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莉莫兰 著

内容简介：不管有意还
是无意，人们每天都会面临
风险。日常生活中的风险
往往极常见，且常常是在我
们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

本书用九个案例深入
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待
不确定性风险的态度，帮助
人们理解风险、接受风险
——变化无常的世界确实
充满了危险，但也充满了美
妙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有洞
察风险的能力和决断的勇
气，就有超越自我可能性。

《冒险的智慧》

名作欣赏
书海

杂谈

站在阳台，放眼望去，枫叶红了，银杏
叶黄了，石楠的叶子更红了，这真是一个
绚丽多彩的充满诗意的季节啊。

眼前的景，激发了大脑里某些细胞，
一些美丽的句子闪现出来——“停车坐爱
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重山，两重
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多么美的景，多么迷人的诗。此时，
暗暗庆幸自己曾读过这些诗句，能在应景
的时刻如一个文青一样诵上两句。

同时，我深深感慨：文字真美妙。文
字中隐藏着千丝万缕的线索，埋藏着许许
多多人之为人的伏笔，从少年到白头。文
字可以带领人这一生，滋润人这一生。

除了能让人随时随刻就能想起的诗
句，翻翻那些经典著作，每一段文字都让
人感同身受：

《边城》中，“黄昏那样的温柔，美丽和
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这一切时，
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
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

《飞鸟集》中，“人人心中都有一股泉

水，日常烦乱的生活也许埋藏了它流动的
声音，当在半夜醒来，你会从你的心灵深
处听到突然的声音，那是你的心在流出潺
潺的泉水。”

《朝花夕拾》中，“生活是一部大百科全
书，包罗万象；生活是一把六弦琴，弹奏出
多重美妙的旋律：生活是一座飞马牌大钟，
上紧发条，便会使人获得浓缩的生命。”

……
这些文字，犹如一封信件，封存着各

种花色与季节的不同风景，不同年龄和时
段的感悟。我们任意选择，拆开来品尝，
有舌尖苦涩，也有回甘醇厚之感，更有心
情墨香而出。

但凡好的文字，都是用了心的，读之，
品之，都会有精神上的享受，洗濯污秽，低
御消沉。所以，静下心来，去认真品读优
美的文字吧，那纯真的情感，善感的情怀，
能敲击你的灵魂。

城市带给人太多感悟，有繁华，有拥
堵，有冰冷，有奋斗，有温情。当我在朋
友家书架看到《没有悲伤的城市》时，立
即就激发出了阅读欲望。

故事的叙述从孟买的一个孤儿院缓
缓展开。祥弟在孤儿院长满三角梅的墙
下幻想他心中的城市。他相信总有一天所
有的悲伤都会消失，孟买会获得新生，不会
再有种族冲突，不会再有孩子如他一般被
遗弃，不再有商场被抢劫，不再有出租车被
烧毁。他甚至为那座城市想好了名字——
卡洪莎，意思是“没有悲伤的城市。”

但现实给祥弟泼了一盆冰水。祥弟
来到了孟买，游荡于因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而导致暴乱的孟买，无依无靠。在这硕大
的城市中，最终向他伸出援手的竟是两位
孩子两名小乞丐，桑迪与古蒂，一对兄妹。

从此祥弟过上了与他们一样的乞丐
生活。祥弟开始面对现实，他看到了在
乞丐背后有一群与利益捆绑的人们；他
见识到了残酷、惊心动魄的场面；他与桑

迪一起沐浴在午
后的阳光下，分享
着自己的幻想与
理想；他在乞丐头
儿的强迫下扔出
了炸弹，将无辜的
生命送上了不归
路……

最后，祥弟与
古蒂坐在海堤边，凝视着海水，想着桑迪
曾经渴望飞翔的梦。祥弟相信，只要在
古蒂的歌声中等待下去，就会等到悲伤
告别城市的那一天。

这本书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生活何处无逆境，人生何时无坎坷，
我们何尝不需要如祥弟一般，对生活充
满希望，对未来充满憧憬。正如马云所
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文字之美
记者 马丽

梦想还是要有的
——读《没有悲伤的城市》有感

记者 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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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万物守护
者：记忆的历史》是一部关
于记忆的百科全书，一部有
趣 又 烧 脑 的 人 文 科 普 著
作。作者带领读者从旧石
器时代部落到现代国家，共
赴一场跨越数万年时空的
奇幻旅程。

