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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韦应物《咏琥珀》诗云：“曾为老茯神，

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假

若拥有一双诗人的眼睛，是否可以透过表象，

更鲜明地感知自然的奇妙？

进化论科普书籍有很多，通常都很严肃，

即便是面向大众的，也不过是简明的叙事。

奥伦·哈曼是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科学技术和

社会专业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兼范里尔耶路撒

冷学院高级研究员。这个头衔有点“高大

上”，可是，翻开《进化的故事》（中信出版集

团，2019年11月出版），读者一定会惊讶地发

现，这位科学家其实是一位诗人，全书呈现散

文诗的风格，措辞庄严、优美。

“变形虫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

看待骄傲，三叶虫将会哀悼它的嫉妒，从有蹄

类动物进化而来的鲸鱼将阐述牺牲的意义，

章鱼的记忆中将浮现出意识的寂寞。”序言的

这段内容梗概，很好地传达了作者希望我们

感受的图像以及他对生命进化的独特体会。

该书讲述生物的演化进程，共十五章，每

一章相当于一次巨大变革，生物如何努力繁

衍自身，进化如何改变生命的世界，其中用到

的精巧机智堪称伟大，以及我们人类怎样学

会与它们相处，这是生物非凡创造力的史诗，

也是对自然之力、上帝之手的礼赞。

宇宙诞生的时候，已经包括了所有的过

去和未来，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所有的恒星、

行星和星系，以及萌发的嫩芽和破碎的心；太

阳为自己陶醉，但是如同全盛期的花朵，它终

将枯萎；原初的“爱”是生命的策略，用DNA

花环换来RNA衣袖，用核酶手套换来脂质拖

鞋，后来，爱不只是本能的冲动，附加了道德

感等多重意味，在当下价值多元化的时代，爱

是生理的，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性的，爱那

么复杂，有时是进步，有时离开纯洁太远。

那么，进化到底为了什么呢？从“宿命：

宇宙最初的样子”到“希望：思维的骗局”，从

深海热泉的萌发到人类意识的展露，从微观

细菌到庞然恐龙，从星辰陨落到飞向太空，这

条史诗之路沿途铭刻的纪念碑，如何塑造了

我们的星球和人类的栖居之地呢？为什么序

言的大幅篇章，讲述的不是科学，而是神话

呢？因为神话是一种朴素的信仰，让人类面

对自然、面对世界时不失谦卑、时刻自省，演

化论将人类从黑暗时代的禁锢里解放出来，

但是，现代人想要破解存在主义的难题，仍然

必须回归神话的思维。

全书在正文十五章后还附有详细的“延

伸阅读”，这些书目可以让读者继续了解更

多的证据，拓展更深刻的思考。《进化的故

事》不在于介绍零星的知识碎片，而是以诗

意描摹宏观的场景，把科学与文艺，想象力

与诗性融为一体。诗歌所激发的情感与生

命进化本身蕴含的能量，在一起演化，何等

美丽恢宏。

罗平的朋友圈发了张图片—— 一张手绘

表格，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打开图片一看，整

个表格的内容笔迹清晰，苍劲有力，密密麻

麻填满了数字。表格的正上方有“抗击新冠

肺炎记录表”几个大字。表格清晰地将湖

北、31省（自治区、直辖市）、港澳台的数据分

块记录，记录内容详细到时间、新增确诊病

例、新增重症病例、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

病例、当日出院人数、解除医学观察人数

等。而这幅手绘表格的创作者，正是罗平的

父亲罗玉华。

罗玉华早年任教于江津清溪沟小学，他

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身材非常健壮，古铜

色的国字脸，铜铃般的眼睛，眼神温润，透着

一股祥和淡定。他总是喜欢穿一件黑灰相间

的衣服，头上扣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别看

他已年过古稀，说起话来声音像洪钟一样雄

浑有力，见人总是乐呵呵的，在清溪沟那一

片，是家家户户都称颂和尊重的好老师。

罗玉华有5个子女，幺女罗平与我丈夫是

同在精神康复院工作的医务人员，罗平喜欢

