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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
□之慧
险丛生。李微漪决定带它回到草原，
让它重返狼群。

尊重，人和动物是亲密朋友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让我

相关图书 >>>
《亲密关系》
《重返狼群》
逊说，人类天生就具有亲近大自然的倾向，这种倾向
人和动物之间并不是只是杀戮、
买卖，其实，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
就是“亲生命性”。人类会下意识地寻求与其他生物之
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就在人类历
间的联系，这种特性始终伴随着人类的进化，至今仍
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着亲
然根植在人类的基因组里。
密无间的关系。在《亲密关系：动物
如何塑造人类历史》里，剑桥大学考
从古至今，人与动物之间经历过怎样的关系？当
古学和人类学博士布莱恩·费根梳理
我们谈论“野生动物”时，到底指的是哪些动物？在
了狗、山羊、绵羊、猪、牛、驴、马和骆
自然和人类利益之间，又该如何平衡？阅读是认知世
驼这 8 种动物被驯化的过程。如驴和
界、反思自我的解药。让我们通过阅读去重新认识世
骆驼，这些忠厚老实的驼畜，是古代
商道的开拓者，它们运输的珍贵货物
界，认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连接了世界贸易的各个角落。
作者表示，人兽关系里的尊重，
是必要的条件，骑士必须与他的战马
合为一体，有经验的游牧民会从骆驼
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世界上很
的鼻息里感知前方的土壤和气候。
多生物正面临危机。世界自然保护
利益，
动物们有部血泪史
动物帮助人类克服了莽荒丛林隐藏
联盟公布的最新版《濒危物种红色名
的各种生存困难，它们对人类的恩
相关图书 >>>
录》中，全球被收录的濒危物种首次
惠，数之不尽。它们是人类历史的共
《皮毛、财富和帝国》
《动物改变
突破 10 万
“大关”
。
同创造者。
世界》
动物的处境有多糟糕？在天津
驯化之外，人类又该怎么和野生
人类的文明在迅速发展，但随着
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推出的
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人类对于动物
《濒危：我们与他们的未来》一书中， 动物相处？其实野生动物真正需要
的不是“保护”，而是“尊重”，甚至是
的态度越来越恶劣。比如欧洲人最先
动物摄影大师蒂姆·弗拉克给 70 多
“远离”
。
《重返狼群》也许就是最好的
对美洲大陆的兴趣，不是黄金也不是
种珍稀野生动物拍了肖像，介绍了
教材。
《重返狼群》的作者李微漪是个
矿藏，而是印第安人手中的动物皮毛。
从珊瑚到北极熊等多种多样的濒危
生长在川西的女画家，在若尔盖草原
在《皮毛、财富和帝国》一书中， 动物，并描绘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自
写生时偶然救活了一只刚刚出生仅 5
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杰·多林以河
然环境。
天的小狼，从此开始了与狼共舞的生
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讲述了欧洲各
很多人可能以为，物种灭绝离我
涯。她把小狼带回都市喂养，并为他
国，先是荷兰，后来是英国、法国，如
们很远，可事实上是，就连为我们所
起名“格林”。两个月后，格林狂野和
何由于对皮毛的需求而前往美洲大
熟知的非洲象、雪豹、孟加拉虎、丹顶
嗥叫的狼性开始显现，同时也陷入自
陆，并在这片未“开发”的大陆上角
鹤也正面临着灭绝的威胁。2018 年 3
我确定的茫然和没有同伴的孤独，对
逐、竞争。
月，世界上最后一头雄性北部白犀牛
人类的不设防更让它的都市生活危
正因为皮毛贸易在北美历史上 “苏丹”在肯尼亚去世。在本书中，有
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所以南
蒂姆·弗拉克拍摄的“苏丹”照片。尽
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付成双在
管北部白犀牛的角蛋白对癌症、宿醉
《动物改变世界》中也指出，一代又一
或勃起障碍并无疗效，但人们对它的
代的荒野背包客在毛皮贸易利益的
药用功能的迷信，还是一度助长了犀
驱动之下，走进茫茫的西部荒野开拓
牛角交易。
贸易点，并认定“皮毛贸易是北美西
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是动物走
部开发的一个重要形式”
。
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镜头
就这样，在北美，皮毛贸易从 16
下的无声呐喊》中也有描述。该书
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 70 年代
是一本摄影集，收集了 21 位来自世
结束，贸易对象最终也从河狸向海
界各国著名摄影师冒着生命危险拍
狸、海獭和水牛等方向扩散。在动物
回来的照片，把一个长期在灰色地
们的血泪史中，北美洲完成了它的发
带运作的野生动物交易链公之于
展变迁。
众。
在 以 往 的 历 史 中 ，人 们 总 认 为
大自然是巨大且取之不尽、用之不
濒危，不该成为动物的宿命
竭的资源。今天，伴随能量结构的
相关图书 >>>
改变，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变得唇齿
《濒危：我们与他们的未来》
《镜
相 依 ，有 着 牵 扯 不 断 的 各 种 联 系 。
头下的无声呐喊》
濒危，不该是动物们的宿命。

