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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击的智人》
作者：河森堡

古人讲究读书之法，既要“入得书”，也要

“出得书”，意即读书不能点到为止，对于书

的精髓要精读细读，领会其精神要义，并悟出

某个道理，这才是读书的宗旨。毫无目的地泛

泛而读，不能称之为读书，只能称之为“观

书”，即走马观花的“观”，观完心中仍是茫茫

然，不知所以，这样读书纯属浪费时间，毫无

任何意义。

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读

书的“三境界”，一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

高楼，望尽天涯路”；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三为“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前两个

境界形容学海无涯，读书要耐得住孤独寂寞，

达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忘我境地。而第三

个境界，是经过长期坚持不懈地阅读后，忽然

感受到有所获的成功与喜悦。读书者在这个

境界中收获了成熟的思想，悟出了书中揭示

的道理，因此，这个境界是读书的最高境界。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此句古言并非要

求读书之人要将书真正读上百遍，而是要求

人们在读书时多思考，多体悟。鲁迅先生曾就

读书表达过自己的看法与思想：“我们读书如

果不积极思考问题，不去和自己的生活建立

联系，不去联想和想象，不去反思和体验，那

就是在‘替作者跑马’。”这样的读书方法，可

以称之为读死书，死读书，毫无意义。孔子在

《论语》中有曰：“学而不思而罔，思而不学则

殆。”可见，读书并非只用眼看，还要用心记、

用脑思考，才能有所悟，有所得。

我们读书所悟的最大成果，便是将前人

的知识与先进的生产生活经验学以致用。然

而，前人的观念与经验也并非是完全正确的，

遇到有所质疑的时候，我们便要以“尽信书，

不如无书”的态度为自己留下思考的余地，并

除糟粕、取精华，将书籍中的知识加以活用。

总而言之，唯有亲身体验，才能让知识真正属

于你。

“读书廊”版面征稿启事

所谓进击，就是与匮乏的对抗中，一
边搏斗，一边前行。

《进击的智人》是一部充满少年感的《人类简

史》，阅读它，将刷新年轻读者对华夏文明的认知：

“匮乏贯穿着人类进化史，我们究竟如何走到了今

天。”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作者河森堡以独

特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过了从黑暗到光明的漫漫长

路，让人们看到人类是如何从貌不惊人的弱者成长

起来的，并最终主宰了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引发

读者发出由衷的感叹。

“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

迷惑始终困扰着人类。中国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在

其新著《进击的智人》中，以宏大的视角和有趣的文

字，为我们揭开了驱使人类不断前进的密码，让我

们清晰地看到，“匮乏”是人类进化的源动力。

《进击的智人》是一本科普读物，全书分为“匮

乏塑造了我们”和“匮乏塑造了历史”两部分。第一

部分讲述物种起源的自然法则，即智人的进化史；

第二部分讲述人文发展的历史法则，即中国社会的

“进化”史。在书中，作者用穿线般的叙述方式，沿着

“匮乏”这条主线一路铺陈，勾勒出“人猿相揖别”漫

长岁月的梗概，描述了一部由匮乏塑造的历史。读

《进击的智人》，自然法则下真实存在的进化脚步让

我们明白，人类的进化、繁衍和迁徙无不是在对抗

匮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不断地“折叠时

间”，获得了适应环境的能力。

“人类历史中的一切文化行为都有其自然科学

的底层逻辑”。不同于大众所知的“物竞天择、适者

生存”进化理论，在《进击的智人》中，河森堡以博物

馆为底色来推理人类的进化，另辟蹊径地提出匮乏

塑造了人类历史。“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直立

行走，拿起工具。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褪去毛

发，开口说话。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们走出繁茂

的雨林，挺进苍凉的草原。为了应对匮乏的压力，我

们组建更大的团体，共振彼此的心灵。”匮乏之下，

先民一路进击，自然筛选出更能适应环境的古人，

进而塑造了人类本身及其文明。匮乏，逼出了一部

人类历史——这种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整个人类的匮乏史，无疑是资源稀缺的结果，

