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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劲松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
哪里去？”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人可能

都看过这样一条无不幽默的段子：一
夜之间，小区保安成了哲学家，问的
都是“直击灵魂的人类终极问题”。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
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这
几句终极问题已变成现实追问。所
以，读读风靡全球的畅销书《人类简
史》正当其时，兴许会从一个侧面为
人们找到答案。

该书作者、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被誉为以
色列“新锐历史学家”。《人类简史》于
2012 年首次出版，即引发轰动。
2016、2018年他又相继推出了同样
关注人类宏观命运的《未来简史》《今
日简史》，共同构成了一脉相传的“简
史”三部曲。

和其他历史学著作一样，本书也
基本上以时间为序，“简要”解读“十
万年前有生命迹象开始到21世纪资

本、科技交织的人类发展史”。但如
果仅止于此，该书也算不上新鲜。与
同类著作比，本书在观念、视角、语言
以及结构上都显得十分“另类”。

同样说史，本书超越了“编年体、
国别体、纪传体”等惯有体例，内容也
较少涉及王朝更替、政权变异、战争
暴力，甚至耳熟能详的历史大事件和
领袖、名人也纷纷“失踪”。作者将人
类作为一个整体也作为唯一的主角
贯穿全书，以全新的多学科思维，从
哲学高度演绎“我是谁？我从哪里
来？我到哪里去”，颠覆了大众对历
史教科书的阅读印象。

关于这种多学科思维，作者在开
篇就做了交代：大约在135亿年前，
经过所谓的“大爆炸”之后，宇宙的
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才成了现在
的样子。宇宙的这些基本特征，就
成了“物理学”；在这之后过了大约

30万年，物质和能量开始形成复杂
的结构，称为“原子”，再进一步构成

“分子”。至于这些原子和分子的故
事以及它们如何互动，就成了“化
学”；大约38亿年前，在这个叫作地
球的行星上，有些分子结合起来，形
成一种特别庞大而又精细的结构，
称为“有机体”。有机体的故事，就
成了“生物学”；到了大约7万年前，
一些属于“智人”这一物种的生物，
开始创造出更复杂的架构，称为“文
化”。而这些人类文化继续发展，就
成了“历史学”。

掌握作者多学科“表达”历史的
思维模式，也就找到了打开《人类简
史》的钥匙。顺着这种思维结构，作
者将人类发展史分为四个阶段：认知
革命、农业革命、人类的融合统一与
科学革命。这与传统的世界历史分
期完全不同。书中，作者浓墨重彩地

确定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关键节
点：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技革命。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认知革命
是指距今7万到3万年，人类出现新
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认知革命前，人
类是灵长类动物的一种，认知革命
后，传说、神话出现，人与人之间通过
这些虚拟的想象形成了共同的文化
纽带，协作和活动范围大幅扩张。认
知革命前，人类只有生物学特征，认
知革命后，便产生了历史学，有了文
化意义上的人类历史；农业革命指大
约1万年前，人类通过种植、驯养等方
式，由狩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人口
大量增加，农业社会形成，出现了商
品交换，出现了统治阶层，进而出现
了村镇、城市、王国；科技革命是近代
以来，尤其是17、18世纪以来，科技
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使得人类逐
渐发现世界、认识世界并征服世界。

这三场大革命改变了人类的整体命
运，事实上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形成。

历史是客观存在而不是想象，但
《人类简史》反而强调了“想象的世
界”：人类文化方方面面都是想象的
产物。这里的想象是指一种故事能
力。作者认为，智人之所以能够崛起
成为地球的主宰，主要原因在于其具
备了虚构故事的能力。然而，当前这
样一个分化的世界，人们对旧故事已
失去信心，对新故事亦远未达成共
识。

不久前的3月20日，尤瓦尔·赫
拉利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长文
《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表达了对
当前形势的担忧。文中他写到：“是
走全球团结的道路，还是继续各据
一方？人类需要做出选择。如果选
择不团结，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
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如果
选择全球团结，不仅是对抗冠状病
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
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
的胜利。”

