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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算法曳
作者院全球华语科幻星云

奖组委会 编
出版社院万卷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叶算法曳收录了 2020 年星

云奖的中短篇精彩佳作袁具体
内容包括叶拟人算法曳渊杨晚晴冤
叶人生算法曳渊陈楸帆冤叶天象祭
祀曳渊宝树冤三篇作品袁均代表了

华语科幻最新尧最佳的写作水平遥其中叶拟人算法曳一文
主要围绕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袁 人工智能技术与

人类息息相关的命运为主题进行探讨要要要由人工智能
所引起的问题并非技术问题袁 而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人
性袁所涉及的更是科学尧政治尧哲学和道德方面的人文
关切遥

作者简介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于 2009 年成立袁由世界华人

科幻协会支持评选遥 组委核心成员为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荣誉理事董仁威尧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尧叶科幻世
界曳副总编姚海军遥 自成立之日起袁星云奖顺利举办十
余届袁已聚合起刘慈欣尧王晋康尧韩松尧何夕等一众科幻
作家袁是华语科幻创作领域的奖项遥

叶陪花再坐一会儿曳
作者院周华诚
内容简介
田埂上的行吟诗人尧 作家周华诚袁2022 年全新散

文作品袁 试图将一个有山有水有流泉有故事的地方呈
现给更多的寻美者遥 全书分 野落花冶野山色冶野会饮冶野上
座冶四辑袁围绕山城浙江常山的草木自然尧山居日常尧炊
事美食尧人文艺术等进行书写袁以诗意的语言捕捉日常
事物的闪光时刻袁探寻乡间万物独有的诗意遥 同时袁也
记录下乡下生活的惬意与无奈袁以及在故乡写作会友尧
晴耕雨读时的洞察和思考袁 文字浸透着于今早已难寻
的古典意趣遥

作者简介
周华诚袁浙江常山人遥稻田工作者袁作家袁独立出版

人袁野父亲的水稻田冶创始人遥 出
版作品有 叶春山慢曳叶寻花帖曳
叶廿四声曳叶空山隐曳叶一日不作袁
一日不食曳叶素履以往曳叶草木滋
味曳叶一饭一世界曳叶下田院 写给
城市的稻米书曳等二十余种遥 部
分作品获三毛散文奖尧 草原文
学奖等奖项遥 有作品被翻译为
韩文尧英文尧阿拉伯文等遥 散文
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遥策划主编野雅活书系冶野乡居文
丛冶野我们的日常之美冶等众多畅销书系遥

揖风景线铱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吕伟伟冤近日袁新坍镇新合村的志愿者
入户开展野全民阅读尧全员参与冶的宣传活动袁进一步在全村形
成野多读书尧读好书冶的良好舆论氛围和文明风尚袁更好地提高
群众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遥

志愿者们带着野全民阅读倡议书冶走进农家袁宣传全民阅
读活动的意义袁并告知群众本村阅读阵地的具体位置尧图书的
种类尧开放的时间袁邀请大家有时间多去农家书屋坐坐袁读读
书尧看看报袁也可以通过电脑尧手机等电子产品进行线上阅读袁
从文字中感受知识的力量和读书带来的益处袁 从而更加热爱
生活遥 野我以前就爱读书看报袁退休后袁又赶时髦学会了用手机
看书和听书袁尤其喜欢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的耶强国之声爷频
道袁现在我每天耶线上+线下爷的阅读时间不低于 2 小时噎噎冶
新合村五组退休老干部朱茂祥说道遥

在宣传活动中袁志愿者还进行了问卷调查袁认真倾听群众
的声音袁准确把握群众的需求袁全面掌握群众最想看的书籍和
最喜欢的阅读方式袁以便日后精准添置群众所需书籍遥 同时袁
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尧农村大喇叭循环播放尧线上推荐好书等形
式广泛宣传动员袁全面提高全民阅读的知晓率和群众参与度遥

接下来袁新合村将采取不同的阅读形式袁充分发挥农家书
屋和农村广播的作用袁深入实施全民阅读入户行动尧培育乡村
阅读推广人尧农家书屋阅读分享活动等各类线上线下活动袁多
层次满足读者的需求袁在全村迅速掀起全民爱读书的热潮遥

新坍镇新合村

开展“全民阅读”宣传活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袁青 成麟祥冤野每次看到老人来看书袁
就觉得这就是活到老尧学到老的最好诠释袁希望自己也能坚持
阅读到老遥 冶近日袁在盘湾镇图书馆看书的吴锦珍说遥

