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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游击战
生生活活

张丰

有一天晚上在海边跑了 10公里后，
我点开手机看步数。加上白天的奔波，我
已经行走了两万五千步，排在朋友中的
第二位。最多的是以前的一位同事，走了
三万步以上。我想了一下，就把她删除
了，这样，我可以排名第一了。哈哈！

现实中，我们想超过一个人，不管是
跑步还是考试，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
计数软件中，却可以通过这种作弊手段
来“提高排名”。像我这样的选手，已经算
非常“文明”，据说还有人在网上买摇步
神器，自己躺在床上，手机可以摆动计算
步数。

我非常怀疑，如果没有跑步软件，我
是否能够完成第一次的 5公里跑步。在
跑完 1公里的时候，语音就“恭喜你已经

跑步 1公里”，它还安慰我，刚开始跑步
的时候有点累，但是坚持下去，会越跑越
轻松。在你跑完步第三天的时候，它会发
来一条信息，告诉你疲劳已经消除，可以
接着跑步了。

但是我的疲劳还没消除。在它提醒
我出汗的时候，我也没有出汗。有一次跑
完步，我也拒绝了“拉伸一下”的要求。我
正在和跑步软件进行一场斗争，因为我
发现，自己正在陷入一种被监督的生活。

最初，我从健身教练那里感受到了
这一点。刚请私教的时候，教练要求我每
天把吃的东西拍照发在群里，我还以为
这是玩笑。接下来，她每天认真督促，让
我不敢怠慢。有一天我不小心发了一张
和朋友饮酒的照片，还招来了她的批评：
喝酒只能偷偷喝，怎么好意思发朋友圈？
开始时感受到不快，但是很快就习惯了

这种被监督的生活。我变得无比自律，
每天自己提前制作好健康的午餐，带
到公司去吃。

跑步软件是另一种监督。刚开始
跑步的时候，它提醒你注意跑步姿势，
告诉你开始会比较累，坚持下来就会
“越跑越轻松”。每跑 1公里，它都会恭
喜你，并且告诉你用了多长时间。对我
来说，这是最好的鼓励，10 公里的长
度，被切割并且理性化了，显得不再遥
远。

欺骗别人容易，欺骗自己却无论
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个雨夜，我第
一次跑 10公里。我知道天上有一双眼
睛在看，这不是抽象意义的“诚信”或
者良心，而是卫星。手机上的跑步软
件，最终会记录下你的跑步轨迹。它会
显示出一张地图，也会记下你每一公

里的速度以及你消耗掉的热量。
那个跑步软件有一句著名的广告

语，“自律给我自由”，这真是相当有蛊
惑力的口号。自律，通常意味着乏味。如
今都市白领流行一种新的“自我控制”，
甚至把减肥行业美化成“体重管理”，这
种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毕竟是反人性
的，大多数时候并不让人快活。但是，每
天由着自己的性子吃吃喝喝的“率性”，
看起来又像是一种生命的失控状态。

这种“自律”带来的“自由”，其实
是人获得自己生命控制权的欣喜。据
说日本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会获得一
种真正的“自由”，漫长的职业生涯(在
同一个公司熬到退休还专门有一大笔
奖励)终于结束，接下来的生活，是完
全属于自己的了。很多退休后的老年
人，突然焕发了青春，要做自己想做的

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也是一种类似的
“自由”。

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越来越
被跑步软件控制。我很在乎每次跑步的
成绩是否有提升，甚至在乎最终自己
“跑出来”的地图会是什么形状。在这种
过程中，人是否失去了自由？理论上来
说，朋友圈、教练和健身软件，最终形成
了一个对自我的监督体系，这无疑限制
了人的主体性。“自律”所实现的，也许
不是“自由”，而是依赖和惯性。

前几天在深圳一个公园跑步的时
候，GPS 信号一度中断，平常一圈是
2公里，但是手机却没有反应，这让我
感到慌乱，甚至乱了呼吸。某种程度
上，人就这样被手机给控制了。跑步软
件会代替教练监督，告诉我几天没有
运动了，这让我感到厌烦。

我关闭了它的消息提醒功能，只
在跑步的时候打开它，对它的各种催
促也不管不问，就像进行一场游击战
一样。这给了我一种“逃脱监控”的乐
趣。

石祥

一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啊，壮哉！
浩浩淼淼，汹涌澎湃，坦坦荡荡，天地情怀。

你向何处去？你从哪里来？
从刀耕火种，到机械化收割，
上下五千多年，改朝换代，几番兴衰。

东方巨轮历经艰险，驶向诗和远方，
奋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啊！海纳百川，海容世界，
大海有你有我，大海充满大爱！

