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现代互联网与电子技术的发展，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愈发多样，沟通方式也

变得便捷而高效。

可由此带来的，却是我们日益加剧的紧

张感与压迫感，以及热闹社交之后的孤独。

我们不禁要问：当物质得到基本满足之

后，人们的精神安放何处？

若将精神生活比喻成一棵树，精神愉悦

的顶峰必在树的最高处。物质生活总有满足

的时刻，但精神之树却冲天生长，越向上，我

们越能发现天空广阔，越能发现自我无知，越

想要填补空虚。

谁会来引领我们打败孤独，战胜空虚呢？

多年以来，我寻到的唯一武器就是：读

书。

活在当下，读书不是什么不了起的事情。

嫌纸书价格贵的朋友，可以读电子书。除了现

在流行的各种电子阅读器，各个读书网站还

提供免费阅读。但又有多少人愿意将空闲时

间花在读书上呢？说到底，现代人都是瞬间快

乐的囚徒。

可如果真心与书交朋友，生活之于我们，

也许会变得不一样了。

“以书为友”，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兼而有

之的生活方式。论严肃，买书读书，可以学习

知识、提高修养、塑造性格;说轻松，读小说看

漫画，可以与打游戏、追剧或是运动等刺激肾

上腺素的娱乐活动相媲美。

我不敢肯定用一篇小文章，就能将阅读

的好处说得多么清楚。但我必须效仿张爱玲

的话，说上一句：读书要趁早。换句话说，阅读

习惯，越早培养越好。

最近，我读到一本小书，就叫《以书为

友》。它是“14岁懂社会”系列丛书的第一本。

书的内容浅显易懂，几乎说出了我的全部阅

读观。在书之外，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人生路

上，彷徨不安的14岁的自己。

不论男孩女孩，在这个年纪，都有了一定

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是时候让他们开始观察

社会，了解社会，学习与社会如何相处了。《以

书为友》，恰好写明白了如何与书交朋友，通

过阅读让自己变得从容强大，对于孩子们顺

利走上社会何其重要。

日前，一家初中生杂志邀我写“成长问

答”。其中有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

最想做的是什么？我答：我想更早地开启阅读

之门，尽量读更多的书。那样的话，今天的我

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我。

所谓“更好”，并非指学习成绩更好或事

业更有成就，而是我会更懂这个世界，会在该

争取时争取，该放手时放手，遇到生活中的困

惑，会与“书”商量对策。

当然，所有的人生问题，未必在书里都有

答案。但读过的书，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那

些真实或虚构的书中生活，都是可以借鉴和

参考的。而你活得美好或糟糕，取决于你在这

些答案里，如何思考、汲取、选择。拥有大量阅

读经验的你，绝不会再像 14 岁时的我，在人

生的一片茫然里孤独得不知所措。

我曾反复地阅读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

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小说里，马奇家的二

女儿乔一直在坚持写作，她以能用写作赚钱

而骄傲。但老妇人的眼里，她们认为靠劳动赚

钱决不是上等人该做的事情。但正是因为乔

的阅读与写作经验，给了她抵御世俗、展望未

来的勇气。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看低她，她依然

会以书为友，有书为安。

不要小瞧书的力量，它将是你孤独世界

里，最温暖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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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末，读到的这本《大地仍躲在