作者通过多层次的探
讨，引发你我对“记忆”和人
类命运走向的思考。然而，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人类与
自身记忆百万年来的关系
是否会变成“人类成为记忆
本身”。

《万物守护者：记忆的历史》

迈克尔·马龙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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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生存九大原则
1.涌现优于权威

在互联网的助推之下，知识生产和传播发生了
结构性的转变，“涌现”时代已经取代了权威时代。

“涌现”假定系统内的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聪
明才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涌现优于权
威”这一原则在中国的生根落地。在互联网时代，
大众的创新、创意会不断涌现，将不断在挑战权威
的过程中获得生机。

2.拉力优于推力

“拉力”原则是通过互联网将需要的资源吸引
过来，而不是将材料和信息集中存储起来。最重要
的是，它鼓励重新思考，以促进创新。

“拉力”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日益下降的创新
成本将权力从核心向边缘转移，使得一些意外的创
造成为现实，为创新者激发热情和潜能创造机会。

3.指南针优于地图

选择指南针而不是地图，可以让你探索其他线
路，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绕道的机会，发现意想不
到的宝藏。

在中国，中科院上海物理技术研究所潘建伟团
队也正是在“指南针优于地图”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开
拓创新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4.风险优于安全

实施“风险优于安全”的战略，并不意味着要让
你看不到风险的存在，而是要让你明白，随着创新
成本的下降，风险的性质也在改变。

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幻影系列四旋
翼无人机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可以说，大疆公司
集合了硅谷初创公司的创新思维和低成本创新的
策略，是“风险优于安全”原则的忠实实践者。

5.违抗优于服从

创新通常需要创造力，而创造力需要摆脱束缚。
马云是“违抗优于服从”原则的坚定执行者。

正是由于其“强有力的叛逆”精神，才从一位英语老
师转变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而这本书的作者
之一，两次从大学退学，做过夜店DJ，最终华丽转身
成为享誉全球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和投资人。

6.实践优于理论

实践优于理论意味着，在快节奏变成新常态的未
来，等待和计划的成本要比先实践后随机应对更高。

现在，从制鞋业到咨询业，发布任何新品的价
格都已大幅缩水。商界一般都把新尝试带来的“失
败”看作一次廉价的学习机会。

7.多样性优于能力

在遍地互联网的今天，将人才与任务匹配的最
佳方式，并非是让学历最高的人承担最困难的任
务，依赖的是以往被低估的特性——多样性。

当下，许多公司、个人和学术界开始利用全球
通信网络汇集智慧，并用于解决单个问题。劳
动力并不一定是免费的，但成本要比传统的雇员低
得多。

8.韧性优于力量

有足够韧性的个人或机构不仅能顺利从失败
中恢复过来，而且还得益于免疫系统效应。正如健
康的免疫系统，通过发展对抗病原体的新预防措施
以应对感染一样，一个有韧性的组织，会从错误中
学习并适应新环境。

被誉为中国烟草大王、中国橙王的褚时健就是
“韧性优于力量”原则的典型例子。

9.系统优于个体

“系统优于个体”为我们阐释了这样一个原则：
干预每一项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必须考虑到其对全
球网络的整体影响。

在中国，强调创新组织和机构的责任感、使命
感，公司、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也是“系统优于个体”原则的重要体现。

亚马逊销售总榜持续第一，京东、当当新品

排行榜持续第一。

“有书共读”11 月书单投票，位居“认知思

维”类票数第一——这本书名字叫作《爆裂：未

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

本书作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主任伊藤穰一是互联网世界顶尖的思考者。作

者提到的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不仅是应

对未来商业世界的生存原则，也是积极应对当

下挑战的成功思维模式。

《爆裂》包含了扎实的案例研究和来
自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等机构的前
沿研究和哲学理念。9大生存原则，也是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指导原则。

实验室有多牛？实验室聚集了全世
界的创造性人才，被誉为实现寓言的地
方，它的研究方向是没有方向。

实验室创造出许多影响世界的颠覆
性技术，在诸如可穿戴技术、人机交互、情
感计算、3D打印等领域不断推出突破性的
成果。实验室的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已经
覆盖了超过 80% 的互联网生活。或者可
以说，实验室覆盖了你80%的互联网生
活。

