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

THE BIG THINK BOOK

无数渺小的思考填满了人的一生

“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爱智
慧”的意思，是关于宇宙、生命之类
的宏大、深刻、人类尚且不可把握的
问题的思考，但它却是与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的。
如今有种观点认为哲学仅仅是
一门技术，比如市面上最常见的成
功哲学。技术虽重要，但我们不能
误以为哲学仅有此用。两千多年
前，苏格拉底将希腊德尔菲神庙门
楣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作为自己
的精神法则时，我们感受更多的是
哲学对未知自我和生命世界的敬
畏、探索。
《上帝笑了 99 次：哲学悖论里
的大思考》就是将哲学的大门向所
有人敞开，激发出读者的好奇心，摩
擦出智慧的火花。本书涉及的领域
从伦理到上帝再到时空，从政治到
意识再到逻辑，甚至包括情爱和小
说。作者以万花筒般色彩斑斓的风
格呈现他对问题的思考，无论是对
话、独白，还是日常经验、奇特的思
想实验，都体现出其由轻松的闲谈
引入严肃话题的智慧。
本书以序言《开始思考吧》为
始，这便是要将走进哲学大门的
钥匙交到读者手上。虽然仅是思
考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哲学家，但
我们对难题、悖论和困惑所进
行的反思都是哲学思考。
当我们在思考问题时遇
到阻碍，并试图找出每一处推
理错误，努力解决困惑产生
的机制以避免矛盾时，我们
便是在做一个哲学家的尝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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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谑回归严肃的一次尝试
作为一本哲学入门类书籍，
《上帝笑了 99 次：哲学悖论里的大思考》以其充
满活力、简洁而睿智的文字，写出大量令人困惑的哲学难题。2 月 26 日，该书编
辑、未读·思想家主编王微接受了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的专访。
大河报记者：哲学似乎常
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但《上帝
笑了 99 次》则是诙谐幽默又饱
含智慧的解读。你是如何发现
这样一本书的？
王 微 ：它 的 原 书 名
《THE BIG THINK BOOK》
是个很夺人眼球的词组，对于
擅长做哲学书的编辑吸引力是
很强的。我们之前做过《本书
书名无法描述本书内容》
《柏拉
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等既
富趣味又烧脑，还能启发思维
的哲学读本，对这类书有着特
殊的直觉，当即就决定要签下
来。
“Think big”
（宏大思考）正
是哲学的魅力之一，这本书在
编辑眼中，包罗万象但又妙趣
横生，既有诙谐的笑话，又有背
后严肃的哲学思考，正是我们
喜欢的那类哲学书。况且如此
巨大的篇幅，毫不夸张地说，它
是这类书的
“集大成”
之作了。

学 故 事 ，带 着 观 众 一 起 思 考 。
我是通过书稿和作者交流的，
虽没见过本人，但我想，他应该
是那种愿意陪他的读者彻夜聊
天的有趣老人。另外就是他非
常关心现实，从书里能看出来，
他对当今社会的一些不文明、
不理智的现象很不满意，希望
人人都能静下心来思考，哲学
也 好 ，悖 论 也 好 ，动 物 笑 话 也
好，
都是启发思考的路径。