近年来袁盘湾镇高度重视推广野全民阅读冶袁着力提高参与
度袁让阅读成为居民的生活方式袁新增许多红色书屋尧农家书
屋尧阅读长廊尧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渊站冤阅读室等新型阅读空
间遥

该镇南沃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袁以亲子阅读为主题袁建
立起野希望来吧阅读点冶遥 为了让居民更好地阅读袁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分别在盘湾老街尧休闲广场尧体育公园尧盘龙大道等
场所设置了 6 个农家书屋袁融入本土名人文化典故袁拓展了阅
读空间遥

据悉袁该镇还加大力度完善各村渊社区冤的农家书屋袁将其
主题阅读活动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的重要内容袁 农家书
屋成为建在农民家门口的图书馆袁 成为农民学习技术的加油
站尧孩子们的第二课堂遥

盘湾镇

农家书屋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图书馆

本报讯渊通讯员 陈冬梅 祖晶晶冤日前袁海通镇开展野护
苗 2022窑绿书签冶专项行动袁引导青少年绿色阅读尧文明上网袁
自觉远离和抵制有害出版物和信息袁 有效帮助青少年健康成
长遥

志愿者通过给小朋友阅读正版书籍和讲解野绿书签冶活动
的来源和含义袁并发放海报与书签袁教导小朋友要阅读正版书
籍袁抵制盗版书籍袁在日常生活学习中做到文明上网袁让孩子
们以共读一本好书尧分享读书心得等方式袁激发未成年人的读
书热情遥

野希望孩子们能够从自己做起袁成为耶绿书签爷的宣传者袁
向父母和身边的朋友们宣传耶绿书签爷的意义袁为绿色阅读筑
起一道耶防护栏爷遥 冶中尖社区宣传员陈红艳介绍道遥

此次野护苗 2022窑绿书签冶宣传活动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
造了有力的社会文化环境袁 为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打开了
绿色保护伞遥 居民积极响应袁自觉踊跃加入野绿书签冶行动袁并
保证野从我做起袁从现在做起冶袁让小小的绿书签在手中传递袁
在心中点亮袁同心协力营造健康文明尧和谐有序的社会文化环
境遥

海通镇

开展“护苗 2022·绿书签”专项行动

策划为此番西半球之行写一本小书袁 不是一时心血
来潮袁而是早有考虑遥 有哪位还记得我在散文叶书斋浮想曳
中的一节么院

去年秋天 渊指 2002--笔者冤袁 当我登上纽约帝国大
厦袁在一个凭栏俯睨的顷刻袁忽发奇想院嗯袁这儿也可以安
放一张写字台袁一张属于我的尧纯粹书生的写字台遥 帝国
大厦建于一九三一年袁 高度三百八十一米袁 曾为纽约之
最袁也是世界之最遥 它的显赫尊贵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袁迨
至一九七二袁才被四百一十七米的世贸大厦打破遥 人性总
是对最高充满神往袁犹记当初袁世贸大厦落成不到两年袁
它从帝国大厦头上抢得的冠冕袁 又被芝加哥四百四十三
米的西尔斯崇楼一把攫走遥 二十二年后袁吉隆坡的佩重纳
斯闳宇袁更以四百五十二米的绝对高度独摩苍穹遥 这游戏
恐怕永远没有了结袁据报载袁我国的上海尧台北以及东邻
韩国也在摩拳擦掌袁欲在更高的层面上一试身手遥 假如人
力可以造山袁真正意义上的山袁我相信珠峰有一天也将屈
居老二遥

然而袁曾几何时袁当我的双足踏上曼哈顿的街道袁世
贸大厦已不幸夷为平地袁 帝国大厦又重新出任纽约的制
高点遥 血腥的联想袁残酷的真实遥 三十四街在脚下遥 一百

零二层在脚下遥 余光中一九六六年写叶登楼赋曳袁立足点就
在眼前这层顶楼遥 假设我把它的一隅辟作书斋袁在这儿可
以昼夜鸟瞰纽约袁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鸟瞰西方遥 萨克雷
当年无缘涉足的野名利场冶袁巴尔扎克当年未曾阅遍的野人
间喜剧冶袁福克纳当年未能穷形的野喧嚣与骚动冶袁我将以
我东方作家的敏锐与执著袁继续书写遥