二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潮起潮落，涛声天籁，急流险滩，云翳雾霾。

漫漫长夜，落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
积贫积弱，人口众多陷入一片苦海；
饕餮八国联军瓜分中国，
火烧圆明园，地大物博化作一片火海；
侵华日军残暴的“南京大屠杀”，
三十万无辜百姓横尸遍野，一片血海。

啊！“东亚病夫”是奇耻大辱，
“落后挨打”的教训，遗恨千载！

三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仰望五星红旗，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岂能善罢甘休，
南北夹攻，妄想把新中国扼杀屠宰。

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靠刺刀、手榴弹，一把炒面一把雪，
把用飞机、坦克、炮舰武装的骄兵打得惨
败。

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谁是最可爱的人，普天下为中华好儿女
喝彩！

四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改革开放的大潮冲破重重障碍。

张骞通西域的驼铃引来汽笛长鸣，
郑和下西洋船队换成客轮远洋往来。

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惠及民生，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曾经有“四大发明”的智慧民族，
坚持自主创新，中国品牌，倍受世人青睐。

啊！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坚定文化自信，久久为功，造福万代！

五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新时代的中华儿女豪情满怀。

共筑中国梦，万众一心，步伐豪迈；
治国理政，大展宏图，遍地花开。

精准扶贫，千百万弱势群体受益；
反腐倡廉，无数个贪官污吏下台。

高瞻远瞩，抓住机遇，行稳致远；
心存忧患，迎接挑战，严阵以待。

啊！强国强军，我们永不称霸；
和平发展，全世界人民携起手来！

六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每一朵浪花都绽放出奇光异彩。

我的故乡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
穷得没有地主、富农，靠天吃饭，半年糠菜。

如今，小地方形成了大市场，
科学种田，多种经营，城乡结合，搭建平
台。

网上联通，农产品直销海角天涯；
农民的腰包也逐渐鼓了起来。

啊！中国精神，同一个梦想不是梦；
中国道路，同一个世界没有界！

七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中华民族具有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五十六个民族，近十四亿龙的传人，
一人一面五星红旗，笑逐颜开。

北京奥运圣火传遍赤球八万里，
照亮“环球同此凉热”的诗意世界。

啊！多道多助，寡道寡助。

大逆不道，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八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中国人民有大海的无穷力量和博大胸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同样的爱。

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进一步扩大改革
开放，
东方巨人已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们的初心是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朝阳，
我们的使命是开创“春色满园”的美好世界。

啊！我们就站在这儿，永远站在这儿，
与世界民族之林同在，与和平、正义、尊
严同在！

大海赋

“ 我能够清晰地感受

到，自己越来越被跑步软

件控制。在这种过程中，

人是否失去了自由？

未来已来
往往事事

葛水平

仲夏夜的如水月光下，孩子们在暗
影里捉迷藏，虫声从黑暗处钻出来，让人
几乎找不到藏身的地方。头上的空间出
奇的高远，黑黝黝的大山迷离而又虚幻，
有夜鸟飞过的地方，一声饱经沧桑的声
音传过来：

“捣蛋鬼们该瞌睡了。”
是我祖母的声音，她喜欢坐在马扎

上打瞌睡，她说这句话时，多半明月当空
了。

乡村生活的舞台就是院子。劳动是
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每一种形式的劳
动，都可能带给静夜意外的惊喜，很多时
候，大人们心不在焉的笑声里总有对子
女们的牵挂，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走过，那
笑声戛然而止：“黑来了，小心磕碰哦。”

童年是一个不知轻重的年龄，跑过
柴草垛，谁家娃跌了一跤，“哇哇”的哭喊
声能让夜宿鸟扑棱棱越过院墙。

大人抱起娃拍打着他的屁股说：
“再哭，狼来了。”
“狼来了。”我的童年记忆一直停留

在这一句吓唬人的口头禅上。老猫高冷
的姿态从院墙上走过，大人们说庄稼地，

那些产出的经济作物，在一天的疲劳中
等待又一个秋天到来。

院子里的人声、所有故事是我想象
最初的展开，也是我所理解这个世界的
雏形。乡村，童年，老汉，满脸皱纹的祖
母，无往不胜的岁月，故乡人没有因为活
不下去时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而活着，对
他们，只要走出院子就能望见高山了，和
自然界的沉默比，人没有不快乐的理由。

