界的精神力量进
化成为集体共生意识,实现了个体的自我超越获得重生。小说前半部分反映了人类集体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面
临的生存危机——冰灾,后半部分预示了人类未来世界的发展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的乌托邦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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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topian though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lanet 8
Qi Zhang, Xia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Doris Lessing, a British humanistic writer, shows strong utopian think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her
space novel The Making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Planet 8 suffered from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old man star and the
sudden ice disaster. With the spiritual power of yearning for the utopian world, the representatives evolved into a
collective symbiotic consciousness, realized individual self transcendence and rebirth. The first half of the novel reflects
the possible survival crisis of human collective in the real world - ice disaster, and the second half predicts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future world, which is full of Utopian h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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