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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出生贫穷就应该

注定穷苦一生。也没有任何一个

地方因为上天给的要素禀赋匮

乏，就永远只能窝在世界进步的

角落。

贵州的名气很大， 到过的人

却相对不多。 许多人小时候学地

理就知道它是个“天无三日晴，地

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 的地方。

因此每当朋友一听我要到贵州，

通常都会一脸疑问说：“去干

嘛？ ”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里，贵州

肯定是个又穷又落后的地方。

前年首次应邀到贵阳参加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 ， 当时是带着颗好奇的心，

想去瞧瞧贵州怎么会有本事举

办国际性的大数据论坛和展览

盛会， 我的脑子里和多数人一

样，以为贵州只有茅台酒、西江

苗寨、黄果树瀑布和王阳明的龙

场驿。

当航机逐渐下降高度穿越

颠簸的云层后， 放眼清朗的窗

外，映入眼帘的尽是正大兴土木

的各式各样建设工程。一座座青

翠小山长得像一颗颗文旦柚，袖

珍可爱；穿梭其间的是已在使用

和正在建设的公路和铁道，经纬

交错。 不必像古代愚公移山，现

代的设备已可轻而易举地逢山

开洞，把群山串成绵密的运输网

络，此时的小山头就像挂在网上

闪闪发光的小珍珠，“地无三里

平” 再也构不成交通阻隔。

紧凑的行程中， 主办单位特

别安排参访富士康公司 （鸿海）

位于贵安新区的数据中心。 数据

中心是云端运算、 大数据的基础

建设， 后二者又是人工智能不可

或缺的环节。到了地头，却见不到

放置设备的庞大机房，原来，数据

中心的服务器相关机器若要维持

24 小时高速运转，必须得到良好

散热。 富士康利用贵州特有的喀

斯特地形打山洞、凿隧道，将设备

置于其内， 一方面使用自然风作

为温度调控的媒介，不需水、电降

温，省下空调耗能 30%以上；另一

方面兼顾生态保护， 维持了贵州

多彩山水的面貌。

多山、缺平地，通常被归为不

利发展的阻碍，贵州素有“八山一

水一分田” 之称，形容当地山多、

水少、田寡。 但是新兴科技给了贵

州摆脱此种宿命的机会， 一如富

士康， 将不利条件转化为地理优

势， 又把地理优势转变为最新科

技产业竞争力的来源， 这就是贵

州转折向上、迈向繁荣的契机。

拿在贵阳崛起的企业货车

帮为例，该公司开发的应用软件

程序（APP）在 2013 年上线，将

大数据和传统物流产业予以结

合，促使原本分布在大陆各地自

寻客源的大货车司机和货主，通

过其 APP 平台各自实时找到适

合的货主和运货司机，并且降低

货车空驶率。 至 2017 年，该公司

已发展成为贵州唯一市场价值

达 10 亿美元以上的新创企业，

即投资业界所称的“独角兽” 。

该年 11 月， 货车帮又与江

苏满运软件科技公司合并为满

帮集团，成为大陆最大的城际整

车物流及车货匹配信息平台运

营企业，拥有 650 万个审核通过

的货车司机、160 万个通过认证

的货主， 业务涵盖 339 个城市。

最令我感动的是，每部货车背后

可能都代表了一个家，依托满帮

的 APP 信息平台，养活了数百万

个家庭。 一般货车价钱都在 50

万元人民币相当于 220 万元新

台币以上，许多车主都是全家合

力照顾、运营这部生计所系的货

车。 由此，我看到了数百万个同

心为明天奋斗的辛苦家庭。科技

带给了人们希望，这不就是发展

科技最重要的目的所在？

去年，我又来了。 数博会同

时举办电子商务创新发展峰会，

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包括首

次展示全球最大的“天眼” 天文

望远镜的大数据超级运算处理

能力和技术应用成果。数博会除

了 6 个主题馆的专业展，还有 8

场高端对话、50 多场专业论坛，

可称是一场知识的盛宴。 此类大

型展览会结合科技和产业论坛，

主要功能在于激发和整合各方

资源投入， 加速政策目标的达

成。 换言之，活动的目的在于快