赫拉利的倡议难能可贵。人类
只有团结起来，共克时艰，才能守护
好共有的地球家园。

《人类简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侧面回答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我
推荐读者多读读《中华上下五千年》，
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3月27
日，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3月26日，重庆正式启动“百本
好书送你读”活动。活动第一期推荐
了10本书，《中华上下五千年》位列
其中。这本书有何特色？读者可以
从书中感受到什么？任竞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

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图书

重庆日报：在中国历史类的书籍

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有何特色？
任竞：《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编写

不同于传统历史书面面俱到的写法，
而是选取了几百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的故事展开，既包含精彩的
人物特写，又囊括了丰富的历史事件。

它不是板起面孔教育读者怎样认
识一个事件，怎样评价一个人物，而是
寓情于理，通过既相对独立又连为一
体的故事启迪读者思考，从而培养起
对历史的兴趣。

重庆日报：你读这本书时有何感
受？

任竞：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的
书。闲暇之余，我常会翻翻它，也建
议大家在家或者来图书馆多翻一翻，
感受历史人物的所言、所行、所为，借
鉴历史，指导现实和未来。

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重庆日报：你的孩子有没有读过
《中华上下五千年》？你认为青少年
了解中国历史演进，对他们的成长有
何帮助？

任竞：这本书将中华五千年历史
浓缩和凝聚其中，浅显易懂、毫不晦
涩。《中华上下五千年》是孩子在初中
阶段读过的，算是他中国历史的一本
启蒙书籍，一直放在他的书架上。现
在孩子上大学了，回到家时还会不时
翻看。

通过读这本书，青少年可以了解

中华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兴衰荣辱，
理解到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强
大，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
以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操。

读史可以明智。五千年的中华
历史，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
结晶。青少年通过多读历史，从中借
鉴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以正确地认识
现在，思考未来，更利于他们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重庆日报：你认为了解国家和民
族的历史，其必要性在哪里？

任竞：中国拥有近5000年连贯、
完整的历史记载，它是中华民族在人
类文明长河中留下的印记，也是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它给了我们
中国人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着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心。

中国人历来重视“修史”，也重视
“读史”。阅读历史可以让我们进入
历史深处，探究文化“气脉”，发掘文
化瑰宝，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华
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中国传统文化
之所以繁荣昌盛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读者用全新的视角
读史更容易对历史有突破性的理解
和诠释。了解和尊重历史，小到个人
命运大到国计民生，都能从中汲取到
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通过多种方式感知历史魅力

重庆日报：重庆图书馆的历史类

书籍馆藏情况如何？重庆读者对这
类书籍兴趣大不大？

任竞：重庆图书馆拥有历史类书
籍13.2万种，其中中国史类图书5万
种，另有多种历史类数字资源库。广
博的历史给历史学者和作者们以无
数的言说主题，而学者和作者们的文
字又将呈现出历史丰满和立体的面
貌。

重庆读者对历史类图书相当感
兴趣，借阅量排行在我馆位居第三，
仅次于文学类和工业技术类图书。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读
史，会塑造一个思想厚重的自己。

重庆日报：如何让公众更好地感
受历史的魅力？

任竞：阅读是认知历史、了解历
史、感悟历史最简便、最经济、最全面
的途径。相信徜徉于书海之中定能
感受历史的无穷魅力，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得到思想的启迪。

除阅读外，还可以观展览、听讲
座。展览以图片、实物等直观方式呈
现历史；讲座中，学者把自己凝练的
知识分享给大众，这些都是感受历史
魅力的有效途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还可
以带上纸书或者电子书，用脚步丈量
历史，身临其境地去探究和感受古迹
和地理中的历史。从时间和空间上，
我们都会对历史有一些更深刻的理
解和体悟。

