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⑩评
新批

专 刊 · X I N P I P I N G · 第203期2022.9.22 责编/傅小平

《收获》2022年第4期做了一

期“科幻作品小辑”，一共有五篇

小说：《2049》《陨时》《孤独终老的

房间》《菌歌》和《无人驾驶》。

罗伯特 ·斯科尔斯在《科幻文

学的批评与建构》（安徽文艺出版

社，2011年11月版）一书中说：

“人类存在于一个不为自己所能

控制的系统中，但是这系统可以

通过自己的力量去重新编排。”这

句话是这位科幻小说文本批评泰

斗级人物，针对科幻小说讲的，但

显然不只是针对科幻小说文本所

讲，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宏观如宇

宙、微观如地球即便作为一个系

统，无论是从前还是当下抑或未

来，这个系统都不被人类所掌控

（如果掌控了，将会是什么、地球

或宇宙将会是什么，那是不可想

象的），尽管人类千辛万苦般地想

通过有始无终地认知地球和认知

宇宙来安排自己所要获得的一

切。“科幻作品小辑”里的五篇科

幻小说，大概也可以作如是观。

《2049》里的自然人阿塔与机

器人丽丽的相处、相隔，重新编码

后再相处、再相隔，彼此都不能按

照自然人的心意和机器人的编程

获得彼此的控制或者和平共处。

《陨时》，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种电

子产品（这是科幻小说的前背景

或者潜背景）“速时通”表现出来

的不同认知，或者说，时间的加速

并没有改变不同的人对时间加速

后的世界的统一认知。《菌歌》是

一部极具寓言式的作品，但这则

寓言则要告诉我们，当人类步入

到了几可以与地外文明对话的时

候，我们（往后看）才发现，人类今

天只不过与原始社会里的人——

巫对话那样原始，顶多表达和表

现的方式不同罢了。如《菌歌》结

尾所哀伤的那样，“苏素终于放弃

抵抗，像恢复到初始设置的婴孩，

露出了晴空般的笑脸。”