因此才有了自然选择。在匮乏面前，有无力，也有进

击；在自然面前，我们被塑造，也在改造。在《进击的

智人》中，数百万年前的历史，在作者笔下如抽丝剥

茧般一层一层地慢慢浮现，让我们重新认知自己。

原来，所谓的人类发展史、人类进化史，就是一部不

断与自然、与自己作斗争的历史，“站在今天的时间

节点上，我们看动物的处境，实际上就是在看我们

自己的处境。这是一个生存的镜像反映。”人类能从

诸多种灵长类中脱颖而出，实实在在是偶然性加必

然性，匮乏驱使我们选择了文明的路径，而我们必

须用一颗感恩和善待的心，回馈自然。破坏环境、浪

费资源、污染河流……无疑是人类的“自作聪明”和

“作茧自缚”。

此外，学科知识量的丰富是该书最大的特点。

作者在叙述故事的主线中，于各学科之间信马由

缰、旁征博引，几百万年的人类史在他的笔下轻松

幻化为缤纷的文字、有趣的故事，读来令人感觉生

动丰满。

资源有限，欲壑难填，探究社会文化行为的自

然科学逻辑，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思路和

视角，让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了解人类，读懂

中国。

人类前进的密码
——读河森堡《进击的智人》

秦延安

元末明初的大学者，曾编修了《元史》的

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一文中讲述了他少

年时借书苦读的情景：“余幼时即嗜学。家

贫，无以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

笔录，计日以还。”宋濂对书的摘抄，虽因条

件所致，却成就了他的学识积累。如今，我们

大部分人虽有了读书的好条件，却总因为“买

来的书就是自己的了，什么时候都可以读”，

往往将其束之高阁。

刚上中学时，语文老师就教我们做读书

札记。我的第一本读书札记，是记在获奖而得

的笔记本上的，本子的蓝塑料封皮上印着北

国风光，在当时算是比较精致的。我在扉页上

抄下列夫·托尔斯泰的格言：身边永远要带着

铅笔和笔记本，读书和谈话时碰到的一切美

妙睿智的话语，都把它记下来。

我读书的速度比较慢，因为要一边读

书一边搜集资料，把书中读到精粹的话语、

独到的见解、寓意深刻的典故、哲理丰富的

段落以及翔实可靠的资料都摘录下来，在

手、眼、心的共同作用下，把握作者的思想

感情脉搏，体会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和妙

处。我时常会翻阅品读摘抄本，揣摩其中字

句的精妙之处，慢慢的，我发现其实富有生

命力的文字并非像星辰一样遥不可及，摘

抄，就等同于把优美的字句如珍珠般串在

了一起，待空闲时细细摩玩，不失是一件怡

情怡性的事。

关于读书，徐特立总结出一个 18 字口

诀：“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全抄不

如摘抄。”细细咀嚼，反复领会，摘抄的过程

就是思考琢磨、钩玄提要，在把握文思要义和

精神实质这些方面下功夫。若没有深刻的理

解和领会，只是不经意地东剪一下西砍一刀，

绝对摘不出精华和要点来。摘抄的过程即是

一种深层次的阅读理解，其意义和品格自然

远非全抄所能相比的了。

学富五车的梁启超曾说过：“摘抄的工

作苦是苦极了，笨是笨极了，但是真正做学

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文学巨匠郭沫若

在谈《十批判书》的写作经历时，对摘抄的过

程讲得更为具体，他说“接连几天，翻来覆去

地把《吕氏春秋》读了好几遍，我的一贯方法

是先就原书加以各种注意和标识，再备一个

抄本把它的分类摘录下来，这样在下笔的时

候，便可以左右逢源了。”

