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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深处是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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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津报 荐

是为序

推荐理由：秦国

智囊团为何多是商

鞅、张仪等外籍人

士？汉武帝如何赚

钱又烧钱？李渊何

以凭借3万兵马7年

定天下？战术天才

李存勖吃了哪些战

略短板的亏？胡惟

庸为何必须死？崇

祯是如何远程“帮倒

忙”的？……

这些熟悉的名字

背后，不仅有跌宕起

伏的故事，也浓缩了

每个时代承袭、变革

和发展的偶然性与必

然性。

本书是《国家人

文历史》杂志公众号

的精华结集，以时间

为脉络，以“变化”为

核心，精选制度、经

济、军事、战略、朝堂

5大主题，53个有戏

又有料的话题，由点

着面地纵向梳理了

古代中国多个领域

的承袭与变革，以动

态的思维挖掘其背

后的逻辑与本质，不

仅还原了一个个鲜

活多元的大时代，道

出成败兴衰之理，更

以诙谐的语言、独特

的视角、严谨的考证，

勾勒了今天中国的疆

域版图、文化思想、经

济格局、风俗人情和

法度制度等多个领域

的历史脉络。

《看不够的中国史》，《国家人文历史》编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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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连续而悠久，典籍资料
汗牛充栋，想要快速读懂中国古代的风
云流转，有一条非常好的线索，就是从古
代中国的承袭与变革入手。

这本《看不够的中国史》，是《国家人
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选稿
角度聚焦古代多个领域的历史沿革，同
时精选历史洪流中的标志事件、代表人
物，深挖历史真相，还原个人与时代的
激烈碰撞。

我们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最关键的字是“变”。而历史是什
么？雨果说，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
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以“人文家

国、历久弥新”为理念，在过去、现在和
未来中架起了一座很好的桥梁。杂志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是一本以“真
相、趣味、良知”为核心价值的国家级时
事人文类半月刊。这本《看不够的中国
史》，选择以承袭与变革为重心，就是希
望广大读者读懂历史这面镜子，明白中
国为什么能够在几千年的风云变幻中
传承至今、历久弥新，更能在当今瞬息
万变的态势中，凭借历史的思维，预判
趋势，把握机遇。

书中以时间为脉络，以“变化”为核
心，精选制度、经济、军事、战略、朝堂5
大主题，53个有戏又有料的话题，由点
着面地纵向梳理了古代中国户籍、征
兵、赋役、邮驿、交通、官制、礼制、经济
格局、文化差异、民族政策、外交策略等
多方面的历史变迁。无论是历史爱好
者还是学生，想要了解历史，都绕不开
书中提到的各个方面。

这次结集不仅收录了吴钩、侯杨方
等专业历史学者的文章，还有黄金生、
湘桥蓬蒿人、郭晔旻等自媒体平台的热
门作者的爆款文章。相较于断代史、通
史等历史读物，这本书以专题文章的形
式呈现历史，不仅利于读者厘清历史的

大逻辑，更便于读者把古今相关联，深
刻理解当下。

文章专业 生动 深度

《看不够的中国史》中，不仅有丰富
的历史知识，更将政治、地理、经济、科
技、军事等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可谓干
货满满。

以水文地理为例，书中收录的文章
有：《成也黄河，败也黄河的开封》《大运
河：北宋立国的生命线》《长江流域的崛
起：中国的南北差异从何而起？》《生意
越做越大、格局越来越小的广州“通海夷
道”》《秦能够统一六国，在地利上究竟
沾了多大的光？》。

通过对几大水系重要历史的讲解，
中国流域经济的发展演变跃然纸上。从
历史的角度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黄河流域经济
带、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海岸线经济链仍
然是中国几大区域的主要经济系统；为
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流域经济体系的发
展、成熟和升级，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种把复杂的历史知识点，以专业
的角度、通俗易懂的讲述方式呈现，书中
还有很多。

选篇角度新颖

兼顾体系性和话题性

本书以小口切入，深入挖掘历史的
横截面和纵向线，把历史讲得环环相扣、
生动有戏。读者能够一边享受读故事的
爽感，一边剖析和思考历史问题，进而找
到历史和自己的连接，获得更多的启发。
《看不够的中国史》入选的篇目，注

重从方方面面尽力展示中国历史的面
貌，也力图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多个领
域的沿革。不拘泥于王侯将相这些历
史洪流中的大人物、大事件，也关注农、

牧、商、工这些普通平民的生存和活动，可
以为读者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历史知识
体系。同时，以引导读者多角度思考问题
的出发点，挑选了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
到和今天高度相关的篇目。既可以让广
大历史爱好者“温故而知新”，也可以让对
历史不甚了解的读者，充分感受历史的趣
味性和启发性。

做好历史分镜

讲好历史故事

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曾说：历史
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个结局都是这
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这句话，形容千年
传承不断的中国历史，尤为贴切。

