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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撑着就活

说身外之物是眼前的世界没毛病
没毛病的身外之物是高天厚土
没毛病还有繁荣的水泥楼宇
身外之物最没毛病是大自然
草那个长啊，花那个开
露水清风在我身外

说身外之物是身边的人没毛病
没毛病的有亲情友情哥们情
没毛病的朋友转身成对头
对手的对手想来做朋友
翻脸快过翻书，斗恩成仇
鲜花荆棘全在我身外

说身外之物是身上行头没毛病
衣衫里面还有皮肉和骨头
是皮肉包裹的柔情难舍
是骨头咬啮着的疼痛难忍
一口气撑着就活，活下去
这副身架还是我身外

我是所有身外之物孤寂的驿站
驿站里只有一个梦游的过客……

通告你一声

请选一个新的你——
有一天遇见一个商店
在人工智能的淘宝街
从特朗普一直选到霍梅尼
从刘德华一直挑到任正非
当然挑顺眼的，我想
顺便问一句商店的老板

“那么，现在的我呢？”
“回收，修复，重找买家！”
天呀，一想到有个家伙
会长着我的脸在这个世界乱窜
这才是我的世界末日

特此通告，目前你见到的
还是原装非智能的叶延滨！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的开头
一般都是从明天起
或者说，假如还有明天——
想象还活着的老前辈
浪漫主义就是回家种地
有三十亩地和一头牛
老婆孩子另加一个热炕头
晚些的父兄们进了城
于是浪漫地想明天
楼上楼下，有电灯电话
或者说种地不用牛
点灯不用油……

浪漫主义的结尾
就像你手上一部手机
装满了无所不能的软件
饿了吗、滴滴出行、京东、淘宝
百度、迅飞翻译、抖音、携程
支付宝、微信、人脸识别
你可以想什么有什么
只是脑子一片空白
你在想手机还有电
就像人还活着，只是
活得有劲吗……

嘉祥武氏祠汉画

这些嘉祥地下休眠的石头
在人们眼前开出了花朵
石头开花，把藏了两千年的阳光
绽放出一个弥漫芳香的梦
大梦千年，等待你和我来唤醒

醒了的人们，从石头的纹路里
听到古驿道上哒哒的蹄声
春天从两千年前那个早晨
送出邀请，我收到了金子般祝福
敲击血管里的祖先刻下的密码

神界吹来的风从我身后
轻抚这些石头，石头肃立
把雷声和霞彩凝成的汉画
——坚守两千年的约定
在天地之间书写大美尘世！

运河上的南阳镇

微山湖开得最灿烂的一朵荷花
画在岁月的元青花瓷盘上
元代逝水，青花瓷羽化
化成一湖青波荡漾烟波无限
化成湖中岛举起古镇风月无边

风月无边的江湖最诱人的传说
是乾隆爷走上古镇石阶
是石阶尽头丝弦悠扬古戏楼
金榜题名，出相入将，衣锦还乡
大梦早醒者在湖央抛网捞晨光

晚霞里最亲切的是亲娘呼唤
炊烟捧起了童年的乳名
一个接一个的春天让湖水不老
只老了牌坊那几块石头
等着为儿孙的归舟拴住缆绳……

我的三位重要客人

这是我三位客人
是重量级的重要客人
每当独自闲坐时
他们就常来做客
人老了，老友念旧

这一位是大凉山
我随下放母亲离开城市
大凉山给我十年少年梦
大凉山的山小
小凉山的山大
最穷大山有最明的月光
月光光，都一样……

这一位是黄土塬
我离家出门独立走延安
黄土塬把我摁进土里活
掉进最深的坑底
敢迈步就是向上
最穷知青有最苦的汗水
日头晒，不唤娘……

这一位是老秦岭
我卖苦力挣工资守四年
老秦岭山高天窄铁轨长
夜长梦短爬格子
痴情无用种心田
秦岭把我举起来看自己
出苦力，写梦话……

人老了，老友念旧
一生磋砣如漏船跑滩
三老友是过命的朋友
浪高可压舱
风大可系缆……

都一一放好

把光亮放头上
脑门迎着日出
额角挂着日落
那怕只是长夜漫漫
眼角挑几粒星星
不瞎心就畅

把温暖放胸膛
暖自己也暖世人
这个世界风大雨狂
没有人不会受伤
友情看不见摸不着
心暖心知道

把诅咒甩身后
还有背叛欺骗诬陷
有影子身后黑
有无奈爬地上
原谅黑影子趴在身后
这货无脊梁

叶延滨 当代诗人、作家。历任四川
《星星》主编、中国作协《诗刊》主编、中国
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著有诗集、文集共
54部。代表诗作《干妈》获中国作家协会
（1979 年-1980 年）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
奖，诗集《二重奏》获中国作家协会（1985
年-1986年）第三届新诗集奖，其余诗歌、
散文、杂文分别先后获四川文学奖、北京
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奖等近百
余种文学奖。作品先后被收入了国内外
600余种选集。

