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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
著的《全球通史》，对史前至21世
纪的人类历史作了高度概括。初
读这部通史，我惊叹于古人类的
创造力。古人类在某些方面的智
慧与创举，至今仍然值得现代人
学习、借鉴。

古人类的创造力，并不比现
代人弱。他们善于从自然环境中
寻找一切能够提供帮助、为其所
用的物件，仅是大大小小的石块，
便能制作成一件件尖锐的器具，
足以伐倒树木，防御那些不怀好
意、试图进犯的野兽。

他们探索着世界的馈赠，对
事物充分利用而不致浪费。比
如，树薯有毒性，他们便从中分离

出神经毒剂氢氰酸，制成毒液，然
后将毒液涂抹在长矛、弓箭、吹箭
等武器上，以增加杀伤力，用于防
御敌人侵袭和射杀野兽。余下无
毒的树薯粉，便成了他们的主食。

他们水陆并行，会使用木头
造船，跨越茫茫大洋，足迹遍及地
球上的每一片土地。
在新生代的伊始，一种
如此智慧与天才的生
物，出现在地球几十亿
年的孤寂岁月之中，泛
起一朵朵浪花。

令人吃惊的是，古
人类似乎还懂得“养生
之道”，他们选择含有
非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肉类与菜类互相搭配。而在储存
食物和烹饪方面，人类的早期祖
先实际上已用上了我们今天所知
的一些技术。

一位历史学家曾到现存的古
人类聚落居住，几个月后，他感到
身体机能增强了，精力也愈发旺

盛。唐代诗人杜甫曾
感叹“人生七十古来
稀”，而早在史前时
代，就已有能活到 60
岁的人类。

在古人类的头脑
中，没有“我的”“你的”
这样的概念，一切资源
归大家共同享有。尽
管有微小的贫富差距，

但界线模糊，个人权利
都是平等的。而在之
后漫长的发展中，阶级
在贫富差距的增大中产生。正是
在贪欲的催动下，地球上屡屡上演
自相残杀的悲剧。

古人类生活得比现代人还要
快活，他们不受各种烦忧的干扰，
不为任何痛苦所撼。他们每天从
事着自己的“职业”，白天外出打
猎或采集食物，夜晚乘着月色归
来，生起一堆篝火，给家人讲述一
天的见闻。尽管过着日日相同的
生活，却知足常乐，保持着一种愉
悦的心境。

现代人却不见得有这么快
活。有些人觉得余生还很长，便

开始懈怠下来，随意挥
霍时光，在本该奋斗的
年 纪 却 选 择 苟 且 度

日。当生命悄悄流逝，他们却浑
然不知。然而，生命若是徒有长
度，就失去了生命的本质，五彩斑
澜的一幅画，也将成为单调乏味
的黑白相片。

或许，正是因为古人类处于
生命短暂、危险遍布的状态，他们
才更懂得珍惜时间、辛勤劳作、积
极创造，铸就了曾经的辉煌。

所谓进步，乃是在前人的基础
上传承、发展而来。回望历史，能
让我们学会敬畏。唯有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看得更高，走
得更远，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克拉克艺术史文集”精选肯
尼斯·克拉克的五部代表性著作，
分别从风景画、哥特复兴、浪漫主
义绘画、绘画观赏等主题切入，呈
现了丰富多彩的西方艺术。

肯 尼 斯·克 拉 克（1903—
1983），20世纪杰出的艺术史家、
作家、纪录片主持人。20世纪50
年代，克拉克创作了多部艺术类电
视纪录片并担任主持人。1969
年，随着首部关于艺术的大型纪录
片《文明》的面世，克拉克成为享誉
世界的艺术大师。

《风景入画》是西方风景画研
究的开山之作和传世经典。象征
风景、事实风景、幻想风景、理想风
景……风景画不仅是自然的再现，
更反映了人类内心的自我投射以
及对自然的回应。