速推进贵阳成为大陆大数据创

新应用的基地，全面带动贵州的

发展。 在台湾的此类活动，可回

顾到多年前的“信息月” ，目的

在于推动台湾进入信息社会。

为了解来此参加活动的人

是否只是为了凑大场面的热闹，

我事先报名参加一场论坛。到达

现场，却因迟到几分钟，已是人

潮挤爆，无法进入会议室内。 此

时，同步举行的各论坛会场也都

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攒动。 从人

缝中窥去，台上发表演讲的人兴

奋地描绘着愿景，台下听众则专

注若渴，生怕一不小心就漏掉什

么知识点。 从这些人的眼里，我

看到了对未来充满希望、准备全

力冲刺的热情，那是一种沛然莫

之能御的力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 当台湾打

算从美国移转半导体 IC 技术的

时候，据传有美国人说，全世界有

三样东西只有美国人能做， 那就

是汽车、计算机和半导体，言外之

意是嘲笑台湾人不自量力， 也想

追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确，当时

台湾并没什么天然资源， 也没有

所谓的科技基础， 有的只是食指

浩繁、密度高居全球首位的人口。

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台湾

制造的计算机产品逐渐在世界占

有率取得第一位，另在 IC 产业创

新出独特的代工模式改变产业发

展的模式，IC 设计、代工、封装测

试均位居全球前三位， 打破了

“只有美国人能做” 的神话。

成功的故事背后，总有一定

的道理。 有了成功案例，就会有

人着手搜集资料，整理、分析、推

论、总结出成功因素，因此形成

理论。每一个案例都有其独特的

背景，根据这些理论很难复制出

同样的成功事件。 易言之，每一

个成功故事都是新的经验，都是

无法事前预料的奇迹。

正如台湾早年在一无所有

的情况下，以高速度经济成长迈

进新兴开发中经济体之林，因此

被称为“台湾经济奇迹” 或“台

湾经验” 。 虽然归纳原因，其间

有许多因素，例如设置新竹科学

园区与工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十

大建设等， 但是长期贯穿其间

的，则是环境给了人希望，让人

对前途充满信心，因此激发热情

勇往直前。不需任何路径图作为

指引，此种热情让人在困境中自

行找到意想不到的出路，这就是

成功的图谱。

台湾拥抱信息科技、开创未

来的热情，正重现在贵州大地。

今年，我第三次来到数博会，

参展的企业继续猛增， 会场中发

布了多项领先科技成果， 展出内

容仍以 5G 通信、人工智能、工业

物联网的尖端技术、 行业数据应

用、创新创业成果为主。前述的满

帮集团也在会场宣布： 希望 5 年

后可在交通较单纯的场景， 实施

点对点无人货车物流。

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此回

我再度提前报名参加分论坛。

为避免重蹈覆辙， 我提早到了

会议室，但仍是人满为患。 会议

进行之后，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主讲人在讲台上开讲时， 旁边

的显示屏实时将其语音转换为

中文字稿， 不管讲者是否带有

方言口音， 转译准确率几乎达

百分百， 并且具有同步快速回

头改正之前错译的能力。 另外，

显示屏的下半部分还将中文同

步翻译成英文，文句流畅优美，

方便外籍人士听讲。 此种语音

识别文字编辑及翻译的科技虽

说已成熟， 但一较高下的是其

速度和准确率。 当别人还在描

绘科技未来的时候， 数博会已

在论坛议场普遍使用先进技

术， 令人感受到主办单位对推

动新兴科技应用的热情。

鲁迅曾说：“什么是路？ 就

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来的，从

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

贵州人从来的乐观是：路，就

在眼前；凡是走过的，都是路。

如果再有人问我：“你在贵

州看到了什么？ ”