成长中的记忆是一条出山路，道路
牵引着我，遥远处，指向了我可能走出的
山外。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
运会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多少年
之后，为了生存，我去学戏，懵懵懂懂地走
出了大山，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然而，蜗居在城里的我却怎么也舒
坦不起来，童年的人和事一直在我的内
心深处舒缓起伏着。

我母亲是小学老师，上个世纪的乡
村，小学老师调动频繁，夏天或秋天我和
母亲坐着毛驴车拉着家当换地儿去另一
个村庄教书，我的童年跟随母亲走过了
当时我们公社管辖的所有村庄。

毛驴、乡间小道，村庄里的杂货铺、
铁匠铺、供销社，所有村庄的村口总有一

棵老树枝叶繁茂，在阳光的照射里，浓
叶中露出屋瓦灰墙，最好的屋子用来
做教室，没有院墙的学校，隔着窗玻璃
就能望见青山。

“世界的本质就在于它有一种味
道。”

回忆童年事，已经成为日常。常常
是在黄昏降临时，留一方天地间的尘
土下，屋外的树暗成墨色了，我似乎也
寂寞得迈不动步，我把往事揪扯出来，
什么是寂寞？寂寞是经得住煎熬的事。
可能是时间、色彩、尘土、草木、琴音，
也可能是大而无当小而不定的东西。

寂寞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背景和氛
围，我无法不去亲近，我穿梭在童年的
往事中，抬头四望，童年流溢在望远的
目光中早已不归，可为什么我的记忆
总是停留在迎风奔跑的年龄？

多少年前，曾经有这样一幅画落
入我的眼前，驴，老皮松弛的汉子脸，
脸上表情负气而决绝，天气，物，光线，
都是无法复制的，深埋于心的隐痛，伴
随着成败得失，张开眼睛只看见往事
和故人，苦了一辈子在世上没有留下
任何声名，忍辱含悲。

大多数人，哪里又谈得上成败得

失。
我的画作一部分来自舞台，一部

分来源于这些没有成败得失的人事，
我从他们身上知道了什么叫生动，他
们是一群守着自然秩序的凡人，对所
有有生命的灵物都以兄弟相称。

我记得当年家乡一条河水断流
了，村庄里会唱小调的人就站在河道
唱他们自编的说唱：

四月里立上冬，
天气刮了一阵子扫长风。

豆荚刮到了树杈上，
麻雀呜的一声刮到了远方。

五月里端阳节，
打雷忽闪下了一场雪。

老母猪下了一只雪白羊，
聪明脑袋扯在了狗腿上。

六月里数上九，
十人烤火九不走。

路上碰见了人咬狗，
拿起狗来捣石头，
石头咬了人一口。

七月里来雪花飘，
聋子听见放大炮。

哑巴唱戏唱的是没眼桥，
一条腿蹦它十八丈高。

他们一直唱到十二月，最后一句
唱：颠来倒去活一年，稀里糊涂等未
来。

黑色幽默将民间的苦难调侃得生
动活泼。他们让我懂得所有的苦难经
历都是美好的因果，感受生命里的爱，
对我的当下而言，无论写作，无论生
活。

冯骥才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自
己，一个是外在的、社会性的、变形的；
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真实的自己，
就是两个心灵，两个自己要交流，如果
隔绝太久，日久天长，最后便剩下了一
个在地球上跑来跑去、被社会所改变
的自己。

未来已来。
岁月，那些缠绵悱恻、血脉贲张和

涕泪滂沱的往昔走远了吗？我的朋友
说，挣脱自足，对自己狠一点，叛逆一
点。想了很久，很久，庞大的时间单位
和情感因素已被我挥霍，时光流逝不
是一个类似展开的镜头的移动。我此
时写下一段话：乡村把农人困囿于土
地数千年，离开也是对农人的救赎。场
景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
发生改变，只是在每个人心里，也许茂
盛成长并不是为了收获。

命运赋予了生活具体而真实的内
容，在底层被人们忘却的角落里，我成
长并于一些细小普通的事物中获得美
好。

“ 命运赋予生活具体

而真实的内容，我在底

层成长并于一些细小普

通的事物中获得美好

曲江高会
诗诗话话

马斗全

我国古来多有诗人们各呈其才的诗
会，最著名的应该是许多名家诗中提到
的“曲江会”和“曲江才”了。那是因为，唐
代西安的曲江，是诗人们经常聚集、宴游
和作诗的地方，所以出自曲江的好诗很
多。