在《风景入画》一书中，克拉克
明确定位了风景画在西方艺术史
中的美学价值，再现了人类观看自
然的历史。从信仰的乐园到人类

感官的苏醒，从避难的封闭花园到
变幻的光影世界，从具象空间的再
现到抽象观念的形成，风景画代表
了自然观念的形成，是观看自然的
独特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神
秘而又不可分离的关系。

《何为杰作》是一部关于艺术
杰作的演讲稿，收录《何为杰作》
《当艺术家老去》两篇演讲稿，书
中所配的高清彩图，将引领读者
重返人文艺术的高光时刻。社
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正是通
过艺术杰作的传世得以记录和
延续，闪耀着超越时空的人文之
光。

在《何为杰作》一书中，克拉克
详细讲解了几十幅艺术史上的油
画杰作，并探讨了“什么是杰作”

“杰作如何诞生”等问题。他认为，
杰作是基于艺术家个人灵感与天
才的创作，是记忆与情感的融合，
浸润于时代精神之中，又保持着与
过去的深层关联。而当艺术家老

去，时间在艺术家身上刻下痕迹，
艺术家则回报以伟大的杰作。

《哥特复兴》是一部趣味史研
究的经典著作。18 世纪末的英
国，一批中世纪风格建筑突然拔地
而起、遍布各地，改变了城市和乡
村的面貌。这就是建筑史上的哥
特复兴。但这些建筑一度得不到
艺术史家的只言片语，而民众只是
像忍受糟糕的天气一样接受它们。

在《哥特复兴》一书中，克拉
克试图通过建筑形式来探索一个
时代的理想与精神动力。正是在
克拉克的推动下，哥特风格建筑
设计师奥古斯特·普金这个超凡
人物从湮没无闻中被解救出来。
该书现已成为研究哥特艺术尤其
是哥特复兴运动绕不开的一部著
作。

《浪漫派的反叛》叙述了古典
与浪漫艺术之争。18 世纪后半
叶，一种有意识的浪漫风格兴起，
与正统古典风格长期斗争，是艺术

史上最具戏剧性
的一幕。书中配
有近 300 幅绘画
及雕塑作品，展现
出两种艺术风格
之间抗衡的张力，
也揭示了二者互
相交融的一面。

在《浪漫派的反叛》一书中，
克拉克介绍了十几位“剧中人
物”，如大卫、德加、戈雅、罗丹等，
并详析这些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如
何置身于古典与浪漫之间，演绎
欧洲历史上这场影响深远的艺术
之争。正如克拉克所说，每一位
古典艺术家的内心深处，都有一
个浪漫主义艺术家在挣扎着逃
离，反之亦然。

《观看绘画》是一部以丰富的
艺术史知识引领读者观看绘画的
艺术指南。怎样观看一幅艺术杰
作？在那些杰作的画布里，隐藏着
艺术家怎样的奇思妙想？对此，克

拉克回归艺术鉴赏的原
点——观看绘画，以大
师之眼观看大师之作，
洞察隐藏在画布里的奥
妙。

在《观看绘画》一书
中，克拉克以其独特的

艺术史家之眼，精选提香、拉斐尔、
伦勃朗等16位艺术大师的经典杰
作，细致分析每幅画作的创作背
景、技法特点、艺术价值、后世影响
等，分享了观看绘画的门道与乐
趣，带领读者体验艺术杰作带来的
纯粹愉悦。

克拉克深受西方古典人文主义
传统的影响，将艺术置于文化和社会
的整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同时，他以
深入细致的图像分析和博学多识的
古典涵养，引导读者学习如何“观看”
一件视觉艺术作品，引领读者漫步于
西方文化艺术历史传统之中。打开
这套艺术史文集，犹如开启一场澎湃
人心的艺术之旅。 （黄成）

当下，元宇宙的概念越来越
热，引发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
憬。随着基础建设、软硬件技术
的发展，在不远的未来，将会出现
一些人们能够沉浸其中的应用，
甚至是生活方式。