改变，
一切都还来得及

们开始认真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生物学家 E.O.威尔

相关图书 >>>
《朱鹮的遗言》
《熊猫中国：中国
大熊猫纪实》
这些动物本身及消失，对人类意
味着什么? 我们可不可以重建人与
自然、野生动物的关系？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熊猫中国：中国大
熊猫纪实》也许可以告诉你答案。本
书为首部中国大熊猫完整生存纪实，
记录大熊猫与人类交往全过程。大
熊猫，可爱的远古瑰宝，跨越 800 万年
生物进化史，存活至今。它与人类相
交 150 年，也曾历经艰险，几临濒危，
终究与我们携手渡过难关。
类似的书还有不少，如上海译文
出版社出版的《朱鹮的遗言》，这是一
部通过濒临灭绝的鸟类朱鹮，向人们
展现人类对自然所犯的罪，以及想要
偿还罪行的人类如何苦战、挣扎的报
告文学。朱鹮，这种美丽的鸟，曾经
遍布日本全境。但到上世纪 30 年代，
只有新潟县的佐渡观测到了它们的
踪迹。此后，日本民众为保护濒危物
种朱鹮，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与奔
走，本书的主人公佐藤春雄便是其中
之一。到了 1995 年，日本朱鹮面临彻
底灭绝，不过中国成功完成了朱鹮的
人工繁殖，在此之后，中日两国相互
借鉴，共同推动朱鹮保护计划。正如
书中佐藤的那句话——
“我把朱鹮看
作是生命，
而不是鸟。”
我们不能再延续那些无法原谅
的行为，
现在改变，
一切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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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灿途》出版
赞颂浦东创业者
近日，浦东作家倪辉祥的长篇小说《灿
途》，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向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献礼的重点书推出。这是一部带有
自传性质的作品，分“阴差阳错‘天使愿’”和
“风雨过后阳光灿”两大部分，故事情节精彩
纷呈，展示了民营企业家姚明光搏击商海的
曲折历程，是一曲赞颂浦东大开发中被誉为
“光明天使”的电力先行官的奉献之歌，也是
展现创业者风雨兼程“用心点亮浦东”的倾情
之作。
浦东是倪辉祥的出生地，从 1978 年在
《上海文学》发表处女作至今，他已出版小说
集、散文集 18 本，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500 多万
字。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他的作品
里有着浓郁的“家乡味道”，父老乡亲的喜怒
哀乐让他关注，魅力独具的风土人情让他迷
恋，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更让他为之自豪。
10 年前，他耗时 3 年完成了描写浦东 60 年风
云变幻的长篇小说《金浦三部曲》，为当代文
学人物长廊增添了一组性格鲜明的“浦东人”
形象，成了浦东题材长篇小说“三部曲”的发
轫之作。
（胡永其）

新书速递

《民族的重建》
蒂莫西·斯奈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 世纪末，原来波兰-立陶宛王国
的核心地区已经分裂为 4 个以民族命
名的现代国家：波兰、乌克兰、立陶宛
和白俄罗斯。早期的一种民族观念如
何演变为四种现代民族观念？
《民族的
重建》是一次有关民族性生成的重检
与注疏，东欧史学者蒂莫西·斯奈德大
胆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四个世纪的历史
演变之间，从而揭示了这条道路上的
不同走向与路径。该书利用了许多珍
贵的一手史料，同时也是叙事精湛的
学术佳作。