实验室的牛气还体现在，它能把科技

思想、科技创意孵化成科技产品。
实验室创始人是尼葛洛庞帝，被西方

媒体推崇为电脑和传播科技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大师之一。

现在尼葛洛庞帝的衣钵、实验室的使
命都交到了伊藤穰一的手上。伊藤穰一
是谁？他有何天赋异禀能做实验室这群

“疯子”的领头人？
他曾两次从大学退学，做过夜店DJ，

经营过一家书店，还创建了多家公司，牛
津互联网学院为他颁发了“终生成就
奖”。

伊藤穰一接手以来，一直秉承着9大
指导原则，作为实验室的核心价值体系。
因此这些原则具有极大的学习、借鉴价值。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有多牛？

“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极富远见的思考
者。”李开复在新书序言中说，随着科技革
命和通信革命的发生，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
代，变革快速出现，而人类的思维却总是处
于脱节状态。而9大原则，就是要帮助个体
和组织应对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未来。

这些原则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伊藤
穰一带领下的实验室每天都在践行的工作
方式。它们极大地激发了研究人员的想象
力和创造力，让实验室始终保持独特性、新
颖性和神奇性。

李开复说，“我惊喜地看到这些富有生
命力的科研成果”，包括内里奥克斯曼创作
的、用6000多只蚕的吐丝包裹成的复杂圆
顶结构“丝绸亭”；神经科学家埃德博伊登
主导的雄心勃勃的大脑揭秘计划，他们通

过基因改造神经元成功治愈了老鼠的失
明，未来这项技术将可以用于治疗人类从
帕金森综合征到应激障碍等许多大脑紊乱
病症。

他说，成功的运营策略是通过网络将
需要的资源吸附过来，“这也是我2009年
创办创新工场的理念之一，鼓励中国的年
轻创业者以开放的心态，用‘拉力’而非‘推
力’原则，将优秀的人才和资源组织起来，
同时通过持续的迭代和调整，实现低成本
的创新。”

书中提到的9大原则，是科技大佬几
十年来在互联网、科技和商业圈呼风唤雨
的制胜宝典。在未来竞争中，人类必须变
成创新型学习者，否则将会被“没有人性”
的机器所替代。 （本报综合）

不创新就会被“没有人性”的机器替代
《快递中国》

内容简介：《快递中国》
以中国民营快递公司“三通
一达”（即申通、圆通、中通、
韵达）的发展为脉络，揭示
了这几家快递公司如何以
超速度冲入“中国快递*集
团军”，并创造传奇的内幕。

两位作者创作本书的
过程中，采访了中通董事长
赖梅松，申通董事长陈德
军，圆通董事长喻渭蛟，韵
达的副董事长陈立英，以及
各公司部门主管、分公司总
经理、网点经理和普通员工
近百人。

朱晓军 杨丽萍 著

《跑步，向着光的方向》

李寅初 著

内容简介：《跑步，向着
光的方向》，说的是一些经
历、一个八卦，偶尔的沉思。

一些经历。有跑第一
圈400米时的气喘吁吁，有
第一次跑完马拉松的激
动，有第一次半路弃赛的
沮丧，有在中南海尿过红
墙，有在狮子山下听到《东
方之珠》，有冬夜里感受过
明城墙……

偶尔的沉思。跑步是
一种生活方式，是一场永无
止境的修行。（本报综合）

那些岁月虽然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得非常非
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
的小红花，先是看到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
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背景，我们就在
那背景，成长起来。

——林清玄《白雪少年》

我们还是太年轻。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带着盲目的
信任或者盲目的不信任。

——七堇年《沉默如谜的呼吸》

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
认命不是撂下，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天亮了就是
给你希望了，你就赶紧起来去往前走，有多大的劲儿往
前走多远，老天会帮你。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
尽了，天亮就没劲儿了。孩子，你记着，好事来了她预
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从来
不会提前通知你！能人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
被砸倒了。

——倪萍《姥姥语录》

不列颠饮食之差真是闻名遐迩得大家都可以玩笑
它，之前听说过关于世界上最薄的三本书的笑话，其中
之一就是英国菜谱，这次看彼得·梅尔的这本法国美食
书前言里又调侃再三：用法国人的话来说，“只求一饱，
不死就可”的英国人杀猪是杀两次的，第一次是杀猪，第
二次杀的是猪肉做成的菜。不禁莞尔，这帮法国佬，当
年自己英国癖迷得要死，现在成了伪雅目标就百般刁难
了，实在贱得可以。

——彼得·梅尔《吃透法兰西》

用返璞归真的方式，重新调动起生命的激情。
——毕淑敏《蓝色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