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会不同于现在与我们的想象
———评安德烈亚斯·罗德《21.0：当代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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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是复

杂 、矛盾 、多元和多变的 ：美国

哲学家马克·里拉评价说这是

一个“不可辨识”的时代 ；《人类

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

瓦尔·赫拉利更认为“21 世纪没

有稳定这回事”。正是在这种充满

不确定的因素、交错纷繁的关系、

瞬息万变的发展等现状之下，德

国美因茨约翰古登堡大学现代史

教授安德烈亚斯·罗德迎向这份

挑战，进行了一项冒险，在他的

新著《21.0：当代简史》中为我们

剖析了这个正在进行时的当下。

看 到 这 本 书 的 书 名 ： “

21.0”“当代”“简史”，你或许会

得到这样的初步印象： 这会是

一本紧跟时代的书 ，“当代 ”是

它的核心主题。 《斯图加特报》

对这本书的报道是：“谁想理解

当代就应该阅读这本书 ”；“简

史” 告诉我们这会是一部包罗

万象、 拥有宏大体系的历史科

普， 是 “关于现代化的速成教

材”(?明镜周刊》)；“21.0” 则透

露出这还是一部文字数字例子

相互穿插、 生动有趣且具有说

服力的著作 ，罗德说 “21.0”是

一个数字与文字的游戏 ，“21”

是指我们所处的 21 世纪，而“.

0” 是指如 “工业 1.0”到 “工业

4.0”这些对我们影响至深的纪

元 ，合体的 “21.0”始终走在历

史与人类的前沿， 暗示着这本

书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又充满

着前瞻与展望。

一 、 历史上真
正的新鲜事

确实，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

的当代简史。 该书提出了当代

人所关心的经济、政治、环境、文

化等领域的基本问题， 全球化、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 21世纪的

产物登上历史舞台。 世界的发展

越来越快， 广播媒体花了 30 年

的时间才在美国推广开来，电视

花了 15年， 网络的普遍使用只

用了三年，如今智能手机的更新

换代更是日新月异。规律性的范

式和一成不变的秩序被打破，因

循守旧或是照搬经验不再成为

可能， 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才

是如今全球、国家、社会、群体良

性发展的前提与保障。 人类的认

知与意识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网络的互联互通刺激着网状根

茎式思维的发展，逐渐取代单一

的线性和因果逻辑的思考方式。

努力寻找历史的突破口和新事

物，更是成为这部《当代简史》以

及很多社会科学研究的新任

务。 当代历史研究分析当代事

件的同时，自身也在影响着这些

事件。 双向、并行、错位、多元的当

代世界让这部简史不再简单。

从空间角度来说， 作者从

德国与西方的视角， 以欧洲为

原点辐射开来， 开拓了一个全

球视野。各国的历史事件、国情

特色与发展策略在全球化和一

体化的推动下紧密联系在一

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已成为

21 世纪的特点，蝴蝶效应也会

越来越突显。

从时间线索来看， 罗德关

注的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发展

以及未来变化的方向。但他并没

有将所有历史事件的起点禁锢

在千禧年这个具体的时间点

上，而是回顾历史，寻找共性和

差异。每一个问题都有它兴起、

发展 、高潮 、没落的过程 ，具体

每个事件都会有自己的侧重点

与脉络： 全球化会将地理大发

现作为开端；现代的进步思想发

展则来源于启蒙运动。但本书中

的所有历史事件都在 21世纪有

一个改变或是质变，让我们禁不

住跟随作者的叙述提出这样的

问题：“这些历史现象改变的原

因和推动力是什么？ 这种发展

在多大程度上是必然的？ 什么

是历史上真正的新鲜事？ 未来

的选择是否可能预见？ ”

二 、 指向未来
的新变化

以当代的经验去判定自己

过去的观点， 是当代历史研究

的特点之一。 历史选择被记住

还是被遗忘， 都是人们用此时

此刻的经验通过力量角逐得出

的结果。 留下来的历史作为社

会集体记忆的产物， 成为我们

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 现

在我们在利益格局中不同位置

的构成， 就反映了我们对过去

的不同索求。 21 世纪是一个巨

大的转型时期， 尽管才过了四

分之一， 但很多发展变化都加

速浓缩于这个世纪。而 2020 年

更是各种事件、新闻、灾难层出

不穷的一年，澳大利亚大火、非

洲蝗灾 、英国脱欧 、美股熔断 、

新冠爆发、美国暴乱，每一个事

件的发生都仿佛是一个漫长历

史维度的浓缩与挤压。

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剧变成

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 也确

实在验证《21.0：当代简史》对于

当代多变历史的预测是否有

效。 而作者罗德也于近日在《新

苏黎世报》中与德国奥格斯堡大

学公法教授格雷戈尔·基尔霍夫

以题为《欧洲零点时刻》的社论

对疫情发表观点：“显而易见，新

冠疫情危机将是一个历史转折

点。这次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

响只能从历史维度去测量。 ”不

可否认，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对

金融市场发展、 公共娱乐活动、

网络依赖程度和卫生健康系统

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德的边

界与政治的格局也不再一如既

往。罗德认为：“这场危机至少显

示了三件事：首先，随时可能发

生所谓不可思议的事情。 其次，

没有无法摆脱的路径依赖关

系———事物皆可被塑造。 是的，

我们可以！ 第三，政府和政策不

是市场、 算法或利益集团的俘

虏，它们拥有决策和行动能力。 ”