那么，元宇宙究竟是什么？
早在1992年，著名科幻小说家尼
尔·斯蒂芬森出版的《雪崩》一书
中，就描述了一个平行于现实世
界的网络世界——元宇宙。所有

现实世界中的人，在元宇宙中都有一个网络分身。斯蒂
芬森笔下的元宇宙是实现虚拟现实后下一个阶段的互联
网新形态，他的书塑造和影响了一大批IT人。

为帮助读者系统了解和把握这个新领域，在中国，有
五位年轻人聚在一起，写了两本关于“元宇宙”的通俗读
本——《元宇宙》《元宇宙通证》，对“元宇宙”的相关概念
进行条分缕析，并加以建构，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

《元宇宙》为人们打开了认知未来平行数字世界的大
门。未来，人们创造、生活、娱乐乃至工作的时间，将越来
越多地花在元宇宙中。元宇宙将成为人们生活、娱乐乃
至工作的虚拟时空，它将为人们提供现实之外的另一种

“重新生活”的方式。
一直以来，科幻作家们乐此不疲地编织着有关未来

的梦想，而后来者则从中获得灵感并将其变为现实。可
以预见，诸如《头号玩家》等科幻作品中的虚拟场景，将来
会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元宇宙将把人们的身
份、社交关系、社会法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套系
统整合起来，为人们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

不同于哲学家的冥想空间，元宇宙是一个数据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大千世界，是人们可以设计、编辑、运行、
体验和把握的超现实世界，是可以关联、干预、创造和操
控的现实世界。

面对元宇宙的构想，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存在与虚无、
肉体与精神、自我与宇宙等哲学命题，需要不断探索有限
与无限、秩序与自由、伦理与文明等概念的边界，需要全
面融合增强现实、5G、大数据、人工智能、3D引擎等新技
术，形成数字创造、数字资产、数字市场、数字货币、数字
消费的新模式。

而在通往元宇宙的路上，人们需要一本“通向未来的
护照”——元宇宙通证。《元宇宙通证》一书，浓缩了关于
元宇宙的精华内容，涉及元宇宙
的商机、产业链生态、技术体系、
发展阶段预测推演、建设进度等
方面。

元宇宙是一个巨大的隐喻，
有着非凡的吸引力。由虚拟世
界联结而成的元宇宙，将为人们
展现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交相
辉映的宏大前景。对于驱动元
宇宙发展的技术基础、元宇宙平
台的运作要素等问题，这两本书
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探讨，并在
探讨中引领人们一同去探索美
妙的未来世界。 （水上书）

元宇宙的隐喻元宇宙的隐喻
一场澎湃人心的艺术之旅

□吴承谕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读《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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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皮肤黝黑，像一块人形黑炭，
个子一米六，标准的运动身材。他
可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

他是我们班的篮球之王。有
一次年段篮球赛，班级派他和几个
高个子的人上场。哨声响起，他如
同离弦的箭一样蹿了出去，一把就
将对手的球抢过来。接着，向对手
的篮筐进攻，防守队员团团围住了
他，但是根本拦不住，他像是一只
机灵的猫从一个空隙中钻了出
去。这时，他已经离篮筐很近了，
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突然一跃
而起，双手捧球举过头顶，然后传
来了震天动地的一声“哐”，他居然
灌篮了！对手被惊得嘴巴张得巨
大，几乎可以塞下一个大鸡蛋，我
抬头望去，篮筐居然还在晃动！瞬
间，观众席上的人全都沸腾起来，
简直可以把整个看台掀翻。全班

一起大声呐喊：“太棒了！太帅
了！”

他不仅擅长打篮球，在跑步比
赛中也能为班级争取荣誉。校运会
接力赛中，作为接力棒最后一棒的
他，前面的队友没有赢得优势，全班
同学看了都觉得要输了，士气十分
低落，像是被攻破城池的士兵，无可
奈何。此时，我捏紧拳头，真想上去
推他一把。但是，当比赛进行最后
100米冲刺时，他头也不回，只是将
手伸到背后，当接过接力棒后，他就
像是一只脱缰的野马，陆续超越了
对手，获得了冠军，为我们班级争夺
了荣誉。“他也太能跑了吧！”全班同
学惊呼道！

