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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
的六朝史》

关注疾病做到居安思危

疫病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为何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疫病的历史？为何说疫
病是一种“文明病”？为何说疫病是推动历史的力量？历
史上人们是如何应对疫病的？疫病的真相又是什么？在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策划
了一部反思疫情与人类历史关系的新作《记疫：祈祷、隔离
与共生》。
《记疫》一书讲述了疫病与自然、人类历史的关系，并
通过生动、翔实的事例和数据，记录了世界历史上数次大
疫病的故事，以及疫病对历史进程、人类文明的影响，进而
在一次次生死之间体悟人类与疫病共生、共存的智慧。
本书作者、历史文化学者武斌介绍，人类文明几乎从
童年开始，就与疫病相伴。疫病的大规模暴发和蔓延，有
着巨大的杀伤力，
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最初，人们对疫病只有恐惧和无奈，只能依靠祈祷来
祈求噩梦过去。随着人们认识到疫病的传染性，开始采取
隔离的方法。此后，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磨砺出抗生素、
疫苗等武器，但人类与疫病的较量并未因此终止。面对复
杂多变的环境及新型传染病的出现，人类还在不断面对新
的挑战。
“与疫病共生共存，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真实
经历。学会与疫病共生，也许就是我们从一次次疫病中得
到的启示。
”
作者武斌说。
“2003 年‘非典’疫情暴发时，我和大家一样困在家
中，有了比较集中的读书时间。也就在那时开启了我对疫
病的关注与思考。”在那几个月中，武斌阅读了世界文明史
上有关疫病的材料，特别是医疗社会史方面的文献，集中
思考疫病这种一直与人类纠缠的恶魔是如何影响和参与
人类文明进程的。此后，对疫病的研究与思考成为武斌进
行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
“我非常赞同麦克
尼尔的观点，对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要从多个侧面去认识，
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多面的历史。
”
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武斌认为，我们每个
人都不是旁观者，每个人都在自我隔离。
“自打年三十那天
起，心情就很焦虑，一直关注疫情的各种消息。还好有微
信，使我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渐渐有了一个虽然仍不清
晰，但也可以略知一二的拼图。通过这次疫情，我们需要
有所思考、有所反省、有所改变。改变意味着重建。大疫
之后，
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生活。
”武斌说。
该书对我们应对当下新冠肺炎疫情有何启示？广东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柏峰表示：
“ 通过对历史上大疫病的轨
迹和影响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人类对疫病认知与应对的
文明进程，从而有助于读者理性对待新冠肺炎疫情。相信
在全国一盘棋的力量下，新型冠状病毒是能被认知的，疫
情是一定能战胜的。
”

美国记者、科普作家劳里·加勒特长期关注全球公共卫生事
业，先后摘取皮博迪奖、乔治·伯克奖和普利策奖三大新闻奖。
《逼
近的瘟疫》是她的代表作。
该书梳理了近些年来流行疾病发生的历史，考察的具体事例
包括玻利维亚出血热、马尔堡病毒、黄热病、巴西脑膜炎、拉沙热、
埃博拉病毒、猪流感、军团热、艾滋病。瘟疫来袭，人类措手不及，
健康遭受严重威胁，恐慌情绪也在蔓延。文化人、科学家、医生、
政府官员、政治首脑、宗教领袖、社会民众，各自会有什么样的反
应？作品以缜密的考证、流畅的文笔，讲述了人类与这些疾病斗
争的艰难历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能换取一些成果。
瘟疫病因并非毫无根由，它们常与某种生物及其生存环境的
被破坏密切相关。比如马丘波病毒，20 世纪中叶，玻利维亚掀起
了一场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的运动，打乱了卡洛米斯野鼠的天然
习性，这种啮齿动物迁居到城镇居民家庭，带来了人类无法抵抗
的病毒，导致了大规模的流行病。类似的情形也是其它疾病爆发
的原因。
自古以来，人类就遭受瘟疫的威胁，生命随时处在死神镰刀
收割的阴影里。直到 18、19 世纪近代医学兴起，20 世纪医学更
是突飞猛进，除了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少数例外，似乎不再有流行
疾病能够大规模地威胁人类的安全。然而，并不尽然，正如历史
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所言，人类历史上每一场灾难性流行病都是
人类进步造成的啼笑皆非的后果，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
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本书在微生物的层面上探讨了进化生物学，仔细观察了病源
和传病媒介如何变化，来对付人类自我保护的防御武器。微生物
的生存是一部传奇史诗，充满着无尽的冲突与合作。没有微生
物，我们将无法消化、无法呼吸；可没有我们，绝大多数微生物依
然无恙。人类不可妄自尊大，随意破坏微生物群落的均衡生态。
病毒也有争取生存的权利，它们寄生宿主，不断变异，城市的拥
挤、密闭给微生物提供了在通风、开阔的农村没有条件成长的大
好机会，人们扭曲的野生动物口腹之欲，也让许多病毒有了攻击
人类的机会。回顾往昔，有多少流行疾病是因为人类不恰当地对
待自然，
或者贪吃野味而引起的呢？
同时，本书还考察了人类如何通过计划不周的发展项目、指
导不当的医疗措施、方向错误的公共卫生政策、目光短浅的政治
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在疫情期间的糟糕处理，以至于欠下了一张
张巨额的医疗“账单”。这些疾病有很多发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
地区，贫穷和落后是一层原因，新殖民主义对当地经济的剥削和
造成的生态危机，
也是不可忽视的。
疾病是天灾，也是人祸。正如苏珊·桑塔格所描述的，艾滋病
成为强烈的“疾病的隐喻”，它指向了工业文明和社会机体的弊
病。作者告诫我们，必须重建对于疾病的新思维方式，学会与其
他生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地球村里。
（本报综合）