棉被下过冬》，深冬时节，读季节之书，

倒是颇为应景。

11 月下了两场雪，一场极烈，雪没

了脚脖子，走在雪里，踢踢拖拖的，有儿

时的乐趣。可是到底少了儿时的兴味，

在窗子里看雪纷纷扬扬颇有诗意，若是

上班上学只嫌其给生活增添了不便。好

在今年不用在路上奔波，孩子住校也不

用受这风雪的困扰。成年人眼里的四

季，再也没有儿时的单纯。也可能是因

为生活在城市的缘故，忙碌赶走了诗

意。可是一个人之所以在中年以后仍然

热爱读书，大概就是为了在文字里找回

那些逝去在童年及乡间田野里的诗意

的故乡吧。

近些年，我对俄罗斯文学尤为偏

爱，每读总是欲罢不能。

大概是因为那风雪漫天的森林里，

有童年的冬日记忆，有文学的辽阔远

方，有大自然的宁静向往，俄罗斯文学

几乎满足了我执著于文学的所有渴望。

《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过冬》作者弗

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作

品是第一次被引进，它几乎立刻就引起

了我的阅读兴趣。

这是一本自然随笔集，在作者的笔

下，我们读的是俄罗斯茫茫雪原里春夏

秋冬四季里的故事，读的是丰富的森林

里写不尽的动物世界，读的是寂静的阿

穆尔河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岁月。这位伟

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写过不少战争题材

的作品，但是在暮年的笔触却更多的是

缘自乡愁的自然随笔。他是一个“终生

迷恋徒步旅行的人”，向往未经开发的、

原生态的大自然，只要有机会，就和朋

友们去森林里参加各种目的的考察。在

出版社工作的他，经常和一位摄影家结

伴出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作者生于1917年，2011年去世，享

年94岁，几乎历经整个20世纪。在他儿

子的眼中，父亲从不无聊，他有做不完

的事情，兴趣广泛，爱好写作、绘画、雕

刻、模压技术等等，而且有严格的工作

时间，一生远离医院。我想这样的一生，

主要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一个向往

大自然并热爱且尊重大自然的人，内心

一定是健康的、积极的、悲悯的、细腻

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对

于保护大自然的呼声所感动。

在《体态优美的狍子》中，我们看到

了一个体态优美但是很笨拙的动物，早

春时节，狍子的蹄子会被冰划破，村子

里的狗都能袭击它们。狍子的皮做不了

皮袄，肉也不好吃，但无节制的射杀使

狍子数量减少。“我不止一次看到狍子

生存的恶劣自然环境，为它们惋惜。这

样优美的动物不该遭到毁灭殆尽的命

运。”作者说。我们说文学的意义是什

么？也许这就是文学的一点点儿微薄的

力量吧，用微弱的声音发出一点点呼

唤，希望可以唤醒人类的同情心。

《“白色补丁”的偏口鱼》中，作者讲

到了听来的一个传说：一个猎人打到一

条肥鱼，但是他想到，这万一是最后一

条鱼呢？如果我杀了它，其他人吃什么

呢？于是他就从侧面切了一片鱼肉，然

后缝上一块白桦树皮，鱼有了“白色补

丁”不想被其他鱼看到，就总是平卧在

海底。作者由此想到，从前的人们对待

大自然是理智宽容的，而现在的人则贪

得无厌目光短浅，大家都在掠夺，至于

能为后代留下什么，无人关心。自然文

学使作家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但同时也