疫情的发展让人类有些措手不

及，这次新冠危机是中止、暂停

键还是一些事物的延缓或加速

器，罗德表示还是需要放在整个

人类历史的大框架中去看。

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特点 ，

就是人们会从过去的结论、当代

的诊断中去推断未来的发展与

趋势。 尽管《21.0：当代简史》写

作之时， 还没有发生如新冠疫

情等剧变，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这本书思考角度的前瞻性与分

析方法的普适性。 罗德在中译

本出版后接受访谈时说到：“这

次疫情在历史上看是全新的 ，

因为它突然停止了世界自进入

工业化以来， 整体的加速和增

长的逻辑。 ”当代史的研究，“有

助于我们开阔自己的视野来看

待所身处的时代。 我们今天所

经历的一切， 其中什么是真正

的新事物， 什么又是已经反复

出现的历史现象？ 思考这些问

题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和

我们的现状，容忍模糊与分歧，

带着开放的心态去应对我们的

现在与未来。 ”新的变化让更多

的 “新事物 ”出现在我们眼前 ，

但与罗德在该书“总论断”一节

所列举的基本模式与推测趋势

并没有太大出入， 历史还没有

完全脱轨。

三 、 数字时代

的新生活

在《21.0：当代简史》中，“数

字革命”作为 21 世纪变化与发

展最快的重中之重， 被安排在

第一章讲述。 网络彻底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 实现了同时多地

多人的交流。 疫情期间， 互联

网、 智能手机的地位更是变得

极为重要， 人和人之间的连结

与交流愈发依赖于数字媒介来

实现。 “在各个生活领域不断加

强的媒介化改变了人们的收视

习惯 、时间节奏 ，以及感知 、沟

通和行为方式。 ”人们处在隔离

之中， 但是视频会议、 网络教

学、 网上直播等让我们与外界

保持联系的方式却不可胜数 。

这是一种极为迅速的转变 ，获

益于科技的进步， 同时也推动

了技术的发展， 是世界范围内

全新的现象。亲临现场、面对面

地互动成为了一个可选项 ，而

非唯一的方法和途径。 人们处

于隔离之中，但与外界保持着密

切联系；虽然是虚拟，却又完全

处在控制之下，“你永远不知道

坐在电脑屏幕前的是一个人还

是一条狗”的时代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的发展变成 “可以随

意知道屏幕前的人的位置、喜

好、体温、心跳等”的技术。 相比

以前相信人的经验与认知这种

传统的方法，数字化逐渐成为许

多领域新的绝对准则和权威。

再次让我们将数字化的问

题回到新冠肺炎做验证。 病毒

让我们看到全球网络通联的强

大，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人类公

共生活是多么脆弱与不稳定。作

者在总论断中提出的当代模式

之一就包括：“权力冲突、 硬实

力和武力没有消失， 反而在 21

世纪增加了。 ”难民问题、黑人

平权运动、 国家医疗等资源的

不平衡等社会 、种族 、文化 、宗

教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

尖锐。 猝不及防的灾难、自私多

于包容的态度、 疫情带来的新

问题， 让原本遗留的老问题雪

上加霜， 多米诺骨牌效应令问

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人类所

创造出的经济与政治框架在经

受过 1973年凯恩斯现代化范式

的崩溃和 2008年以市场为导向

的现代化设想的崩塌后，又面临

2020 年疫情带来的新一轮经济

危机以及国家间政治和格局的

转变可能。

尽管这些是疫情带给 2020

年代的问题， 但是积极的方面

也如同书中所说的一样还在继

续发展着：人们还在为平等、自

由、和平的梦想不断努力。结婚

率和出生率的下降、 家庭的衰

落已是老生常谈，但是“对爱的

渴望和人们团结的意愿是不可

磨灭的”。在加速与适应这个模

式里， 人们在努力用更快的速

度应对和解决遇到的新问题，对

新事物的出现也在不断适应与

接受。 20 世纪的影子在慢慢消

散，但团结、包容的制度设想促

进着新秩序的建构，多边贸易和

强大灵敏的公共部门依然或者

可以说是更加迫切地被需要着。

四 、 “不 确 定
性”带来新挑战

罗德认为：“推动历史变化的

因素有三点：第一，技术和经济发

展；第二，当代人认为正确的政治

文化框架；第三，通常是非常难以

预测的事件。 ”在本书中，他就是

用这些标准来作为解读我们生活

过、 并还在生活着的这个千变万

化世界的指路牌和风向标。 但是

想要在这本书里找寻一个明确结

论或企图一锤定音的读者或许会

失望，因为直到最后，作者告诉我

们的是：“根据历史经验， 未来会

在两层意义上完全不同： 不同于

现在，也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 ”

“不确定”成了 21 世纪或未

来所“能够确定”的答案和结论。

我们作为 21 世纪的见证者、亲

历者与书写者，在寻找自己的位

置、摸索前进道路之时，不要忘

记作者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比答

案更有益，带领我们观察的角度

比结果更重要。历史在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被创造着，既然无法阻

挡“当代历史”的滚滚洪流，那就

索性与作者罗德一起深入其中、

探索世界、发掘历史，以包容和

开放的心态迎接那些我们不曾

知道和预料过的机遇与挑战。

规律性的范式和一成不变的秩序被打破，因循守旧或
是照搬经验不再成为可能，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才是
如今全球、国家、社会、群体良性发展的前提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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