大
□河报 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实习生 张晓菡

大河报记者：
《上帝笑了 99
大河报记者：书中的很多
篇章如《出老千的骆驼卡梅尔》 次》书名借用了“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的俗语。和国内
《乌龟先生的发财妙计》
《指羊
常见的一些普及哲学知识的书
为 驴》等 ，都 是 从 动 物 开 始 阐
·
籍不同，它更注重引导读者思
释，作者为何喜欢拿动物来解
考，更像是在与读者探讨某个
读哲学命题？
哲学问题，你怎么看作者这样
王微：这个问题，我觉得有
的讲述方式？
两方面的原因：
根据我们对作者
王微：是的，本书最大的特
彼得·凯弗的了解，他是个生性
点就是，作者对每一个哲学悖
乐观、喜欢交流的哲学家，不是
论背后的话题，不带有任何固
传统印象中的书斋学者，
从他自
有的成见，他根据话题讨论的
己策划主持 BBC 哲学短片就看
内容，从日常熟悉的事例讲起，
得出来，
节目经常讲一些关于驴
上 升 到 法 律、政 治、哲 学 等 领
子、美洲驼、跳鼠这些动物，
从中
域，为读者提供几个维度的思
找出哲学命题。另一个原因就
是哲学和小动物的关系密切。 考。看似没有结论，其实一路
这么思考下来，答案早已在读
历史上，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写过
者心里了。有位资深读者跟我
乌龟赛跑，
中世纪法国有比里当
们反馈说，本书就像哲学史的
的驴子悖论，
现代哲学家埃科写
过
“康德和鸭嘴兽”
，
还有本书提 “公案”合集。作者也说，本书
可以跳着读，顺着读，因为文章
到的剑桥哲学家麦克戈塔特爱
的编排其实暗含着与目录完全
养猫。可以说，
动物身上肯定也
不同的逻辑顺序，可以根据一
是有哲学意味的，
才会受到哲学
个话题和哲学理论触类旁通，
家如此喜爱。
这种形式对于比较厚的书来说
其实是给读者减了负担，对于
大河报记者：
作者是英国人
哲学入门书，这也是一种必备
文哲学家协会主席，
看头衔就知
的写作技巧。
道是学术大咖，
但同时他也热衷
哲学普及，在 BBC 策划、主持哲
大河报记者：国内目前哲
学专题片。在和作者接触中，
你
学类书籍的市场状况如何？
觉得他是怎样的学者？
《上帝笑了 99 次：哲学悖论里的大思考》
王微：这几年国内的哲思
王微：他是一位长得有点
作者：[英]彼得·凯弗
类（轻哲学类）书是越来越多，
像爱因斯坦的老先生，坐在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社科书里也属于从冷到热的
书柜前娓娓道来，用英
一个分类。但我个人觉得，这
伦腔调讲着夸张
一只美洲羊驼会坠入爱河吗？机器人能变成人
类书多了之后读者就要面临难
好玩的哲
吗？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 99 个奇妙、怪诞、滑稽的问
题，就是如何选择好的哲学书，
题背后，其实是 99 个烧脑的哲学、道德、法律领域的经典悖论，也是
比如，某些走马观花的“××
99 道极富挑战性的大思考测试。本书内容覆盖了大多数常见哲学话
题，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自我认知、人际关系、
美学、存在主义等，还配有 20 多幅漫画插图。在锻炼思维之外，本书也能帮我们建立个
性化的哲学知识体系。

哲学史”就很难形成深入的思
考，或者很多戏谑大于知识、形
式大于内容的哲学“段子书”，
也不利于读者对哲学产生正确
的印象。哲学探讨的话题毕竟
还是严肃的。
《上帝笑了 99 次》
就是试图从戏谑回归严肃的一
次尝试。看似活泼的标题，仔
细一读竟如此深刻严肃。
大河报记者：
你是否赞成作
者在《生命的意义》一章所说的
“请你们谨记一个关于意义的逻
辑推论：除了意义之外，没有任
何意义”
的说法？
王微：看完了前面 98 篇文
章，读者会对事物有一些新的
认识。人生都需要思考意义是
什么，或思考一个活着的理由，
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要回答的
问题。虽然哲学家们都很悲
观，但思考过全部的生命，又会
发现一丝希望。上帝可以笑人
类很蠢，人类也可以凭借思考
倔强地活着。
本书的编辑过程花费了将
近一年时间，作为第一个中文
版读者，我感受到了哲学思考
的魅力，原来生活中有这么多
不 易 察 觉 的 哲 学 原 理 ，毕 竟 ，
“无数渺小的思考填满了人的
一生”，不要浪费了人作为智慧
生物的天赋。
大河报记者：为何扉页写
了这样一句话“奉献给所有缺
少奉献精神的人”
？
王微：这句话是一个典型
的伯特兰·罗素式的哲学幽默，
作者放在这里既是善意的嘲笑，
也是在介绍一种哲学。这句话，
一方面是罗素站在哲学家角度，
讽刺世人不愿意为他人付出，
自
私自利；另一方面，这句话是一
个语言哲学悖论——
“既然所有
人都缺少奉献精神，
为什么还有
人奉献给他们？”这句和开篇第
一句话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愿
思考，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有
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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