人类终其自己的命运，试图掌

控世界和自己，但却永远无法掌控

一切。这是人类的宿命，也是科幻

小说的宿命，尽管科幻小说有更宏

伟更远大的空间和更无始无终的

时间来构建理想中的世界和自己。

但是，当我读了《2049》等后却发

现，在这样一个科幻小说的母题

下，依然有着另外的叙事。《2049》

讲了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自

然人阿塔与一个AI（人工智能）人

丽丽的故事，一个从不理解到相互

默契又从相互默契走向从不认识

的故事。事实上，从这一角度观察，

自然人阿塔是机器人丽丽的一个

幻象，反之亦然，机器人丽丽是自

然人阿塔的一个幻象。在AI时代

到来时或进行时的当下，这样的故

事很可能是一种常态，即自然人与

自然人（和机器）创造的人工智能

的相处与博弈。在这种相处与博弈

中，我们会常常听到一种两难的声

音：自然人的人类最终会被人工智

能控制吗？或者我们会常常听到更

加悲观的声音：人类会被人工智能

取代吗？进一步追问：被控制或被

取代是自然人的创世纪，还是自然

人的末日？

人的智慧在于追问，
追问在于思考

当阿塔与丽丽又一次重逢时，

“阿塔是谁？我没有这个人类的信

息。”何以如此？因为“公司已经重

置了丽丽的主脑和感知系统，覆盖

了她之前的记忆单元”。“覆盖之前

的记忆”，也就是说，对于丽丽来

说，只有设置，包括初设、重设和恢

复初设。这是一种典型的只有指令

而没有“思考”的在场。或者说，这

种状态叫“不思考”，抑或“反思

考”。思考是通过语言、通过现象、

通过经验等所进行的一项人类迄

今为止成为地球这个行星的主人

的主要法宝，或者唯一法宝。让人

类从史前文明走进文字文明、从农

耕文明走进到工业文明，又从工业

文明步入到了今天AI文明或生态

文明，都与思考密切相关。但是，正

是思考，让人类越来越觉自己远不

如之前伟大和自信，因为地外、深

空、海洋，尤其是人自己越来越不

是之前的人的认知。也就是说，人

在思考中，发现人自己不是更加地

接近自由空间而是更加地被控制。

在阿塔看来，唯有反思考，人才有

可能在已经获得的空间里较为自

由地生活。

思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

但是，正是因为思考，人类在

已知的信条、公式、规定、法律、箴

言和已拥有的机器（当然而且必

须包括正以迅雷不及掩耳姿态发

展的人工智能）里，被包围、被约

束、被控制，甚至，自然人的思想、

精神和物质被这些有形的和无形

的现代文明所肢解。试想，一个自

然人想要获得一个与自己相契的

机器人，结果却是相识两年的机器

人丽丽被重置。在《陨时》里，由于

使用了时间加速器，“我……不需

要每天花那么多时间选产品。”这

句话的潜台词是，在一个加速时间

生长成长同是也加速了死亡的“速

时通”时代，不思考或者反思考才

是正当和正确的选择。《陨时》庄重

地写道：“他们不再需要慢慢学习

那些观测基本功”，因为生活在

“速时通”的时代里“突击一下就

可以出来带队，还能徒手抓到青

蛙、蝴蝶、螳螂之类的小生物”。

思考，是人类的本质和天性

今天人类所取的一切文明都

是思考的结果，那么思考有没有代

价呢？答案是肯定的。举一个众所周

知的例子：在神权还主宰人权的时

代，伽利略通过自己的天文观察（据

说，1609年，伽利略亲自制造了一

架具有现代意义的天文望远镜）和

思考，得出了与哥白尼一样的观点：

“太阳位于世界中心而静止不动，地

球不在世界中心而运动”（此话，伽

利略在宗教审判判决书下达之后

做了忏悔。当然，后来有史家认定，

那份忏悔书不是伽利略所写）。正是

这一观点，伽利略在公元1633年被

判“下狱”（后改为“软禁”），直到300

多年后的1979年，罗马教廷才给予

了平反。在《菌歌》里，我们来看看今

天思考的代价：“真是烦透了这些狗

屁工作日志，李想还花了半天时间

培训我们用什么话术才能从 AI

那里拿到高分——诀窍就是像机

器一样说话：突出关键信息、语法尽

量简单、避免使用文学性修辞吧啦

吧啦吧啦…打份工，不光跟人斗，还

要跟机器卷，有完没完？”因为思考，

因为追问，“慢慢的，人们忘记了原

来的语言和歌谣，甚至不再祭拜自

己的祖先和山神，切断了与自然生

灵的联系。许多人会患上怪病，失

眠、头痛、过敏、全身无力、心神不

宁。”在《无人驾驶》里，作者不仅仅

公布思考的代价，而且认定思考或

许是有“原罪”的：“这世界百分之二

十的人，控制着这些永不知疲倦的

智能机器，替代了剩余的百分之八

十的人类。所以，我们是垃圾吗？台

下一阵喧哗，不！我们是废物吗？台

下再次一阵喧哗，不！那么，我们是

什么？台下的人群像疯了一样喊道，

我们是这些他妈的臭机器的主人！”

这是思考的“原罪”,或许也是

AI的“原罪”。我们无法预知未来、

尽管我们在思考；我们无法控制一

切，尽管我们在思考。前面已经讲

过，在一篇极具寓言的《菌歌》里，

作者写道“键入这该死的报告怎么

写？写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祭祀？去

问一个无法被数据分析并操控的

神灵？还说这些废话干什么！又能

改变什么？”。这不是悲观，这是人

类进入AI时代后的反思考。反思

考不是放弃，反思考只是对我们曾

有的思考的再思考。或者说，当反

思考将思考仅做为人的唯一技能

时，反思考的思考便是：回到未来

的原点。人既不是机器的奴隶，甚

至可以说也不是思考的奴隶。当我

们的通过思考取得的宏大业绩所

付的代价，大于人类的幸福，尤其

是大于个人的幸福时，与其思考、

与其追问，还不如把“村寨的未来

交给神灵”。犹如发现了物理三大

定律的牛顿最终皈依了上帝一样！

亦如阿塔，放下不解的重置程序的

丽丽，“望着天，看见几片云，嘴里

好像念叨着什么，随后他拉开车

门，跳上了车。”