阿尔卑斯山山麓的公路边，树
着老牌标语：慢慢走，欣赏啊!简捷
的句型中，含有无尽的劝慰式留
恋。其效果，于有心人，大可提供长
久的震撼。

近见《参考消息》载文称，当今欧
美数百名作家应邀列出他们最喜欢
的10部文学作品，其结果汇成一书，
谓之《十大名著》。发起者以为当今
生活乃黄金时代，轻而易举就能获得
的书籍从未像现在这样多，但如何挑
选却令人头疼。结果呢，入选者均为
古典文学作品，当代无一人入其列。

这样的结果，并非大家一致好古
敏求，实在是因为出版物太滥太多，
眼睛既伤于缭乱，身心又受牵于事
务。看不过来，只有凭先前的印象、
原有的阅读经验来做搪塞交卷了。
快速、快捷、快餐、快报、快递、快览、
快活……这是现代的征象，是所谓慢
生活的反面，似也颇显示古今生活方
式的区分。

宋代诗人范成大从成都回江苏，
一路流连观赏；更早前他由江苏到广
西赴任，当动身之际，低回不忍遽去，
由苏州出发“夜登垂虹，霜月满江，船
不忍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

而他由广西转成都任职，取道今
广西西北，进湖南，上湖北，转重庆，
入四川，更走了足足半年之久，不全
是路途遥远，更确凿的原因是一路
风月无边，一种前定般的牵挽令其
时作勾留。他从江苏到广西，从成
都回江苏都写有趣味盎然的小册子
记述行路的经历见闻，分别是《骖鸾
录》和《吴船录》。而由广西到成都，
更有专著《桂海虞衡志》，前二者以
行路经历为主线，后者作为详细分

类的风物参证。
探索自然界的内在生命，表达文

化人对自然的别样感受，与自然天籁
相呼吸吐纳，客观上从诸般束缚中摆
脱出来，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仿佛
多头点火系统一样，在其心灵，布设
由点及面的敏感记录。一番发酵长
养，生成人心所掌握运用的第二自
然。

同样，晚清时节，俞平伯之父俞
陛云由成都返苏州，虽云归心似箭，
一路上也颇作有选择的停留，迷恋山
川文章的趣味和法则，自然与心灵休
戚相关，在他笔下，大自然的奇迹不
啻生命意志的转型再现。

今之旅游者，呼啸而来，倏忽而
去，除了交通工具的便捷造成的加速
而外，经济与时间的困扰，心境的浮
动不宁也有绝大关涉。较之古人，看
得多而快，而所得甚少。

麦克阿瑟当菲律宾退却时，转进
澳洲，大海茫茫中仓皇逃命，险象环
生，相当狼狈，他竟还有心观察杀机
四伏的暗夜风景，虽然这种旁骛不无
苦涩。海浪疯狂拍击的力量，似在增
进其心灵的充沛笃实，一种硕大的气
象活力，难以方物。而当其扭转太平
洋战局，予日本毁灭性打击，重返南
洋大陆时，提前自舱门出，涉水向岸，
墨镜、烟斗、棱角分明的面部轮廓，身
后的高参……本身就构成一道历史
性的风景镜头，构成象征性的符号，
预示从毁灭走向新生蜕变。麦克阿
瑟败北时的风景眺望，所得之感触，
较之曹操的南征，在长江水面横槊赋
诗，情景要凶险得多，那种气势和风
范，使其内涵也深郁得多。快中有
慢，慢为后来的快作了厚实的奠定。

山河风景，其人其事，合二为一，丰饶
了无边风月的种种层面。

中国古诗（近体诗）最多交际题
材的作品，而交际诗中无风景依托者
绝无仅有，古人心绪的弹着点究在何
处，也可不问而知了。幽微篱落、穷
谷绝塞、大漠孤烟、小桥流水、苍藤老
木，残夜水榭……荒原、古寺、落日、
月夜、森林等，所以具有象征意味和
感情色彩，乃因其对精神的奴役是一
种天然的反拨。二十世纪前的俄罗
斯作家，每以风景为其作品的承载之
具，于其中安置他们广漠的忧伤和念
想，至契诃夫《草原》的出现，奠为不
可逾越的巅峰之作。他们对大自然
的领略，既有猎取，更有返还；经其头
脑、心智的处理，化为巧不可阶的文
字建筑，乃是一种新的自然或曰第二
自然，由别样文字生成的大自然。如
此心智结晶，与大自然一样千差万
别，几无雷同，那些一流文字所携带
的文化意味和感觉，从历史的深处浮
现出来，朴茂、悠远，深不可测。

对风景的赏味投入实际可分出
不同的层次，人间味的注入也略有分
量的区分。但其对风景的留念、依托
则为同一心理背景。

不同的作者其赏味的机杼轻重
浓淡不同，就在同一个作者身上，也
有缓急悲欣之分。像韩愈笔下的“山
红涧碧纷烂漫”“芭蕉叶大栀子肥”，
就和“雪拥蓝关马不前”颇有心境的
悬殊。

1861年，征战方酣之际，曾国藩
有致其子函件，略云，“乡间早起之
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
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
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