他非凡的运动能力值得我们学
习，也希望他越来越强，一飞冲天！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四年
2班 陈旭尧 指导老师：丁碧清）

擅长运动的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喜爱
四处游玩，去放空大脑，感受整个
世界。旅行中，不必说美妙的风景
线，不必说旅途中形形色色的人和
事，也不必说那奇观异景，单是在
漫漫旅途上的闲逸、轻快，便令人
心驰神往。

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那次游
清源山。到清源山脚下，放眼望
去，映入眼帘的是满山的郁郁葱

葱。生机勃勃、绿油油的树为大山
披上了一身绿衣。群山连绵起伏，
犹如大海掀起层层波澜，呈现出密
密交迭的波峰。望着这美景，何尝
不是一种享受，何尝不是一种慰藉
和安然？

往山上走，穿过被茂密枝叶遮
住天空的羊肠小路，便到了老君
岩。那老子的石像含笑而坐，留着
长长的胡须，身着宽松的道袍。近
一看,更是被这精湛的技艺所折
服。过了老君岩来到的是莲花池，
只见连花池里挤满了碧绿的荷叶，
荷叶间托起了粉红的荷花。一朵
朵挂着水滴，盛开着的荷花好似一
位位娇羞的小姑娘。莲花池上有
一座由一朵朵莲花石雕接起来的
桥，与池里的荷花相映成趣，别有
一番风采。

一个人，一条路，人在途中，
心随景动。从起点，到尽头，也
许快乐，也许孤独，如果心在远
方，只需勇敢前行，梦想自会引
路。有多远，走多远，把足迹连
成生命线。

（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六年4
班 黄梓昕 指导老师：邱丽媛）

阳光一大早就翻过了大山，给校园增
添了光彩。校园内的两棵大榕树披上黄
澄澄的大衣，篮球场的围栏上小鸟歌唱
着，一切都等待着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

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了，在一声“冲
啊！向篮球场进发”声中，人群向海水一
样涌进了篮球场。顿时，篮球场内人山
人海，人声鼎沸。前面的观众们探头探
脑地观察着，伴随着一阵阵掌声，双方的
队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走向了场地
中央。只见队员们拿起地上的麻绳，双

手紧紧地抓着绳子。
一场大战开始了！
裁判手举发令枪，“砰”的一声响，双

方一起发力。“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不好，绳子被对方一点一点地拔过去。
情急之下，我方队员“金刚”刘野巨力一
发，“啊——”只见他青筋暴起，汗流浃
背，双脚一直向我方后退。李明额头冒
出了豆粒大的汗珠，王林扎着马步稳当
地将麻绳一点一点地向后拔。随后，全
体队员向后一仰，呈45度角。不大一会

儿，我们胜了第一局。
经过一番休息，比赛又开始了！这

一次因为太骄傲，直接战败。
“砰”，发令枪发出东方雄狮般的怒

吼，第三局开始了。我方的“金刚”刘野
抓紧绳子向后倾成了45度角，满脸比柿
子还红，豆粒大的汗珠从额头冒出，双手
将绳子疯狂向后拽，绳子都快拽断了。
同学们一脸激动，紧张得大呼小叫，有的
一时激动得冒出了冷汗，在一旁大喊助
威：“加油！加油！加油！”在同学们的不

断呐喊助威下，我方队员齐心协力，绳子
上的红布一点一点地向我们移来。大家
屏息凝视，静静地盯着红布。突然一声

“耶！我们胜利了”，大家一齐蹦了起来，
大声欢呼鼓掌。我们差不多把嗓子喊哑
了，把手都拍麻了，还觉得不能够表达自
己心里的欢喜和激动。

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骄兵必败，努力
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永远不会成功。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六年2班
陈灏明 指导老师：梁丽花）

拔河比赛

旅行, 让生活更美好
如果你不出去旅行, 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题记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劳动，一个朴实而
又美好的字眼，它抒写了多少人的梦。