内 容 简 介 ：在 中 国 人
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仰
等方面，山川素来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山中风景”从未
超然于中国人的政经、文化
与生活之外。魏斌以田野
调查的方法在名山间寻碑
识刻，借助正史以外的宗教
文献、文学作品、石刻碑文
等独特史料，细腻地刻画了
六朝江南山岳历史的发展
脉络。
在江南山岳逐步被“名
山化”的过程中，呈现了中
国历史进程中复杂的地缘
政治、人口迁徙、南北互动
和信仰活动。借助山石碑
文，以全新的范式研究六朝
时代的政治特性与地理属
性，详细解析了六朝变迁当

魏斌

著

中的政治史、道教史、文化
史、风俗史与移民史的互动
与变迁，发掘了江南山岳在
六朝史中独特的文化面貌
和地理格局。

《乱世的笑声》
内 容 简 介 ：1940 年代
的上海，战火中包围的孤岛
上海，沦陷区黑暗、压抑的
舞台深处，居然发出了阵阵
的笑声。这笑声究竟意味
着什么呢？
这笑声来自报纸的专
栏，来自刊行的小说，来自
舞台上的话剧。而他们的
创造者们，都是当时脍炙人
口的作家文人。平襟亚、李
健吾、张爱玲等人挥动手中
的笔墨，将笑声倾注字里行
间，或戏讽调侃，或揶揄恶
搞，从古圣先贤，到传说名
人，无不为其披上滑稽的衣
裳，让人或忍俊不禁，或放
声大笑。与那些被后世研
究者瞩目的抗战文学相比，
这些戏谑搞笑的文字固然
难登大雅之堂，但本书的作
者张俭却将目光深入这些
在当时更为大众喜闻乐见

张俭

著

的喜剧文学之中，从中发掘
出战乱时世的另一面。笑
声消解了恐惧，用讽刺戳破
了权威的荒诞，将被战争破
坏得支离破碎的生活用乐
观重新黏合起来，也带给人
们继续生活的希望。

《五万年中国简史》

抉与择
—— 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有感
○ 柯建斌
抉，从手，本义是挑出、挖出。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
他投身于波
择，亦从手，
意为分解并理清。
澜壮阔的改革、
发展、
稳定的伟大征程。
100 年前，他抉择了赴法国勤工俭
因为他抉择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和未
学；90 年前，他抉择了江西中央根据地；
来的创造者，是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的
80 年 前 ，他 抉 择 了 太 行 山 抗 日 根 据 地
承载者，是社会变革和永续发展的原动
……
力，所以历史抉择了邓小平。
此后，他三落三起、愈挫愈是振奋；
历史抉择了邓小平，是双向抉择、是
他临危受命、一心拨乱反正；他引领改
必然抉择，是正确抉择。
革、开创特色理论。
遭遇三落三起，他抉择了沉默，抉择
他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
了冷静的总结和乐观的研判。
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将毕生
应对复杂局面，他抉择了“眼界要非
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建设
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
和现代化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和
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
风范永载史册。
放眼一切方面”
。
他 是 谁 ？ 再 读《历 史 选 择 了 邓 小
历史的车轮走进了 1978 年，这一年
平》，再一次深刻理解这位伟人的执着；
的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
再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又一次为高
京召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
屹精心抉择的书名喝彩。
向前看”的话语掷地有声，改革开放抉择
因为他抉择了学以修身、学以增智、
了邓小平。
学以养德，所以，他为齐家、治国、平天下
南巡的 1992 年的 1 月 18 日，他说：
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实践和精神财富。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实事求是是马
因为他抉择了实践、
实践出真知、
实践
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