《巴黎记》
于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我与书

在图书馆里和作者对话
□王晓宇

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喜欢去图书馆
着随时会一泻千里的思想江河。”那么多
泡一个下午。宽大空旷的空间，静谧安
的藏书，就像浩如烟海的思想江河，倾尽
逸的氛围，充足明亮的光线，流连于一排
一生也读不完。每一本书都像一尾欢快
排高大的书架前，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
的小鱼，在图书馆里游来游去。而我，停
觉。古今中外，经史子集，那些散发着智
泊在码头，拣一本自己喜欢的来看，就已
慧光芒的书籍，那些散发着纸墨芬芳的
经幸福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书籍，让人爱不释手。无论是小说的深
其实，有我这样感受的人很多，比
刻，散文的明快，诗词的唯美，还是史实
如，我曾经结识的一位小眼镜先生，他小
的冷峻，都会引领我们义无反顾地深入
时候也非常喜欢读书，我给他办了一张
和前行。
家附近的图书馆借书证。那时候，图书
每一次去图书馆都会有不同的收
馆地处闹市，是一栋二层小楼，有些破
获。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和一本书对话， 败，地方狭小，而且临街，人声、车声鼎
和书中的人物对话，和书中的花草动物
沸，幸好小小的院落中有两棵高大的梧
对话。那些文字，或浪漫忧伤，或温暖感
桐树，墙角有几株蔷薇花，每年春天，花
性，或冷漠理性，无论哪一种交流方式， 骨朵累累压枝。
都是一场灵魂的对话。
我和小眼镜先生每周都去那里借书、
读书其实就是和书背后的作者对
还书、看书，那个狭小的图书馆成了年少
话，不管是典雅优美，还是波澜壮阔；不
时小眼镜先生的乐园和天堂。后来我们
管是轻声柔语，还是铿锵有力，不管以哪
都搬了家。再后来，小眼镜先生去了外
种姿势，我都会带着一颗虔诚之心，寻找
地。图书馆也搬离了那个地方，
在郊区建
书中的智慧之光，让心灵得到滋养，让灵
了一座很大很漂亮的图书馆，
可惜小眼镜
魂暂且安歇。邂逅一本心仪已久的书， 先生每次来去匆匆，
再也没有去过。
仿佛他乡遇故知，既兴奋又忐忑。小心
若论读书，大约很少有人能和钱钟
翼翼，一页一页翻开，不管是和风细雨的
书先生相比。钱钟书先生被人们称为
温润，还是板着面孔的说教，都让人过目 “过目不忘的天才”，据说家中藏书甚少，
难忘。
被人们称为学贯中西的“移动图书馆”。
偌大的图书馆，就像一个书籍的海
常人搬家，大多搬得是一箱子一箱子的
洋。印度诗人泰戈尔说：
“图书馆也围拦
书，还美其名曰有学问。钱钟书先生搬

家，搬得是一箱子一箱子的读书笔记，用
杨绛先生的话说：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
牛津大学图书馆读书时养成的”，所以他
们家中，
“ 存留的只是笔记，没有大量藏
书”
。
记得在网上看过一个微电影《天堂
图书馆》，讲述一个祖孙间传承守护图书
馆的温情故事，经历了与图书馆的和解，
然 后 一 起 成 长 ，最 后 回 归 和 抵 达 的 过
程。这让我想起一个朋友，他也是为守
护图书馆，一生初心不改，每日与书为
伴，
乐此不疲，
一直到终老。
前几天去图书馆，看到一些老人在

这里浏览报纸，图书馆里静谧无声，只
有 风 在 偌 大 的 空 间 里 穿 行 ，沙 沙 有
声。我想起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
说过的话：
“上天给了我浩瀚的书海，
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即便如此，我依
然 暗 暗 设 想 ，天 堂 就 应 该 是 图 书 馆 的
模样。”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灵魂，每一个
图书馆都是令人忘忧的好地方，一个人
躲在角落里，捧一本书闲读，一个下午的
时光便悠然而逝，再抬头，已是天近黄
昏。如果真的有天堂，天堂一定是图书
馆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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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于坚第一次飞往巴黎，深
夜抵达，他一直以为巴黎是一座璀璨
的未来之都，可当黎明来临时，他震惊
了——这里到处是历史、
时间、
细节、
包
浆，
一个旧世界，
一个接纳昔日什物、
气
味的世界故乡。漫步在大街小巷，
你会
感觉高老头随时会从一个漆黑的门洞
里出来，贝姨就在某个窗口浇花，雨果
的故居、乔伊斯的故居、马尔克斯落魄
时暂住的小旅馆……

《走河》
谢旺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谢旺霖是一位台湾的旅行者，
他只身远行，流浪 1600 公里，从印度恒
河入海口，
上溯到喜马拉雅山脚下海拔
4000 米的冰河源头。他用 8 年时间写成
了这本书。
《走河》
“不是一本可以按图
索骥的书，也不是冒险犯难的作品，更
没有企图描绘那庞大复杂高深的印
度”，它记录的是作者在印度旅行时遭
遇的平凡却鲜活的人事，
作者写尽了旅
途中的试探、
寻径、
前进、
孤独、
执着、
荒
谬与惊险。它是一个“流浪者”真实而
细腻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