这次袁美利坚仅仅为路过袁限于时间袁我未能再度登
临帝国大厦袁 但还是尽力把笔伸向了纽约袁 伸向了合众
国袁虽说走马观花袁浮光掠影袁也算是对前言的践诺吧遥

游记袁前提是游遥 此次出行袁目标是加勒比海袁来回皆
途经美东曰时间袁连头带尾袁总共半月曰旅游团成员袁除了
我和孙儿翊州袁基本上为上海多所大学的教授遥

游记袁旨在记遥 笔下录的袁不外是沿途的见闻遥 我在游
与记之外袁还加上思袁即触景生情袁因情而精骛八极袁心游
万仞遥

历来游记袁着重风花雪月袁即风景遥 我一贯认为袁人是世
界上最美的风景遥是以袁我的游记处处着眼于人遥这是由思想
渊人类特有的天赋冤决定的遥 窃以为袁此乃游记的正宗遥

我们写天写地写山写水袁其实都是在写自己遥 纵然纯
粹描绘风花雪月袁也离不开力度尧心绪尧情操尧意志遥 曹雪

芹谓野开辟鸿蒙袁谁为情种钥 都只为风月情浓遥 趁着这奈何
天尧伤怀日尧寂寥时袁试遣愚衷遥 因此上袁演出这怀金悼玉
的叶红楼梦曳冶袁典型的风花雪月了吧袁可甲戌本眉批却说院
野怀金悼玉袁大有深意遥 冶更何况野风急天高猿啸哀冶袁野花近
高楼伤客心冶袁野雪却输梅一段香冶袁野月光如水照缁衣冶袁这
些古今咏风诵花吟雪叹月的名句袁 谁能说它们不是视通
万里袁思接千载钥浴

特蕾莎修女是我高不可及的偶像袁 她最有力的武器
是祈祷袁唯一的战略就是不断地给予遥 我么袁最大的奉献
就是我的文字袁唯一的战略就是使笔尖尽量带有温度遥

想起尼采的话要要要尼采是很多人渊包括鲁迅冤都喜欢
的袁那么袁提到他的名字袁你最先想到的是他的哪一句呢钥
野上帝死了浴 冶对袁我想就是这一句遥 不过袁我不会引用袁最
新的科学假设之一是院野太阳系可能是外星人的实验室遥 冶
诚如是袁则外星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上帝哈浴

旅途中袁我的确时常想到尼采袁我想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院野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袁都是对生命的辜负遥 冶

是的袁这就是我的初衷遥 我用我的笔袁记下每一天的
见闻感念袁目的就是把生命留住袁把踪迹留住袁让时间起
舞袁让世界尧古今尧游伴尧读者和我共同起舞遥

《天马行地》序：把生命留住，让时间起舞
卞毓方

4 月 11 日袁新华社播放了长
篇通讯 叶习近平的人民情怀曳一
文遥 叶人民日报曳等省以上大报均
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篇文章遥

每天看党报是我从事新闻写
作 63 年养成的习惯遥 我坐在床
头袁手捧 400 倍的放大镜袁把这篇
文章从头至尾读了两遍袁 一遍粗
读袁 一遍精读袁 并摘抄里面的警
句遥

习近平说院野我在黄土地上生
根尧发芽袁在红土地上成长尧发展袁
是党和人民将我培养成人遥冶通俗
而简短的几句话袁 真切感受到他
热爱人民的情怀遥

2021 年 10 月 21 日袁 他在山
东东营考察袁走进一块示范田袁俯
身摘下一个豆荚袁一撮一捻袁仔细
察看成色袁 顺手将一颗大豆放进
嘴里袁细细咀嚼袁深感野豆子长得
很好冶遥

这一幕袁 让一旁的农技负责
人罗守玉既惊讶又亲切院野这是老
农民才有的动作呀浴 冶

精彩的开头袁 一下就吸引了
我袁越看越想看遥

习近平的人民情怀是全方位
的遥 既体现家庭尧田头的小事上袁
更体现在涉及到事关全国人民的
安危和幸福的若干大事上遥

党的十八大后袁他跋山涉水袁走遍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袁50 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袁从一定要野看真贫冶
到务必要野真脱贫冶袁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遥 他
经常说着内心的实言院野乡亲们一天不脱贫袁我就一天
放不下心来遥 冶野我很怕这件事办不好袁最后给人民交
不了账袁给历史交不了账遥 冶最终他向人民交出了圆满
的答卷袁成了人民信得过的领导人尧贴心人遥