我会乐观地告诉他：我看到

了憧憬， 热情在人们的眼里、心

里。 这是一块怀抱希望的土地，

正在创造属于他们的奇迹。

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尹启铭

一九二三年， 二十岁的湖

南青年沈从文开始了北漂生

活，然而，他的北漂生活并不顺

利。 五年后，他和好友胡也频、

丁玲又漂到上海， 三人办出版

社、创杂志，干得挺来劲，但好

景不长， 三位文学青年并不擅

长经营，很快赔得一塌糊涂。沈

从文接着漂泊，先后漂到武汉、

青岛等地谋生， 身体的漂泊和

情感的没着落， 让沈从文郁郁

寡欢。

一九三三年， 三十岁的沈

从文结束了漂泊再回到北平，

应杨振声之邀参与中小学教科

书编辑工作。同年九月九日，沈

从文凭借多年持续不断的情

书， 终于撩开了女神张兆和的

芳心，迎来感情的着落，婚礼在

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 新婚

后不久，他接手主编《大公报》

文艺副刊。 沈从文在漂泊十年

后总算稳定了下来。

婚后他们租住在府右街达

子营二十八号院，合肥四姐妹的

四妹张充和在回忆中说：“新居

小院落，有一枣一槐。正屋三间，

有一厢，厢房便是沈二哥的书房

兼客厅。 新房中并无什么陈设，

四壁空空， 也无一般新婚气象。

只是两张床上各罩一锦缎百子

图的罩单， 有点办喜事气氛，是

梁思成、林徽因送的。 ”

达子营二十八号院可以说

是沈从文的福地，这四年，是沈

从文最安定、幸福的时光，也是

他文学生涯最辉煌的时刻，查

看沈从文创作年表， 发现下面

这些作品均完成于达子营小院

短短的四年，包括短篇小说《虎

雏》《猎人故事》《扇陀》《月

下小景》《阿黑小史》《八骏

图》《新与旧》《主妇》等，中长

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边

城》，散文《从文自传》《记丁

玲》《湘行散记》等，文论《废

邮存底》《烛虚》等。

除了文学创作， 达子营二

十八号院还是北平重要的文学

据点，当时沈从文除主持《大

公报·文艺副刊》外，还参与发

起了《水星》和《文学杂志》

等，随着《边城》《从文自传》

《湘行散记》等作品的发表，沈

从文在短短几年成为全国文坛

举足轻重的人物。 达子营二十

八号院更是成为北平文学现

场， 每日来来来往往的文坛友

朋和仰慕者无数， 小院厢房里

热闹非凡。

我们读《边城》，不由好奇

是什么情境让沈从文能写出像

《边城》《湘行散记》具备很高

美学艺术的文学作品。 想想以

下几个因素大致都具备：

经历过漂泊的人应该都有

共鸣，可安身的房子和有着落的

感情， 是对漂泊生活最好的抚

慰，达子营二十八号院这个安全

港湾应该是最佳的证明，可惜我

们今天已寻不到这处旧居。

儿子龙朱和虎雏的出生，

更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和美

满，也激发了创作的源泉，直接

反应是创作了《虎雏》《主妇》

等作品。

文坛声望日隆以及主持多

种文学副刊， 更让曾经很自卑

的“乡下人” 沈从文有了足够

的自信， 并爆发超强创造力，

《八骏图》《阿丽思中国游记》

等作品就是证明。

早年的湘西生活经历和阅

读积累， 在经历十年漂泊后稳

定下来， 内心不由流露出对乡

土生活的诸多感触，《边城》

《湘行散记》 就是这种情感回

归的见证， 也是沈从文最得心

应手的文学表现。

没想到， 战争打破了这样

的安详，1937 年北平沦陷，沈从

文随北大、 清华师生撤离北平

南下。 达子营二十八号院成就

的文学传奇自此画上了句号。

达子营二十八号院里的

文学四年

■绿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