蔚蓝的天空挂着一轮红日，下面是一望无际的田
野，金黄色的小麦与阳光相映，映出几分收获之喜，风
徐徐吹过，麦浪滚滚，令人陶醉。正值假期，我随父亲
来到爷爷家玩耍，爷爷今年七十有三，身体却依然十分
硬朗，正值割麦时，爷爷打算带上我去田野里走一趟。

漫步田野中，我似乎闻到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香
气，令我十分愉悦，在平日里这广阔至极的田野，无
边无际的麦浪，都是我不常见的。爷爷笑着递给我
一把粗笨的镰刀，我欣喜地接过，一种古朴的感觉传
来，似乎这镰刀有些沉重了，我有些握不住，便想用
最近的小麦来练练手，爷爷却一把拉住了我，说：“镰
刀不是这么用的。”他握住一把小麦，开始割起来。
和煦的阳光从小麦间射出，明亮地打在土地上，爷爷
的劳作也开始了，他手指并拢，握住一撮小麦，举起
镰刀，似重非轻之间劈去，又缓而有力地把镰刀向回
牵，几个来回，小麦就割了下来，扬起几粒沙土，待到
麦子收割些许了，就捆在一起。爷爷是十分专注且
投入的，他每割完一次，就将身板挺直，但我觉得用
专注来形容还远远不够，他眯起眼，像是望着极近极
近的麦子，又像是呼唤着极远极远的夕阳。我有些
恍忽了，爷爷深厚的眉晃动着，压住一轻一重的呼
吸，不断沁出的汗水，从微微颤抖的手臂上滑落，滴
入土里，消失不见。望着爷爷微弯的腰，我想到了米
勒的《拾穗者》，回过神来，爷爷已经将面前那一块的
麦子尽数割下。我也学着爷爷割起麦子，却总是割
得乱七八糟，一束麦子就要割上半天，爷爷笑道：“要
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就没得吃喽！”我有些不好意
思，转头又认真割起来。

直到傍晚时分，小麦已经堆到一人多高，我和爷爷
才回到家中，晒了一天的太阳，弯了一天的腰，有些疲
倦。再转头看爷爷，他仍挺着身板，脸上没有丝毫倦
意，吃晚饭时，看着碗中晶莹的米粒，我似乎看到了更
多：一抹阳光，一个背影，一捆捆麦子……

归途中，我又望见了田野，此时已有大半被收割，
但我仍闻到了淡淡的芬芳，那不仅是小麦的香，更是劳
动所带来的芬芳！
（石狮市第一中学初一1班 王汉彬 指导老师：黄烜炀）

镰刀下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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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公公迷迷糊糊地从
睡梦中苏醒，周围的景物也好
似披上了一层白纱，小鸡小狗
兴奋地啼叫，好像在说：“太阳
升起来啦！新的一天开始
啦！”咦！这是哪儿呢？哦！
原来是我的家乡。

走进我的家乡，你能看见
美丽的湖泊。湖中放着一块
翡翠，不然它怎么能这样透
绿？小燕子的尾巴点染江面，
一个圆晕在江面上散开。那

场景，就如同Q弹的果冻被触
碰般。夏日薄荷叶落入水中，
翡翠湖便成了“薄荷果茶”。

走进我的家乡，你能闻到
瓜果的香味。树上的果子，你
挤我争，它们都想去别处看
看，所以个个都想被摘走。地
上的甜瓜拼命释放出香气，不
想被人忘记。农民伯伯看了，
嘴角笑开了花。

走进我的家乡，你能听到
动听的歌曲，微风拂过，“沙

沙，沙沙”叶子有节奏地轻唱
了起来。蝉听了，忍不住也一
起鸣唱起来，天上的鸟儿想：
合唱这事儿绝不能少了我！
唱着唱着，一首美妙的音乐出
现了。

我爱我的家乡，更爱这里
的一景一物。来吧，走进我的
家乡！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四年3班 邵雅恩 指导老师：
邱巧妮）

我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