而历史终归也是人的历史，有血有
肉、有笑有泪，才是鲜活的。透过历史，解
读人心、诉说命运、刻画时代，也是历史具
有永恒魅力的一面。

如果历史是一出连续剧，那么每个时
代、每个时间点、每个人物、每个历史事
件，都可以看作是这出戏的分镜，如何把
这些镜头拍好，如何把历史镜头串联起来
讲好历史故事，就很考验讲述者的功力。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长期在历

史领域耕耘，不仅以专业严谨见长，更了解
读者，擅长选取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
容，呈现历史的精彩。
《看不够的中国史》就在“讲故事”

方面下足了功夫，朝堂上的角力，战场
上的筹谋，对内对外的策略，以时代为
框架，立足于个人内心和活动对历史重
大影响，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娓
娓道来。

《当怪物来敲门》是一本有着“奇幻”外
壳，内容震撼的成长小说。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13岁男孩康
纳的妈妈病得很重。康纳害怕失去妈妈，
不愿面对现实，在痛苦与纠结中，被噩梦缠
身，于是想象紫杉树化成树怪来找他。在
树怪的引导下，他说出心里话，勇敢地面对
妈妈的病情及死亡。

这是一个悬念迭出的故事。书的一开
始就把康纳的噩梦展现在读者面前，营造
出紧张、惊悚的氛围，还没等读者从噩梦中
喘过气来，树怪又来了。正当读者为康纳
担心时，树怪开始给康纳讲故事，看起来似
乎没什么恶意。读者正要松口气的时候，
树怪却又借康纳的手砸烂了外婆的家。紫
杉树怪到底想干什么呢？康纳在梦里看到
了什么？又在隐瞒什么？故事情节环环相
扣，悬念迭出，引人入胜。

这是一个战胜伤痛的故事。作者从一
个12岁男孩的角度出发，写出了他自我发
现、自我疗愈的过程。

康纳最大的困境是无法面对内心真实
的情感。眼看着妈妈痛苦，他想赶快结束
这种生活，虽然这种结束意味着妈妈的死
亡。他耻于承认这种想法，在自责愧疚中
辗转反侧，直到紫杉树怪告诉他，“人生不
是用言语而是用行动写就的，重要的不是
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做。”只有面对真实
的自己，才能从痛苦和悲伤中解脱出来。

书中涉及到的另一个社会现实是校园
霸凌。康纳在学校里一直受到哈里的欺负，
却不敢反抗。当哈里再一次羞辱康纳时，紫
杉树怪又一次出现，给他讲了隐形人的故事，
鼓励他奋起反抗。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哈
里，终于让同学们“看见”他，“正视”他。

树怪作为一个虚拟的形象，是康纳内心
情感的具象化，强化了故事的奇幻色彩。故
事的最后，康纳握住妈妈的手，让泪水肆意
流淌，他明白了，爱不是禁锢，不是占有，爱
到深处是放手。

我从1992年开始在北师大的课堂
上进行培养作家的实验，将近30年来确
实收获很多，也有许多教训。

在收获方面，我培养出过全国获奖
的作家，这中间还有人成为作家榜上的
名人。除了作家，我还培养出过电影和
电视剧的编剧，他们的作品有的已经拍
摄且获得了一定的好评。在教训方面，
我的科幻写作课常常遭到吐槽，因为每
一个人的要求都不同，我也满足不了所
有人的需求。

2017年，我到南方科技大学任教之
后，跟刘洋博士一起开设了新一轮的科
幻写作课。这个课程每学期都有。我
们试图把一个少而慢的过程变成多而
有效率的课程，这首先需要学习。在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和后浪公司的帮助下，我拿到了它们出
版的所有创意写作读物。每当出国的
时候，我还会四处找找国外的科幻写作
教程。但多数参考书读了之后还是感
觉不解渴。或者，他们的方法也不能密
集地量产作家。
《开始写吧！——科幻、奇幻、惊悚

小说创作》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创
意写作书系”中的一本，也是“开始写

吧！”小系列中的一本。这本书的编者
劳丽·拉姆森当过作家、制片人、编剧，
言外之意就是她对作品的选择很有经
验，跟创作者之间也有较多的接触，谈
起问题来当然会有的放矢。打开书更
是让我眼前一亮：这是一本把一系列对
科幻、奇幻、惊悚作品创作最有经验的
人汇聚在一起的经验集，提供经验的人
既包括小说作者，也包括影视编剧。
《开始写吧！——科幻、奇幻、惊悚