刘 火

反思考的思考

今天人类所取的一切文明都是思考的结果，那么思考有没

有代价呢？答案是肯定的。反思考不是放弃，反思考只是对我

们曾有的思考的再思考。或者说，当反思考将思考仅做为人的

唯一技能时，反思考的思考便是：回到未来的原点。

——《收获》“科幻作品小辑”读后

(上接第8版）读程一身的诗集《有限事物的

无限吸引》后也曾感到，在创作一些贴近生

活真实经历的诗歌时，其语言通常是散文

化而偏于平淡自然，但遣词的平常并不代

表语句的平庸，以平白语言组合而成的，往

往是精锐而充满韵味的语句，这一语言特

点在《读诗课》中也有明显体现。由于《读诗

课》本身诞生于课堂，而程一身在集结成书

时并没有刻意将课堂上的讲解语言修饰为

更文艺的书面语，而是保留了授课时的语

言特色——平淡、直白而自然，甚至也保留

了部分与学生们的互动语言。这就使《读

诗课》成为了一本“书面课堂”，其中，程一身

以其特有的，平淡却精到的语言，一针见血

地指出诗歌最为精微之处，又用讲授语言

一步步引导、一步步展开，以问促思，又以独

到分析解疑，开拓出精妙绝伦而又深刻严

谨的逻辑空间和美学空间。

除此之外，此书也展现了程一身在文学

内部对于语言学知识的妙用，和文学与逻辑

学的巧妙结合。诗歌是情感蒸腾过后留下

的结晶，但从本质而言，更是文字与文字的

排列组合，诗人的情感在语句组合之间隐隐

流动，抓住了文字本身，便也成功抛下了在

诗意中“游离之船”的“锚”，找到进入诗歌艺

术空间的洞口。程一身以其特有的锐利与

敏感，在几乎每一首诗歌的分析中都准确地

抓住了关键词，并以此为基点，开展有理有

据的想象和分析。最具有创新意义和启发

意义的一个例子，便是他在对张枣《镜中》的

解读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悔”与“梅”的关联，

二者因为音近，基于汉语自身的特质，于是

便也隐约有了意义上的关联，将一个抽象

的、具有感情色彩的能指被附贴在一个具有

实体形态的能指上，而那实体的所指梅花，

便也成了“悔”这种情感的载体，抽象有了形

象，情感愈发动人而沉重。这样的诗作是惊

人的佳品，这样的解读何尝不是让人醍醐灌

顶的绝妙解读？诗人对汉语的功能运用灵

活，而程一身同样以敏锐的眼光将对汉字的

分析巧妙运用在了诗歌解读之中。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便是兼顾

文学性与逻辑性，将解诗的过程清晰化、结构

化和条理化，化解了解读诗歌时的无从下手

和游离其外等常见难题。读《读诗课》最大的

感受，便是文学未必就是仅凭感受或感情催

生的产物，诗歌未必就是虚幻暧昧、模糊不

清，玄之又玄的文字组合。诗歌由语言文字

组成，无论是选用的文字本身，还是将这些文

字组成语句的语法逻辑，都是一首诗的血肉

成分，是一首诗成型的基准。每一首诗歌都

是从诗人情感的土壤中萌发而生，又攀扶着

理性的布局和结构蜿蜒向上生长，最后在枝

头开出艺术的花，大多数人只闻其香却难摹

其形，但总有人能顺着枝叶脉络摘得美的花、

尝得美的果。《读诗课》便是从诗歌的土壤

——诗人和诗歌文字本身出发，顺着整体的

结构，客观分析语言逻辑的同时，以代入诗人

视角的感性深入体悟语言的重量与诗意的流

动。正如程一身在《读诗课》中时常提及的一

句——“我们要找到依据去分析”，诗歌并不

是完全任性而动的文字组合，而是根植于诗

人自身、汉语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文学

形式，程一身没有直接点明这一点，却将这一

观念体现在《读诗课》中对每一首诗歌的解读

之中，以广博的文化储备，进入诗歌幽微之

境，从那里榨取精华。程一身在《读诗课》中

将诗歌看作一块多面晶体，不断变换角度，从

不同方位进行映照和审视，折射出不同的灵

感之光，这何尝不是一种二次打磨。

诗歌的空间本是抽象的，程一身却能用

精到敏锐的语言，巧妙地将诗人的匠心和隐

意勾勒成型，这是长时间研究诗、解读诗、创

作诗的经验，再加以生活的积累，所打磨而

成的“透视镜”，而在本书中，程一身便将这个

“透视镜”的使用方法与使用过程，完美地展

现了出来。虽然读者的文化程度以及对诗

歌了解的程度各异，但只要抱着理解和自己

相似灵魂的初心细致阅读此书，再加以个人

思考，我相信绝不会入宝山而空回。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