让人更不平静。越是热爱便越是痛心疾

首，可是又无能为力才是作家最痛苦的

事情。

在这本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

样的文字，时时敲打着我的心。文学是

涟漪，它将思想传递到无穷。

书中很多关于自然的描写非常优

美，大自然像是天然的画卷，有时我们

只要用心去看它自然发生的一切，就是

一篇妙手天成的好文章了。我们读到一

篇篇大自然馈赠的散文，心也便飞到了

那热闹又寂静的森林里，随着作家的脚

步与目光感受那无处不在的惊喜了。远

东的树木丰富：雪松、云杉、冷杉、槭树、

白蜡树、椴树、白桦树、落叶松、稠李树、

丁香树，森林里的世界像个童话：兔子、

田鼠、松鼠、猫头鹰、猞猁、狍子、麝鼠、

马鹿、熊、啄木鸟。阿穆尔河鱼类与鸟类

丰富：大马哈鱼、鲶鱼、鲫鱼、狗鱼、苍

鹭、雅罗鱼、白条鱼、鸳鸯、仙鹤……这

些名字无一不在撩动着我们的心弦，恨

不能立刻就飞进那山间、林间与河边。

作者呼唤年轻人：“大自然非常美，

不要远离大自然。”是的，当我们看到这

些远离城市生活的名字时，心里怎么能

不生出万般柔情，怎么能不感谢大自然

曾创造的万物天然？我们应当给予大自

然足够的敬畏，并让这动人的画卷与故

事绵延不绝地流传下去，而不是让后代

只能在文字与画面中缅怀与伤感。

就算是身处城市之中，我们不也时

时被阳光与月光的升落而感怀吗？在每

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深藏着人类永恒的

故乡，那就是对于大地的热爱。越是年

纪渐长，我们便越是感慨人类的渺小与

自然的神奇，也便越是感受到谦卑的力

量。面对大自然，我们不妨学会尊重与

思考。

12月了，一年将近，“大地躲在棉被

下过冬”，对于小动物们来说，寒冷的冬

天是场艰难的考验，但在那棉被下，春

天也在孕育着。

交流读书，常常听人说：“我终

于将XX书啃下来了！”言下，甚是欢

喜。不过，在我看来，却是颇为不解：

“啃”下一本书，是何等艰难？你是真

正读懂了，还是只为“啃”书而“啃”

书？那个“啃”的过程，你又是否真正

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

而我通常，称这种“啃书”之法，

谓之“硬读书”。我也因此常常反思：

“硬读”何益？

读书，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专

业性阅读；二是自由性阅读。

专业性阅读，不管是为了获取

学位，还是为了专题研究，抑或是为

了其他，归其要，都是一种“功利性

阅读”，目的是“学以致用”，如此，

“啃书”或者“硬读书”，未尝不可的，

攻坚克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也

许，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专业阅

读的目的。

而自由阅读呢？却未必一定要

“硬读”了。

自由阅读，贵在“自由”，自由地

选择阅读的书籍，选择自由的阅读

方式，在自由阅读中，获取知识，增

长见识的同时，也获得一份阅读的

乐趣，才好。

因此，我赞赏蒙田关于读书的

一段话，他说：“有些学问枯燥无味，

艰深费解，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勉

为其难，这就让那些还在为尘世效

力的人去做吧。至于我，只喜欢那些

有趣易懂的作品，让我精神舒畅，不

然，就是那些读了感到宽慰和劝导

我如何处理生死大事的作品。”