小说创作》分成十个单元：了解幻想文
学类型；创意和灵感；故事和情节设计；
惊悚和恐怖；构建世界；主题和意义；令
人难忘的英雄、反派和怪物；交流和关
系；场景构建和风格；技巧练习。编者
心中对优秀作品的特征把握十足，且对
作家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感知深刻；与
此同时，她还非常了解期刊、图书公司
和影视公司对作品的要求。从正反两
个方面考虑写作者怎样提高，这种常常
是对立的思维在她的选集中就会有所
体现。再有一点，她非常懂得作家都是
实干家，讲理论没有用，必须通过练习
来提高。因此，她选择的文章常常单刀
直入，没有多余的废话。类型文学是怎
么回事？读者和编者到底需要哪些作
品？作品中需要哪些内容？人物的哪
些方面必须交代才能让读者满意？所
有这些，都在这本选集中清晰呈现出
来。选择成功的作者写经验，最重要的
是他们要把成功跨越困难的经验跟读

者分享，文集中将近100篇文章就是这
样选择和收入的。

作为一个培训者，我最喜欢这本书
的地方，就是每一节给出的大量练习方
法，非常实用、非常有效。此外，作者对
成功和失败的归因，也颇有学习的价
值。我还非常喜欢里面的警句，像“通
往伟大创意的道路是由愚蠢铺就的”，
还有“写作只有50%可以学习，另外50%
靠天赋”。这些话都说得那么直白、那
么坦诚。你想写童话小说吗？那就应
该逻辑简单、人物扁平、结局美好。想
写恐怖小说吗？那就应该强化邪恶力
量和邪恶环境的描写，反派的生活和他
的世界才是读者更能感到恐惧的地
方。而且，恐怖小说中的恐怖大都来源
于我们儿童时期的情感。

我是个科幻作家，所以对科幻的世界
构建格外重视。文集中选了好几篇科幻
写作的经验谈，每一篇都值得琢磨。作者
会给初学者或进阶者提供一系列有价值

的练习方法，例如，练习用塔罗牌进行故
事搭建；再例如，从八个要素中提取恐惧
创作的因素。语言的修炼也很重要。这
种风格塑形的文章也给我很多启发。

丰富、坦率地奉上实践的方法，只是
这本书特点中的一个。这本书的另一个
特点是尽量在字里行间鼓起走向成功的
风帆，让成功的气息感染初学者。编者
精心选择的这些“成功者”，大都是克服
了重重困难才让作品得到认可的。而这
个过程，是一个充满勇敢、智慧和坚毅的
过程。因此，我要说，书中满满都是正能
量。困难不在话下，只要你努力进取！
这一点对初学写作的人尤其重要。

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对文
章作者的介绍，给出了这些作者还写过
多少著作。这恰如一个有用的参考书名
单，你不但听到了他怎样走过艰辛的路，
还能看到他由此创作出的优秀作品的风
貌。作家就是要用优秀作品来对标自己
的创作。

创作事业是人类前仆后继的伟大事
业，想象力不但造就现在，还在引领我们
走向未来。希望更多人由于本书的阅读
而走入写作的大家庭，希望社会主义百
花齐放的文艺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一部好戏是如何诞生

的？什么是戏剧制作人？怎

样开拓戏剧市场？……

本书为中国舞台领域代

表性制作人、央华创始人王

可然从业十余年来的工作心

法和剧场理念分享。书中从

如何看待观众与舞台的关

系、怎样和演职人员打交道

等多个角度，结合《如梦之

梦》《犹太城》《雷雨》《雷雨·

后》等重要戏剧作品的创作

实例，辅以大量剧照和创排

现场的图片实录，分析戏剧

制作人应当具备的职业素

养，列举值得借鉴的工作技

巧，讲述诸多演员、导演的幕

后故事，表达了对中国戏剧

市场的认知与期许。

观看戏剧正在成为一种

生活方式，而对戏剧人来说，

作品的最后一个句号，要画在

观众的掌声上。

从水獭、金鱼、树袋熊，到

白鲸、黑猫、马猴子……在本

书中，谦儿哥集结十几种萌趣

小动物，精选25段趣味盎然的

坊间旧事，延续《于谦：人间烟

火》的京腔京韵，陪您聊聊小

动物，聊聊老物件儿里的旧时

光。聊聊坊间的风土人情、野

史民俗。咂摸咂摸人情世故，

品品为人处世的道理。得空

的时候，再云旅游一把，说说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那些有意

思的地方。

字里行间，蕴藏人生智

慧；聊聊笑笑，皆是处世良

方。 愁眉苦脸是一天，可可

爱爱也是一天。看动物，解烦

忧。书中自有闲得趣，书中自

有动物园。跟着谦儿哥一起，

做生活的玩家，活出老百姓的

精彩。

恋爱与婚姻并不简单，

不是只要找到对象就万事

大吉，也不是只要遇到正确

的人就必将一帆风顺。不

过，只要努力经营两人之间

的关系就一定能得到回报，

只要懂得经营感情的方法，

爱情的经验必将成为人生

中的丰厚财富。当你们的

恋爱和婚姻出现问题时，阅

读本书，你可以找到解决问

题的方法。就算眼下没有

遇到重大的问题，也可以通

过阅读本书让亲密关系变

得更加美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