亦可。其价若干，余由营中寄回。”窃
以为，曾氏所强调，所寄意，并非非吃
自家所种菜蔬不可，读书种菜，其间
有相当寓意，园中蔬菜，乃是一种贯
穿意志理念的自然风景，是将山林拉
到农耕风景的切近之区，人间味胜
出，同时也使得快与慢的节奏达至一
种均衡，但在幽深的背景上，风景留
念的意味无法摆脱。

傅增湘自北京回四川江安，一别
多年，近乡之际，站在高处眺望，山木
河川，人间烟火，被他一番古意斑斓
的文字渲染得一片凄迷，在此则人间
和山林的意味等量。

美意识的延伸可说是无远弗届，
而在专制社会的桎梏之下，它的延伸
铺陈，就是自由部分实现的象征。古
人的慢生活，也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
高速度，更支持其冷静的观察力。而
今人的快速观览，于心灵的安顿，是
大打折扣的，其症兆，是将头脑置于
春困秋乏夏打盹的状态，乃一种疲惫
的循环，造成快不如慢的尴尬境地，
无从自拔。

“夜登垂虹，霜月满江，船不忍
发，送者亦忘归，遂泊桥下。”何等邈
远而无尽的留恋啊！

伍立杨 1985 年毕业于中山大
学中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
报》社记者、主任编辑。1995 年加
入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 著 有《中 国
1911》《民国幕僚史话》《潜龙在渊：
章太炎传》《铁血黄花》等三十余
部。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会
副主席、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
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四
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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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是新生活？
我说就是新的生活。
这不是同义反复吗？
那我就不知如何说了。
好吧，只好我来告诉你了，嘴角

露出了几丝得意：如果你想要新的生
活，就得清除全部的记忆。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电脑都能格式化，

人脑当然也可以。
说起电脑，我的最爱，确实是我

的新生活。不过，说起格式化，我就
心有余悸了。

我的电脑有脾气，一不高兴就
死机，有时甚至是崩溃。于是，我只
好四处求人，而且只能求年轻人。
年轻人上来，一顿乱敲，噼哩啪啦就
好了。有时搞不好，就是一声：

“格！”（我听成了“革！”）每次“格”过
后，损失都惨重。首先，你得重装软
件。有的软件升级了，有的软件淘
汰了。面对新软件，你要适应它，就
要花时间。而且，每次“格”过后，都
有资料会丢失，那可是我的心血
呀！电脑尚如此，人脑能“格”吗？
没有了记忆，人还有什么？还能做
什么？

后来，一个年轻的朋友给我装
了个复原软件，名字叫 GOHST。
他让我在我的电脑处于最佳状态
的时候，不要拖延，立即备份，这样
以后出了问题就可退回到这个状
态，也就再也不用“格”了。于是，
我就将我的过去附着在这个“幽
灵”的身上，隔一段时间备份一次，
隔一段时间附着一点，日积月累，
不断更新。

这就是我的新生活了。我的不
断更新的生活。我的新生活就是这
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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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家伙口才确实好，他说，我

听过他几次发言，讲得犹如高山
流水。

我相信，不管多么荒诞的事情，
只要他开口，人们就会不由得着了迷
地倾耳听。至于为何会这样？我一
下也说不清。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于是进一步
地解释：他的话有说服力，只有那些
开口的同时自己也真心相信的人才
有可能说得出来。

如果做骗子，肯定也成功。我微
笑着替他补充。

你是说我被骗了？
我可没有这样说。
那么，你的意思是？
只是有点担心罢了。
担心什么呢？
担心被洗脑。
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被洗脑？
不管什么年纪的脑，都有可能被

洗的。这就像电脑，越是用得久，越
是没更新，越是没升级，越容易被黑
客攻击，盗取删除电脑文件，更改锁
定资料一样。

我看你就是个黑客！
你装防护软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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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想想吧！他极认真地对我
说，凡事都要好好想想，都要问一个
为什么？

我说：想什么？有什么好想的？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你就大声
地放声笑吧。

我很同意这句西谚。我也真的
觉得人类还是不要思考为好。人类
不思考，脑子里面也许就简简单单干
干净净。人类一思考，脑子就像电脑
一样，时刻都在产生垃圾。

当然，你也说得对，脑子就像一
台电脑。不过，如果真的简单，那就
是台 286 了。现在都在用WIN10
了，WIN11也在测试了。你现在用
286，那可就惨了，一开机就会死机。

至于垃圾，怕什么？每天清理不

就得了，每天杀毒不就得了。有人的
地方就有垃圾，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情。你就那么怕垃圾啊？

是的，不应怕垃圾。我同意了他
的话。我不怕垃圾。

周实 编审，曾创办《书屋》并任
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
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
宁》，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
房里》，长篇小说《性比天高》等。

人脑与电脑
□ 周 实

周一新 宁夏书画院院长，宁夏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宁
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画学会理事；北方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戴敦邦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
区“313人才”新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自治区首批“塞上文化名家”；
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芝仙呈瑞（国画） 周一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