十多年前，在古都西安，也有一场得
见曲江才的曲江会，不应湮没，故应为文
一记。

丁亥夏季，中华诗词研究院西安会
议，在极有名的曲江池召开，所以有人提
议各用杜甫《曲江二首》韵成诗，以记此
次诗会。杜甫《曲江二首》为名作，第一首
为：“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
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
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步韵诗向称

难事，何况此诗中间两联的韵脚“唇”与
“麟”，义项很少，较难组词，老杜已用过
的“入唇”、“麒麟”，步韵时又不好再用，
所以甚是难押。诸人诗作出来后，却各见
其巧，教人颇感欣慰，一时传为佳话。

熊盛元用的是“珠唇”和“五色麟”：
“休嗟胜地不逢春，小苑芙蓉亦可人。漫
挟诗书浮画舫，欲呼蛮素启珠唇。时危那
得三年艾，劫换空伤五色麟。一棹茫茫烟
水绿，尊前料理苦吟身。”浑然一体，典雅
而有深致。熊东遨用的是“沾唇”和“失
麟”：“眼前风雨梦中春，享世偕来代有
人。得趣或缘诗障目，驱愁何用酒沾唇。
百端忧思随归雁，一种闲情叹失麟。乐似
濠鱼犹逐饵，几时真见自由身。”俱见诗
人情怀，颇可读。王燕：“沧海横流冬复
春，曲江池馆后来人。独怜隆准风流子，
曾与名花点绛唇。唐苑云霞迴彩凤，汉家
闲厩卧祥麟。无端今古栖迟月，不向烟波

映一身。”“点绛唇”对“风流子”，甚有
意味，又都为词牌名，颇见匠心。不会
饮酒的杨启宇则是“不沾唇”和“凤
麟”：“奔星走月几番春，贮苦停辛代有
人。漫许长谈能沥胆，自惭滴酒不沾
唇。飞扬尘土新冠盖，憔悴河山旧凤
麟。绝学千秋存一脉，多君敢惜劫馀
身。”慷慨而大气。女诗人段晓华用的
是“岸唇”与“飞麟”：“占断清流觅古
春，往来只是个中人。高塬转毂追云
足，细雨吹荷湿岸唇。四塞雄图曾控
马，一时霸气欲飞麟。卑微岂让浮名
后，自有歌吟不贷身。”诗之气势更是
压倒须眉。以下不赘举全诗。钟振振与
王燕暗合，用的也是“点绛唇”：“柳眉
向我开青眼，樱颗如她点绛唇。”刘梦
芙用的是“绛唇”，指李静凤女士为大
家唱昆曲：“漫愁雪色侵玄鬓，且听清
歌发绛唇。”李静凤用的是“驼唇”与

“赤麟”：“谢屐尘轻瞻马首，郇厨味永
荐驼唇。背时才调真黄鹤，憎命文章老
赤麟。”金水用的是“濡唇”：“为使新诗
常脱口，不辞佳酿每濡唇。浮屠堪忆唐
风月，碑碣犹存汉凤麟。”王翼奇用的
是“樱唇”：“碧树有情舒柳眼，朱华无
赖效樱唇。剧怜大野多荆棘，未信中原
欠凤麟。”二人之“凤麟”，与杨启宇暗
合。诸人所对，皆甚工。魏新河用的是
“亡唇”，殊出人意表，所对更是妙不可
言：“日落何曾真入地，齿寒不必是亡
唇。”研究院系民间学术机构，所聘人
员多为诗界高手。对于高手来说，难用
之韵自然不在话下，而各任才逞巧。诸
诗人步杜韵之所作，可谓佳作纷呈，应
为风流未绝之证。细相品味，真是一种
美的享受。

诸诗人席间闲聊时，还谈到一件
逸闻，关于文的，亦堪称趣事。王翼奇

上高二时，学校组织高考作文模拟考
试，他来到座位上一看，作文题目是
“草稿”，虽觉得有些奇怪，但没敢多
想，赶快开始作。交卷出来后，他对同
学表示自己的疑问：高考哪会出这样
的题目？这才知道，那是让打草稿的
纸，作文题目写在黑板上，他却没有注
意到！因为那篇作文作得很好，他不但
没有被批评，而且受了表扬。学校教导
主任对同学们读了他的《草稿》后说：
连“草稿”这样的题目也能写出如此好
的作文，还有什么题目不可以写出好
作文呢？