不是靠本本，
而是靠实践，
靠实事求是。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一些不同
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邓小平
的发明。
“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
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化改
革开放抉择了邓小平。
果敢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他；
创 造 性 地 提 出“ 科 学 技 术 是 第 一 生 产
力”，也是他；诙谐地指出“不管黑猫白
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还是他。
是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开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动
了所有机器。因为有他的这个正确理论
指导实践，伟大的祖国和平崛起。
因为历史抉择了邓小平，抉择了一
代又一代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
产党人，强大的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
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知历史之
所以抉择邓小平。作为 70 后，我们感恩
于党的改革开放，感恩于社会稳定，感恩
于时代的豪迈。

比上一代人，我们不知何为饥肠辘
辘、何为文攻武斗、何为艰难险阻；比下
一代人，我们切身体会到选择、抉择、别
择的艰难。
再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悟人民
群众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孩
提时代的认为。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
党才能领导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
中学时代的认知。
坚守跟党走的信念，坚持共产主义
信仰，坚定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信心，这
是大家今天的认定。
一读再读《历史选择了邓小平》的收
获是——静心抉书悟时事，择书而读长
知识。
在起伏跌宕的人生过程中，一定有
许多别无抉择，有时是你抉择别人，有时
是别人抉择你，有时是你帮别人抉择，有
时是别人帮你抉择。
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在读书和工
作中抉择，如果我请您帮忙抉与择，您会
如何抉？如何择？
抉 摘 弊 害 ，革 弊 兴 利 罢 了 ；择 善 而
从，从善如流罢了。

佳作欣赏

在我小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温柔
的大姐姐，洞悉了我在夜晚的孤独与害
怕，给我讲各式各样的故事，教会我勇敢
与成长；在我青春年少之时，它又像是一
位诲人不倦的老师，知道我成长的彷徨
与疑惑，孜孜不倦的指引我，教会我对错
与明辨是非的能力；当我终于长大成人，
它就像君子之交的故友，默默地在你身
边陪伴。
与书为友，也有千般滋味。当书中
的观点与自己所想一致时，欣喜若狂，引
为知音；当书中的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

《大话西方艺术史》
内 容 简 介 ：本书用浅
白风趣的语言和逻辑清晰
的脉络，从艺术的起源、西
方文明的源头开始，经过
文艺复兴、巴洛克、新古典
主义，再到浪漫派、印象派
乃至 20 世纪之后的当代艺
术，梳理了 30000 多年西方
艺术史的精髓，帮助你迅
速构建完整的艺术史认知
框架，提升你在生活中的
独立审美意识。

《哲学是怎样炼成的》

○ 焦姣

于我而言，读书不异于结交一个良
师益友。
一个人的时候，最适合读书，在一方
安静之处，一人一书，书籍毫无保留的坦
诚自己的内容与思想，你在它的面前也
无需隐藏。就像与友人同坐，彼此分享
自己的观点。
记得小的时候，父母工作总是很忙，
从放学到入睡的这一段黑夜里，总是我
一个人待在家。母亲知道我害怕，买了
许多故事书给我，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
书籍成为了好朋友。

姚大力、钱文忠 著

意公子 著

与书为友，诗意人生
因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因发烧
而独自一人在家隔离的我决定将之前没
看完的书继续读完。伸手至书架，沾碰
到一手的灰时，忽然恍觉，原来，我已经
很久没有捧起书本、仔细阅读了。
拂去书脊上的灰尘，翻开书页，看到
上次阅读到一半留下的书签、之前阅读
时写下的笔记、观点，那些许的陌生感又
如潮水般悉数退去。就像一个很久不见
的旧友，她剪了新发型，换了新衣服，可
她一开口，你就知道是她，还是原来那个
她。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
时间跨度长达 5 万年的中
国简史，展现了中国从头
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到
20 世纪的完整历史。本书
汇集复旦、南大、社科院等
院校的 9 位史学大家，他们
将各自在历史领域潜心研
究数十年的成果，以专业
的史学素养、充满理性与
洞察力的文字呈现给大众
读者。带我们透过历史的
表象，看清中国 5 万年来的
发展历程！

时，难免产生分歧；又或者书中的道理，
自己还看不明白之时，会有一种怅然若
失、恍惚不定之感，如此这般，便升起一
股酸溜溜的感受来……
俗话说，
“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
能致远”，让我们以书为友、与经典为伴，
享受阅读的快乐，体会诗意人生。

书海

杂谈

内 容 简 介 ：在这本书
中，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
家之一蒂莫西·威廉森从常
识开始，通过他最擅长的逻
辑推理，逐步深入到一个个
具体的哲学问题中。威廉
森通过简洁明快的书写方
式，向我们展示了哲学思考
的快乐，并探索了那些以各
种琐碎和重要的方式深入
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哲学
体验。
（本报综合）
蒂莫西·威廉森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