习近平语重若千钧遥 他一再教育同志们院野我们必
须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袁任何时候尧任何情况
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曰全心全意
的宗旨不能忘曰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不能丢遥 冶

在处理重大事情时袁他都要语重心长地讲一番关
心群众尧相信群众尧依靠群众的道理遥 在抗御河南特大
暴雨灾害时袁他说院野在保护人民安全面前袁我们必须
不惜一切代价袁我们也能做到不惜代价遥 冶

2020 年初袁在抗御新冠肺炎时袁他说院野为了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袁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遥 冶

野中南海要始终直通人民群众袁我们要始终把人
民群众放在心中脑中遥 冶

野战胜这次疫情袁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
民遥 冶

野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
力遥 冶

字字句句都闪光着野人民情怀冶四个大字遥
习近平深厚的野人民情怀冶来自四个方面院
一是父亲的影响遥 父亲习仲勋袁这位野关中农民的

儿子冶袁被称为野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冶遥 他的人
民情怀袁给习近平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袁使他将野人
民冶二字字铭刻灵魂袁定格初心遥

二是读书时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遥 在上政治课
时袁老师读焦裕禄的优秀事迹时袁读着读着便哽咽了遥
习近平听着听着也泪流满面遥 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尧
上大学尧参军入伍尧还是做领导工作袁焦裕禄的形象一
直在他的心中遥

三是植根传统文化遥 朱熹民本思想的论述院野国以
民为本袁社稷亦为民而立冶遥 范仲淹的名句野先天下之
忧而忧袁天下之乐而乐遥 冶叶尚书曳中的箴言野民惟邦本袁
本固邦宁遥 冶他牢记心中袁并在学习尧开会时恰当地运
用遥

四是在乡下插队时袁直接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情感
教育袁亲眼看到了农民群众的甘苦遥

通过学习袁我不仅乐于做个受教育者袁还十分乐
意做个宣传者遥 次日袁我一起床袁就在手机上写了个简
短的叶特别推荐曳袁作为帖子发到野老新闻群冶尧野工会深
情群冶尧野工会老干部群冶袁建议大家深入学习袁对全面
了解习近平的人民情怀袁有着特殊的意义遥 此举在群
友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遥 县总工会原主席茅恩祥看到
后袁专门去找了报纸进行阅读遥 他说院野以前我对习近
平的人民情怀从没有现在这样全面了解袁感谢顾老为
我们做了件大好事遥 他这种学习精神和政治热情非常
值得赞扬遥 冶

我县老新闻协会会长颜玉华赋诗道院
人老心红耄耋翁袁
读书学习苦用功袁
初心使命永牢记袁
新闻战线常青松遥
之后袁我又把报纸轮流送到了家属区的老同志学

习袁他们都感到这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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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袁又是忙碌的一天遥 傍晚时分无意间看见叶善待
命运曳这本书静静地躺在办公桌的角落里袁夕阳的余晖斜
照在封面上袁油然心生亲切之感袁让人顿感精神许多遥

叶善待命运曳是美国散文作家尧思想家尧诗人拉尔夫窑
瓦尔多窑爱默生的著作遥 这本书虽然篇幅不长袁但却是世
界文学作品中的一本绝世好书遥一百多年来袁该书历久弥
新袁世代备受尊崇遥爱默生论述自然健康的警句书中随处
可见袁每一句话让人心潮澎湃袁他被美国前总统林肯誉为
野美国的孔子冶尧野美国的文明之父冶袁 横贯 19 世纪的整个
美国袁引导着人类走向自我袁顺应内心的召唤遥

光阴似箭袁岁月如梭袁一转眼时光又把我拉回到十六
前年前那段尘封的往事遥

记得孩子四岁那年袁夏天傍晚袁为了一件事情和先生
吵架了袁当时年轻气盛袁一个不让一个袁越吵越凶袁此时的
我想冷静一下就走出去散散心遥 一个人不知不觉地走在
街上袁当时步行街上的时代超市刚好在搞促销书籍活动袁
走到书摊前第一眼就发现叶善待命运曳这本书遥 当翻开书
的第一页目录时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遥 每一篇文章的
标题都那么的富含哲理性遥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袁整个
人都沉浸在浩瀚的书海里遥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袁我早已
把吵架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袁 渐渐地感觉心里明亮快乐
多了遥通过阅读袁使我感觉到当人的心静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袁便消耗了最初积蓄的能量袁心境就变成了一种淡然的
宽容与豁达遥