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

读史，塑造一个思想厚重的自己

□彭鑫

说来也巧，我是在酉阳叠石花谷
里读到《孩子们的诗》的。这是一部
令人眼前一亮的童诗集，诗意浓郁，
想象丰富，语言灵动。它里面有山
泉、明月、冰雪和赤子之心。

一时间，缤纷花草与美丽诗句交
相辉映，令我陶醉。我仿佛走入一个
童话世界。我感觉我重新拥有了对
世界的新鲜感。

这本书的作者年龄都很小，3-13
岁。而这本书的读者年龄，我觉得应
该是3-103岁。

孩子读了，会笑，会感动，会更加
喜欢汉字，会想原来我也可以写诗，
或许还会因此而成为一个诗人。大
人读了会惊异，会惭愧，会回到童年，

会更加理解孩子，会想原来诗还可以
这样写，会更加执着地相信简单很幸
福。

诗意说起来似乎很玄乎，其实不
然。它就在我们身边。关键是我们
的眼睛能否看见。正如朱光潜在《谈
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说的：“所谓

‘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
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
它描绘出来。这个‘见’字特别吃
紧。特别新鲜有趣的东西本来在那
里，我们不容易‘见’着，因为我们的
习惯蒙蔽住我们的眼睛。”

而这个“见”的奥秘，就在于以超
功利性的视角观看世界，以审美的态
度对待生活。孩子容易做到这个

“见”。大人不容易做到。大人因为
心灵容易蒙上世俗与欲望之尘，所以
眼睛里更多的是功与利。而孩子的
心是纤尘不染的，所以眼睛里更多的
是美与趣。

可以说，孩子天然是诗人。诗意
常常不在远方，而在赤子的心上。大
人有时也要向孩子学习。

如果葆有赤子之心，那么可以听见
花开的声音，可以体会一棵小草的孤
独，可以被一只背负米粒的蚂蚁感动。
可以用阳光来洗手，还可以看见风的形
状：“我看见风从草地上走过，踩出一溜
溜的脚印”（《我看见了风》）。就是一个

“土”字，也有生命，宛如一个小精灵：
“土是花儿成长的家/摸一摸/这个字软

软 的/春 天/这 个 字 长 出 了 头 发 ”
（《土》）。

如果这样，世间万事万物的诗意
将无处遁形。我们会发现一草一木
的灵性：它们快乐、得意、搞恶作剧；
它们像孩子一样贪玩、纯真、无邪。
一只青蛙，也是一个淘气而可爱的伙
伴：“夏天真热啊/青蛙喝了一肚子水/
都不觉得凉快/唉，要能吃个瓜就好
了/难怪他每天都在喊：/瓜！瓜！”
（《青蛙》）。

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世间万
物对话、相视一笑、相互慰藉。诗意
将存在于我们的每一次谈话、每一次
发呆、每一次游戏、每一次独处之
中。诗意将如空气一般，时时刻刻围
绕我们。我们的精神将得到巨大的
慰藉。

有了赤子之心，想象也就能摆脱
时空的束缚，天马行空起来。心灵因
此得到大自由。手电筒的光也能成
为驻足休息时的拐杖：“晚上/我打着
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
着一束光”（《光》）。银河里的鱼跳上
了岸，就变成了满天繁星：“太阳是个
火球/它吐出火苗/蒸干了银河/河里
的鱼儿上岸/变成了星星”（《太
阳》）。而当大海起浪了，便是它苍老
的模样。

有了赤子之心，就会永远站在善
良这一边。我们的心灵将会变得无
比悲悯，无比柔软。即使是砸碎了一

块冰，也会心生愧疚：“春天来了/我
去小溪边砸冰/把春天砸得头破血流/
直淌眼泪”（《原谅》）。一切伟大的诗
歌都源自于爱，一切高尚的品德都来
源于善良，难道不是吗？

书中的每一个诗句，都是孩子的
口语，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做作。在
这简单的语言，有醇厚的诗意，瞬间
击中心灵的最敏感处。当下的很多
语言被添加了媚俗的、噱头的、玄虚
的味精，败坏我们的精神胃口。我们
需要多尝尝这些无任何添加的、最自
然、最素朴的语言。