这段话，意思大概可分为两层：

前者所言，就是指的那种“功利性阅

读”，迫于生计，学以致用，就让那些

专业人士去读吧；后者，则是指蒙田

自己的阅读取向——要阅读那些

“有趣易懂、精神舒畅，感悟人生”的

作品。

其实，蒙田的话中，还有一个阅

读的辩证法，那就是阅读的“舍”与

“取”的关系问题。“舍弃”的是“枯燥

无味、艰深费解”之书，取得的是自

己喜欢之书。蒙田之读书方法，大可

为自由读书人借鉴。

不过，对于“舍弃”，寻常自由读

书人，也要灵活对待。我之方法，有

二：一是先放一放。一本书，你读不

懂，可能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

知识积累不够，二是人生阅历不足。

例如，有人说：“四十岁以前的人，读

不懂周作人。”此言并非虚妄。周作

人的书知识量太过丰富，周作人自

称为“杂学”，可是又有几人能达到

他“杂学”的高度和深度呢？读不懂，

不要紧，先放一放，待后再读，亦未

尝不可；二是“绕一绕”。绕一个圈

子，绕到读不懂的书的外围看一下。

比如，西方哲学著作，大多思辨性极

强，如果你不懂外语，就只能去读翻

译作品了，于是，又可能遇上翻译语

言的欧化问题，阅读起来，就难上加

难了。不要紧，不妨先放弃原著，读

一些介绍该作品（或学问）的外围

书。

我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

是如此。读不懂，我就先读莎拉·贝

克韦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此书

通俗易懂，一路读下，存在主义的诞

生与发展、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关

系、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阐释，等

等，都能得到一个大体的了解。最重

要的是，此书还将存在主义的主要

哲学家的生平掺杂其中，给全书增

强了极大的趣味性。读此书，不仅获

得了存在主义的一些知识，而且还

对众多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生平、事

迹，乃至于趣事有所了解，受益匪

浅。

我觉得，读完莎拉·贝克韦尔的

《存在主义咖啡馆》，萨特的《存在与

虚无》不读亦可。因为，我非专业研

究者，只是涉猎而已，粗略了解，也

就可以了。

撇开“硬读”，在求知的同时，还

能获得阅读的极大乐趣，何乐而不

为？因之，对于自由读书人来说，“硬

读”，确然是不必要的。我倒是觉得，

在借鉴蒙田读书方法的同时，不妨

再借鉴一下周作人读书的选择标

准：知识与情趣。

人类历史上曾遭遇过很多传染病，《传

染病与人类历史》之所以仅仅聚焦鼠疫、天

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

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这 10 种，主

因是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么最

大，曾造成巨大死亡，如鼠疫造成2500万至

1亿人丧命，天花致死总人数超过10亿人，

肺结核病在几千年中感染并杀死了 10 亿

多人，1918年大流感5000万至1亿人死亡

……要么是病症给人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

象，如黄热病、脊髓灰质炎、艾滋病等。

今天，我们得知导致传染病主要是因为

病毒和细菌。不过，无论人类多么讨厌或者

害怕病毒与细菌，二者一直是人类“忠实”的

“朋友”。

《病毒星球》（广西师大社 2019 年 4 月

版）一书曾指出，“根据科学家计算，在每升

海水当中，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在地球

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 10的31次幂个

病毒颗粒。”病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人

类基因中包含远古病毒基因，正是因为“一

亿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被一种病毒感染，

获得了最早的合胞素蛋白，于是产生了最早

的胎盘，变成了最早的哺乳动物”。至于细

菌，更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不

过人类在进化中适应了与众多细菌共生。本

书亦指出，“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

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

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传染病一方面重创人类文明，另一方

面也倒逼人类苦思应对之策。正是出于了

解传染病的需要，人类发明了显微镜；约

翰·斯诺的“霍乱地图”早已成为医学地理

学及传染学中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1910

年，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正是通过隔

离，扑灭了东北鼠疫；丹麦麻醉师比约·易

卜生发明的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重症监护

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已成为现代

医院的标配；1942年问世的青霉素，掀开了

人类与细菌斗争新篇章……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还改变了地缘政

治力量均衡。1346年，当远征欧洲的蒙古军

队将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向久攻不下的黑

海城市卡法时，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改变双

方力量均势的“生化武器”。这种所谓的战

术，在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广泛应用于美洲、

澳洲和非洲大陆。欧洲人对哥伦布发现美

洲新大陆总是大书特书，如果这段历史由

印第安人书写的话，很可能是一部彻头彻

尾的种族灭绝史——“天花在一些地方消

灭了 90%的土著人口。”历史上，鼠疫曾流

行七次，前六次均源于印度恒河流域。英国

殖民统治者并非不知鼠疫之害，只是出于

利益考量而漠然视之。

传染病每次出现，各种谣言几乎也会漫

天飞舞。公元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犹

太人便被欧洲人指责为散布黑死病的根源，

“黑死病同时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

人的新时代”。无独有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后，尽管许多正义科学家一再呼吁，应坚持

本着科学态度团结抗疫和溯源，但仍有一些

国家抱着种种目的，试图“提着鞋找脚”。

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无所不在，甚至

审美也会产生扭曲。公元 19 世纪，当时在

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理想的美丽是身

体苗条、皮肤白皙、脸颊红润以及一双大眼

睛，肺结核病被视为“优雅的象征”。在中

国，这一幕似曾相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

玉：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姣花照水，

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

子胜三分。经研究表明，林黛玉所患的痨

病，正是今天我们所指的肺结核。

从本书梳理的传染病历史规律来看，

大多数传染病最终可能会自行消失，但往

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漫长时间，人类

还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科学研

究早就证明，在抗疫面情，人类唯有同舟共

济，才能走出“柳暗”迎来“花明”。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在新冠肺炎病毒

肆虐的今天，科学家对肺炎的研究正与病

毒赛跑。张文宏曾指出：“全球抗疫是一盘

棋，世界的疫情取决于控制的最差的国家，

不取决于最好的国家。”道理虽通俗，但这

一逻辑要想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和自觉行

动，从目前看仍然尚需时日。从这方面讲，

传染病攻陷的不仅仅是人类的身体，还有

人类文明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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