王翼奇的作文轶事，引来在座诗
友一阵开怀大笑。他因粗心而没看到
黑板上的作文题，而教导主任由此得
出的结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有
水平，再难写的题目，也可写出好文章
来。这次诗会中诗人们的诗，同样证明
了这个道理。

由上述之例可知，诗文之佳与否，
与题材、体裁等并没有多大关系，而主
要在于作者驾驭能力之高下，亦即才
学与才气如何。

“ 诗文之佳与否，与

题材 、体裁等并没有多

大关系，而主要在于作

者驾驭能力之高下

锤子中读史
域域外外

桂涛

在英国纽卡斯尔的一间小古玩店，
我一眼看见玻璃柜中那块落满灰尘的木
头疙瘩。

它看起来像一个手榴弹，大头冲下，
黄黑色，立在柜子角落，和身边抢眼的伯
明翰怀表、谢菲尔德锡壶、斯托克的瓷盘
比起来，实在是貌不惊人。

我从不歧视那些看起来又丑又蠢的
老物件。大英博物馆里就放着一块丑石，
横竖看不出为何竟能与罗塞塔石碑、女
史箴图这样的珍宝毗邻而居。游人至此，
皆视若无睹。细看简介才大吃一惊，那是
斯芬克斯胡须残片！顽石有灵，丑物不

丑。
我请老板打开玻璃柜，取出那块木

头，捧在手里端详。那木头周身磨损，不
少地方因碰撞产生小凹痕，上面还有一
块发黑的小金属牌，刻着“教堂”“林肯高
街”“1905 年 5 月 24 日”“(议会下院)议
员”等字样。因为金属牌有些发黑，錾刻
的又是花体英文字母，一些词难以辨认。

我问老板它是什么？老板说可能是
个装饰品，来自林肯郡，其他则语焉不
详，要价 25 镑。我拿着木头翻来覆去细
看，想找出更多线索。朋友看我喜欢，撺
掇我买下，最终还价到 18 镑成交。老板
说：“祝你好运，希望你能弄清它到底是
什么。”

在清理那块金属牌后，我迫不及
待地在网上查找上面露出的“C.H.希
里”和“卫理教会教堂”等字样，找到的
一篇文章让我有些惊喜——— 这怪模怪
样的木头竟是一把礼仪用木锤。

那是一篇曾登载于一本宗教杂
志、讲述林肯郡林肯市一座卫理教会
教堂历史的文章。这座教堂位于林肯
市高街上，始建于 1874 年，1905 年翻
修新建。文章中有一段描述如下：

“5 月 24 日，周三，新教堂举行奠
基典礼。第一块砖由这座城市的议会
下院议员(C.H.希里先生)亲手放下。
他获赠一把木锤，锤子上的文字由城
市的治安官(F. 史蒂芬孙先生，一位

老学者及波特兰教堂的工作者)非常
得体地錾刻。”

议员希里先生当时就是用这把木
锤敲击新教堂的第一块砖，又在这锤
子被镶上刻字的金属牌后得到它，作
为那场仪式的独特纪念品。锤子如何
从议员家流落到几百英里外的古董
店，让人浮想联翩。

我惊讶于英国史料记录的完备，
连与一座名不见经传的教堂相关的木
锤都能在文献中找到记录，并且这文
献已经被电子化，任何人都能在互联
网上找到。林肯中心卫理会教堂的历
史也记录详尽，这座曾经名为波特兰
的教堂至今仍在，更名为林肯中心卫

理教会教堂，被划入二级历史保护建
筑之列。照片中，这座两层高教堂外立
面上的白红两色砖块已经发黑。

这把锤子将一个英国议员、一座
英国教堂、114 年前的一场典礼收纳
其中，又吸引一个偶然得到它的中国
人用几个小时清理、查找，最终解密其
中蕴含的信息。这历史与现实交织的
探索真是神奇。

买下这把木锤，我拥有了一段历
史。我认为收藏的意义在于，你可以占
有附在古物上的那段历史，并且以自
己的视角和方式去观察它、探索它、体
验它。

在我看来，木锤上的磨损与凹痕
为林肯市那座教堂的历史补充了一个
细节：C.H.希里议员先生在 1905 年
5 月 24 日这天挥动木锤时一锤接一
锤，铿锵有力，木锤砸在砖块上啪啪作
响。

“ 收藏的意义在于，可

以占有附在古物上的历

史，以自己的视角和方式

去观察、探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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