这些清澈如山泉一样的语言，会
让我们汗颜，会让我们从琐碎的生活
中抬起头来，重新看天上的云，重新
看树上的鸟，重新审视自己。我们用
了好多年学会流利地说各种场面上
的话，却难以通顺地说出内心最真实
的感受。我们要回过头来，学学如何
像孩子一样说话。

当我们或在晨曦里，或于夕阳
中，读一首孩子的诗，或陪孩子读一
首孩子的诗，我们将重回单纯而美丽
的世界，学会捕捉诗意，学会说出清
新动人的语言。我们的眼睛，也将会
变得无比清亮。

是的，我们即使不做诗人，也应
该永远以诗意的眼光去观照这个世
界。而我依然会携着此书漫步于叠
石花谷，用美丽风景与清新诗句给自
己清心明目。

在花谷里读《孩子们的诗》

回到地面

朵朵（五岁）

要是笑过了头
你就会发到天上去
要想回到地面
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

眼睛

陈科全（八岁）

我的眼睛很大很大
装得下高山
装得下大海
装得下蓝天
装得下整个世界
我的眼睛很小很小
有时遇到心事
就连两行泪
也装不下

《孩子们的诗》选登

雪地上的羊

姜馨贺（十一岁）

奶奶家大门口的雪地上
总是拴着一只羊
每天
我都跑去喂它些菜叶
有时它突然胖了
有时它突然瘦了
有时它突然高了
有时它突然矮了
有时它突然大了
有时它突然小了
其实它并不是同一只羊
只是我把它当成同一只羊
来喂
而且我尽量不去看旁边那
个肉铺
以减少内心的悲伤

灯

姜二嫚（七岁）

灯把黑夜
烫了一个洞

□本报记者 王丽

线上扫码免费阅读，线下购书
享受8.5折优惠。我市“百本好书送
你读”活动自3月26日启动以来，受
到市民的热切关注。3月31日，重
庆日报记者走访重庆图书馆、新华
书店多个门店了解到，不少读者对
首批推荐的10本送读图书充满了
兴趣，并将其推荐给周边朋友。

“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鲁迅文
学奖获得者李元胜等荐书专家，都
有着非常丰富的阅读经验，他们所
推荐的好书值得品读。”家住渝中区
的赵钦是一位阅读爱好者，2010年
大学毕业后仍保持每月至少两本书
的阅读习惯，但当下书籍太多，赵钦
也曾在选书时犹豫过。“有了专家推
荐，我们就更容易在浩瀚书海中，选
择值得细细品味的好书。”

“专家的推荐，让我了解到《孩
子们的诗》这本好书，同时女儿也可
以跟着线上有声书，学习有感情地
朗读。”家住江北区的孙玉，近日带
着10岁女儿在重庆图书馆阅读时，

通过馆内张贴的海报，了解到“百本
好书送你读”活动。在专家推荐的
10本送读图书中，孙玉被《孩子们的
诗》深深吸引。

“为什么把爷爷的头发全都
画成竖起来的呢？因为爷爷老爱生
气……”孙玉笑着朗诵起其中一首
《爷爷生气了》。孙玉表示，正如荐
书人李清泉所说，《孩子们的诗》中
的每首诗都充满童心真情。

为满足市民不同的阅读习惯，
“百本好书送你读”在线上依托咪
咕阅读平台、喜马拉雅平台设置了

“送读专区”。“以前必须付费阅读
的书籍，现在通过扫码就可免费阅
读，无需任何下载、注册及验证，这
为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阅读便利。”
21岁的大学生雷晶已通过线上电
子书，阅读了推荐书籍《吃货的生
物学修养：脂肪、糖和代谢病的科
学传奇》，同时雷晶还将电子书二
维码发送至家族、班级、大学室友
等微信群，邀请大家一起阅读，开
启阅读“接力赛”。

有品有味有实惠
市民自发开启阅读“接力赛”

任竞

挑妈妈

朱尔（八岁)

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
我答 我在天上挑妈妈
看见你了
觉得你特别好
想做你的儿子
又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运气
没想到
第二天一早
我已经在你肚子里了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