在朋友圈分享这位老父亲的日常，一来二去，

我便对罗玉华熟识起来。

罗玉华一直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和时

政，每日雷打不动地观看新闻联播。疫情期

间，他更是天天守在电视前。

“1 月 20 日，境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病

例 224 例，其中确诊病例 217 例，疑似病例 7

例……”这是罗玉华第一次看到这串与疫情

相关的数字。“2003年非典比这厉害我们国家

都能战胜，看来这次的疾病问题不大。”罗玉

华轻松地与老伴说着。

“1 月 23 日，已确诊病例 571 例，死亡病

例 17 例，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罗玉华意识

到事情的严重性，他第一时间给在医院工作

的罗平打了个电话：“闺女，这次疫情事态紧

急，你是不是不能休假了？”“是的，爸，今年

我不能陪您过年了。”罗平抱歉地说。“爸爸

理解，作为一名有着 27 年工作经验的医生，

这次，你得上！虽然你不用去一线救治病

人，但你们医院特殊，要坚守也是件不容易

的事。闺女，加油！”

“1月24日，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除夕夜

驰援武汉。”罗玉华站在阳台，望着远方，眼神

闪烁。随即，他转身走进书房，找来纸箱、尺

子和笔，他将纸箱空白的那一块裁了下来，并

在上面画了一张表格。

接下来的每一天，罗玉华早上起床的第

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新闻，看到有关新冠

肺炎的各类数据时，就立即提笔记录下来。

76岁高龄的他戴着老花镜，一手指着竖栏，一

手指着横栏，两手向中间移动到同一栏，一笔

一画填下数字。而他的心情，也随着这些数

字的起伏波动着。

1月28日，累计确诊病例5974例，重症病

例1239例，累计死亡病例132例，累计治愈出

院103例，疑似病例9239例。这一天，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非典”，罗玉华心情沉重得一天

没吃下饭，他一会儿在客厅来回踱步，一会儿

望着窗外出神，坐立难安。

2月9日，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连

续5天下降，累计治愈病例连续8天超过累计

死亡病例，新增治愈病例连续10天超过新增

死亡病例。罗玉华记录完当天的数据后，长

长地松了一口气，脸上渐渐绽出了笑容，从前

额到眼睛，再到嘴角，逐渐展开。打满褶皱的

前额下一双失神的眼睛慢慢放出光来，透着

一股喜悦。

随后的日子，疫情逐步向着好的势态发

展，截至3月10日，湖北除武汉外连续5天新

增确诊病例为零，湖北以外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续3天无本土

新增确诊病例，全国 28 地新增确诊人数归

零。1个多月的时间里，那张记录表上，满满

当当填满了数字。

“自己年纪大了，国家遭此大难也帮不上

什么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工作的要求，严防护，少出门，不信谣，不传

谣，不随意评论和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罗

玉华说。

“你看，阳光洒在马路上，鸟儿叽叽喳喳

地叫着，玉兰花儿开了，春天真的来了，我想

尽快在这个表格的每一行都写上0。”

一个宅家老人的“疫”情图
■蒋 晨

近期，电视连续剧《最美的青春》在中央

电视台热播，我一集不落地看完了，第 29 集

中，热血青年冯程得知覃雪梅等人被批准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后，顶着严冬的寒风，站

在礼堂外面高举拳头同礼堂里的新党员一起

宣誓的这一细节，使我深受感动。

《最美的青春》以对祖国爱得深沉的主题

立意，通过浓浓的情感表达，为观众奉献了一

部讲格调、讲品位、讲责任的优秀青春剧。剧

中的冯程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更多的是他

对自我的战胜，一人坚守荒漠，忍辱负重。入

党难，当劳模难，失败多，但他因对祖国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而赢得了坝上人的尊重，不仅