叶善待命运曳 这本书主要赞美了人要信赖自我的主

张袁相信自我袁善待生命袁增强自信心袁才是一个人取得成
功的基石袁爱默生以一个超验主义者的口吻袁平静地叙说
着他对命运的看法袁 结合并渗透了新柏拉图主义和类似
加尔文教派的一种严肃道德观和那种能在一切自然中的
浪漫派乐观主义遥

在叶善待命运曳里我更喜欢叶从容应对生活曳这一篇文
章遥其中有句话让人深受启发院野生活中没有真正的幸福袁
只有在从容和智慧中袁才能够找到快乐冶浴是啊袁生命的意
义在于从容袁在于从容之中眺望未来袁在于从容之中成就
人生袁生命中充满了选择袁除了家庭尧父母尧亲人无法选
择袁每个决定都是选择袁选择不同的命运袁就会造就不同
的人生遥

这篇著作突出了客观尧 真实尧 理性和求真的深刻内
涵遥作者以哲学思维的方式贯穿全文袁启发了我们在日常
生活中遇事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有着对待问题应有的思考
方式遥 阅读过后让我延伸了思想袁 提升了人格袁 升华了
生命袁遇事顺其自然袁不再纠结遥抬头看天袁天上的云一如
千年的洁白袁那飞过云霄里的野鹤会一如既往地长鸣遥于
是过后就感觉到内心有种豁然开朗尧 清朗明澈和茅塞顿
开的深切感受浴

《善待命运》读后感
朱曰青

野老孙啊浴 昨天学习的叶中国江苏地方简史曳
读书笔记写了吗钥 不要忘记哦浴 赶快起来噎噎冶
5 月 9 日天刚蒙蒙亮袁长荡镇西厦社区一组今年
74 岁的徐守凤奶奶急忙叫醒老伴孙文祥遥

孙文祥袁今年 75 岁袁1998 年 2 月退职前曾
任村以及镇办企业党支部书记袁现任县老年科
技协会长荡分会尧县离任村干部协会长荡分会
两个分会的会长曰 徐守凤袁2013 年 7 月退职前
任村妇女主任遥 他们夫妻俩都是党龄超过 50
年的老党员遥 这对老夫妻自从退职后袁他们老
两口考虑最多的是退职后生活怎么安排袁因为
在职时他们有一个共同爱好袁就是读书和唱歌
跳舞袁退职之后袁是否还应该读书呢钥 两人意见
起初有点不一致袁 但孙文祥却认为院野闲不丢
书袁富不丢猪遥 冶只有坚持读书尧读好书袁以书为
野伴冶袁互帮互学袁晚年生活才显得非常充实尧幸
福尧快乐遥 就这样袁夫妻俩达成了每天读书学习
协议袁并且互相监督遥

特别是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袁 孙文
祥尧徐守凤夫妻俩就把党史学习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袁坚持每日一读袁每日相互提问袁每天写一
篇学习心得的习惯遥 截至目前袁叶中国共产党简
史曳这本书老夫妻俩已读了三遍以上袁学习心
得已写了整整四大本袁有 2 万多字遥 在他们夫
妻俩的影响下袁邻居周凤言尧尤茂春等老党员袁
也加入了他们党史学习的行列袁经常聚在一起
探讨党史学习交流体会遥

自今年疫情暴发以来袁 长荡镇党委组织开展以 野居家抗
疫袁凝聚书香力量冶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袁号召全镇
广大干群利用纸质书报刊尧电子阅读尧听读等方式开展阅读袁
用理性对待疫情袁让书籍成为陪伴我们渡过难关的伙伴袁让书
香飘满家庭袁同时袁为疫情过后的工作和生活做好知识储备和
精神野充电冶遥 孙文祥尧徐守凤老夫妻俩更是乐此不疲袁坚持每
天上午尧下午分别学习一小时袁唱歌跳舞半小时袁晚上散步一
小时遥 与此同时袁孙文祥还把家庭读书会从线下搬到线上袁通
过儿子孙颖峰以及两个女儿的手机转发给亲朋好友以及邻
居袁开展线上阅读分享活动袁通过文字尧照片尧音频尧视频等方
式分享读书心得袁 交流阅读体会袁 将网络读书打造成拉近彼
此尧互通心得尧共同防疫的新空间袁使居家阅读成为支持疫情
防控工作的新时尚袁得到了社区广大干群的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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