摘抄，是在吸收别人智慧的同时，得出自

己新的思想，如鲁迅之谓“吃的是草，挤出的

是牛奶。”只有读后实践，才能有所收获，否

则便少了创造的快乐。“不读书则愚”是可哀

的，只读书收集别人的智慧也很可惜，只有读

后思悟，得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才是大智慧。

读书过年，是许多人的过年方式。比如

鲁迅。

每逢过年，鲁迅总要在买书、读书中度

过。翻阅《鲁迅日记》，多有这样的记载：如

1913 年春节，他购书 60 册；1915 年过年，买

《说文系统第一图》拓本；1925 年过年“往琉

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6本”；

1933年过年到内山书店买书8本；1934年过

年买书2本……可见，买书、读书成了鲁迅过

年的主要方式。

国学大师吴宓，也常在读书中过年。1915

年 2月 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阴历除

夕，校中放假。餐后，携仲侯游于琉璃厂各书

肆。坐阅至晚，购杂志数种而归。”可见，其读

书之用功。

钱钟书也是读书过年的典范。有一年过年

的时候，有一位知名人士登门向他拜年，本来

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来人说了声“春

节好”刚要跨进门，却不料钱先生从门缝中拦

着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

谢！”来人颇有些不快，说钱钟书不近人情。事

实上，钱钟书夫妇确实是在忙着写作，他常说

时间不够，生命有限，工作安排不过来，外人以

为他是说说而已，不想他真的是在和时间赛

跑。钱钟书一家人日日都有计划有安排，就连

过年，他们也都是在读书治学中度过的。

像这样在读书中过年的人不胜枚举。

过年，正是读书好时光。不管是在什么时

代，相比于其它庆祝方式，选择读书过年，更

可以为节日注入一种别样的氛围，也可以为

生活注入一缕高雅的书香。因此，今年过年，

我们不妨学学名人，静下心来选择几本自己

喜欢的书读一读，因为，读书过年，也是一种

过年的好方式！

读书重在“悟”
黄国清

摘抄之趣
孙丽丽

选择读书过年
孟祥海

从古至今，爱书、惜书、读书都为世人所推

崇，人们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

品位，从而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程度。然

而，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我们应该读什么

书？如何阅读一本书？如何让你读过的书，变成

你的财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年轻读者，更

困扰着我。近日，偶得一书《好好读书：名家给

年轻人的一堂读书课》，读来让我受益匪浅，茅

塞顿开。

一杯茶，普通人饮之乃因口舌之渴，茶友细

品则是琢磨茶水中蕴含的山川况味。读书如同

喝茶，阅读不难，但要真正领会一本书的深刻内

涵，抵达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深度往往并非易

事。在《好好读书：名家给年轻人的一堂读书课》

一书中，四位当代著名作家麦家、苏童、阿来、马

家辉首度联袂，带来 20本私藏书单，用他们半

生的阅读经验，为年轻人解读被他们翻阅过无

数次的世界经典名著。

如今，智能手机充斥在我们生活的点点

滴滴中，碎片化阅读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如何选择书来读？马家辉建议，不妨从“史”

读起。例如，若你选定经济学，可以先读一两

本经济学史，再去读经济学的分门论著。若你

选定了文学类别，可以先读一两本文学史，对

作家和作品有了个大概的宏观掌握，再去读

原著。阿来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读书观，他

说：“我阅读是随时随地，只要有条件，是每天

一定要进行的事情。甚至，如果哪天有事情，

阅读计划没时间完成，我宁愿将正在进行的

写作暂时放下，也要把书读好。坦白说，写作

有的时候更像是本职行为，而阅读则主要是

跟自我的灵魂有关。”

当今社会，人类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

文化将步履匆忙的人们的精神状态拉到最紧，

无法静下心来“好好读书”。对此，苏童也给出了

自己的看法：“好好读书，你首先要确保自己在

读好的内容，即使是碎片化阅读，你也可以选择

去读一些好的内容。碎片化阅读其实很适合短

篇小说、散文、诗歌、微信公众号文章等篇幅短

小的题材和内容。关键在于你是否读到好的内

容，你是否得到净化与收获。”而苏童眼里的“好

好读书”，是“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

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

庸而终止于辉煌。”苏童还对年轻人提出了阅读

建议：“我觉得读书可以处理孤单。在书中能够

与很多人相处，与很多新的世界相依，你会有更

多的发现。

那么，何为理想的阅读？理想的阅读，并

不是“就书论书”，而是能够由此及彼，触类

旁通。四位作家并没有满足于作品所呈现的

书面意义，而是通过“旁系”阅读，对作家成

长经历、作品创作背景，以及作品可能映照

的社会现实等进行了深入打捞。正是因为通

过对大量的信息资料进行综合分析，所以作

家们总能“生成”更为耀眼的思想结晶，他们

的阅读经验也告诉我们，经典名著之所以能

够历久弥新，主要在于这些作品可以抵达人

性的最深处，可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

点。换言之，经典名著区别于普通作品的关

键之处在于，其呈现的是一个更能接近事物

本相的视角。

马家辉曾把阅读比喻为一场妙不可言的旅

行：“阅读是人与书，与作者相遇，山一程水一

程，同行一般，美好不下于旅行。”在这个信息爆

炸的时代，时间对于许多人而言似乎是个“稀缺

品”，在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阅读更应该成为

年轻人的一种习惯，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带来快

乐，更能够带来自我的提升，我们读过的每一本

书，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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