是单纯的大学生、上坝的青年，也有淳朴的农

民。“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诗句在冯程饱含深情

的朗诵中，让我们读懂了他对祖国、对民族、

对养育他的土地的热爱，这就是冯程种树最

强大的内心力量源泉和信念力量支撑。当塞

罕坝林场礼堂里，优秀青年覃雪梅、孟月、季

秀荣、那大奎和隋志超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

党，于正来领着他们宣誓时，冯程在礼堂外面

也跟着举起右拳，庄严地站在礼堂外面同他

们一道宣誓，并告诫自己，要用党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争取早日从

思想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坚信自己有一天一

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剧中，冯程

在最需要的地方书写着自己的青春，他虽然

是物质的匮乏者，却是精神上的富有者。

编外“ ”
■曹世明

党员

党旗在广场上高高飘扬

春风轻拂着先锋队员们的脸庞

勇敢的战士 告别家乡

奔赴那病毒肆虐的远方

和未知的战场

去践行使命、责任和担当

党旗在路面一线高高飘扬

最强动员令的声音犹在耳旁

无惧的战士啊

挺拔的身影出现在执勤卡点上

你们用身体筑起了铁壁铜墙

信仰是城墙边最美的花香

有力有效地将那病毒阻挡

党旗在隔离病房里高高飘扬

你们日日夜夜守护在患者身旁

视死如归的战士

揣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衷肠

全力以赴与病毒展开殊死较量

虽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你们

最美的模样

谁生来就那般坚强

谁天生就如此倔强

谁不会有时惆怅或悲伤

谁不会偶尔疲惫或迷茫

因为有最强信念指引方向

因为有最强团队予以力量

一个声音响彻云霄：

“我是党员，

我不上谁上？！”

听

冲锋陷阵的将士们

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

一曲曲动人的乐章

瞧

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色彩

早已浸染在党员的心上

看

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在疫情斗争一线高高飘扬！

读完李勇教授《看得

见的法治 摸得着的幸

福》一书，让人明白了法

治 的 内 在 逻 辑 以 及 法

治的魅力。

李勇 40 岁出头，

是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政法部教授，

法理教研室主任，宪

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社会学博士

后，德国洪堡学者。和李勇教授

相识，缘于璧山区干部大讲堂请

他下来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我负责联络工作，并和

区委组织部的几位同志一起

接待他。讲完课后，又陪同他

调研我区的“党建引领小区

治理”工作，交流颇多。从

课件上发现了他写的这本书，于是索要，最终如愿以偿。

这本书重点讲的是法治产生和需要的内在逻辑。它

尝试探索大国盛衰的规律，特别是与法治的内在关系，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高法治理论基础。全书分为三篇：

第一篇从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入手，讨论为什么

人类社会认定法治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和保障；第

二篇以宪法为支点，探讨人类世界宪法和法治发展的路

径；第三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用生活化的案例，介绍法

治的基本原则和中国法治实现方式，实现人皆幸福的中

国梦。这本法治读物，不是“正襟危坐”式的论述，用很多

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释法、以法论事，简单实用，展现了

法治魅力。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法治内在逻辑有以下一些

体现：

法治符合社会进步需求，社会只有依靠法治才会长

治久安。社会只有建立自由与权利获得充分保护的秩

序，才更有利于健全人性，激发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

识，生发对国家、社会、他人的责任感、认同感，从而使社

会长治久安。宪法是为了确保国家治理科学化、人权得

到保障而设计的一整套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是人类用

制度来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激发人的天性、促成社会秩序

的伟大发现；是人类经验教训的总结，顺应历史潮流，符

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发现。

法治符合民主的内在需求，能够保障民主的实现。

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的内在要

求。民主制度更具有创造性，更容易形成多元社会，可以

有自己的追求和自我满足感。民主和法治是一对孪生姐

妹，如鸟之双翼。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保

障。法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可操作的、

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间，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法治符合人性的本源，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其实就

是我们的“初心思维”。抑制人性中的“恶”，是现代社会

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和主要内容；而弘扬人性中的“善”，

也是制度设计始终贯穿的重要思想和基础价值。宪法是

人类对社会科学规律的伟大发现，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

并引导人性向善，防范人性之恶的一种伟大创造。

法治符合人类自身安全需求，能够保障民主、自由和权

利。法治通过制度和规则，保障了人身安全，使人们不会随

意被奴役或者被控制；明确了产权制度，人们不再担心依靠

勤奋努力以及聪明才智所获得的财产被权力随时掠夺走；

肯定了人之为人的自由与权利，使人的天性得到解放。

法治符合人类素质提升的需求，人的高素质是科学

的、符合人性规律的制度长期规范形成的。素质的高低

绝非人种不同所致，而在于是否有科学的制度进行引导

和规范。制度的科学程度不仅决定社会秩序遵守的程

度，还影响人格和品格的塑造和养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依靠

法治，中国社会转型可以实现两个历史性转变：由熟人社

会、遇事找关系逐渐向契约社会、遇事按照规则办的转变。

从相信经验、迷信古人、感性思维、道德立国逐渐向相信科

学、着眼当下与长远、理性思维、依法治国转变。习近平总

书记在2018年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

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这

充分指明了我们法治建设的根本方向。

党旗飘扬
■邓 琳

一首生命 赞美诗
■林 颐

法治的内在逻辑
——读《看得见的法治 摸得着的幸福》

■欧文礼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