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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泰斗用故事呈现中国历史地理渊源
焦凌

推荐理由：本书包括史念海先生代表作20余篇，均曾发表于《河山集》一至九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重要学术专著或期刊中。上册主要

介绍我国山川地貌、关隘都会；下册重在介绍我国道路交通与军事地理。史先生毕生研究将历史文献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解决了大量文献

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军事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全书收录注释2600余条，详尽周至；保留并精修原作所有插图60余幅。

本书兼具较高的学术性和适度的普及性，是一部普及中国历史地理知识，进而弘扬中国文化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地理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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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抗战时期，史念海先生与顾颉刚教
授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志在唤起全国人
民的警觉，他曾说过国家的“每一寸山河，不
应当轻易地付诸敌人”。史念海先生不仅将
研究祖国的历史地理视为一门学问，更将其
视为史学家所履行的天职，即对国家、民族
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新中国成立后，史念
海先生一系列论文集均以《河山集》命名，
“河山”二字，有多重的分量是无法衡量的，
以之命名需要著者有很深的学术功底和宏
大的气魄，更体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
限热爱，可谓理性与情感的交织与升华。
《中国的河山》分为上下两册，是史念海

先生历年作品的精选集，有着深刻的学术思
想渊源和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书名不仅是因
为这本书汇聚中国山川地理的精粹，更因为
在其中融进了史先生的家国情怀。本书开篇
《祖国锦绣河山的历史变迁》，对祖国的疆域
沿革、地形演变、道路交通以及经济都会等内
容提纲挈领，全面讲解。上册《黄河在山陕之
间》《济水与鸿沟》《三门峡与古代漕运》等篇
章，以一点带全貌，对所研究问题不仅局限于
一域，而是全局性讲解与梳理。下册《春秋以
前的交通道路》《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战国
时期的交通道路》《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
线》《唐代通西域道路的渊源及其途中的都
会》《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以时间顺序分
别介绍了从春秋到隋唐的交通道路、经济都
会，属于历史经济地理领域基础性、开创性的
成果。鉴于史先生在历史军事地理方面的巨
大成就，本书还收入了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如
《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
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等。

本书以详细的阐释、广博的征引以及优
美的文风，使祖国山河之壮美浮现于字里行
间，即便足不出户，读者也可以借由史念海先
生的精彩讲述，清晰、系统地了解中国地理人
文的深厚渊源。

学术泰斗也是讲故事的高手

《中国的河山》聚焦我国历史自然地理、经
济地理、军事地理，展现大好河山的富饶与壮
阔。史念海先生是闻名海内的大学者，普通人
看到很可能会望而生畏，从而对其作品退避三
舍。但大学者并非板着面孔说教，他们非常乐
意向更多人分享其知识和见解，史先生也不例
外。先生是一名讲故事的高手，文风紧密而细
致，其文娓娓道来，让人欲罢不能。那么，本书
是如何在讲述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的同时，又能
很好地兼顾通俗性和可读性，让“大学问”也能
“接地气”的呢？就让我们走进书中具体内容，

领略大师笔下的“平易近人”。
一方面，编者选篇时，重视收入史先生大

手笔下的“小文章”。比如《壶口杂考》《略论秦
直道》《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几篇，
篇幅在先生著作中相对较短，但见解超卓、知
识内涵丰富。另一方面，一些文章立意高远，
研究方法独特，语言平实浅易，有助于读者从
历史的考察中推进和深化对现实的思考。

例如，史先生在《古代的关中》一文中提到
关中地区古时风貌，以读者的视角运用优美精
妙的语言进行了描写。“关中地区东起函谷
关。人们到关中来，函谷关是必经之路。那里
不仅雄险异常，而且景色也特别幽美。人们在
绝岸壁立的道途中前行，其上柏林荫蔽，谷中
殆不见天日，人们甚至不称这里是函谷，而另
命名为‘松柏之塞’。过了‘松柏之塞’，又逢到
一片桃林，苍翠绿叶，杂着灼灼花朵，会使人们
感到关中真是山川林谷美，天材之利多。人们
过了桃林之野，又会看到华山松涛……”这段
描写如同一位高超的电影大师用长镜头呈现
的影像，关中地区如画般的美景历历如在眼
前，让人深深为之吸引、感动、自豪。

再如，在《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
通及其沿岸的都会》《祖国锦绣河山的历史变
迁》中，史先生对唐代扬州兴起条件的分析是
从扬州所在运河附近的交通因素入手，把长江
下游经济区内的位置条件、交通条件、水利条

件、物产资源条件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
且结合了大量历史记载的实证；而对于扬州萧
条原因的分析，则是将自然、人文原因联系起
来进行综合比较，使人们对扬州衰落的原因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硕果始于“迈开第一步”

史念海先生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历史文献
与野外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解决了大量文
献考证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评价道：“在中国几千
年学术史上，还没有产生过一部能将历史文献
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研究的历史军事地理著
作。”可见，史先生这一研究方法的突破性。

史念海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应“以实地
考察与文献记载相结合为研究这门学科较为
切实可行的方法”。在其自传中，史先生谈到
“野外考察对于地理学的研究者来说，已经是
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者
来说，至少在目前仍还未相习成风。尤其对于
我这个从研究历史，进而研究历史地理的人来
说，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要更多领略祖国
锦绣河山的胜境，就应该从迈开这第一步开
始。在这将近十年中多次的野外考察，不断地
扩大我的研究范围，改进我的研究方法。”

那么，本书又是如何体现这一创举性的研究
方法呢？例如《略论秦直道》一文讲述了秦始皇的

直道，是由云阳通到九原的大道，用以防御匈奴的
内侵。时过境迁，这条道路不复为世人所知。为
了寻找已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的秦直道，史先生在
对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后，由汉甘泉宫
遗址附近循子午岭北行，野外考察一个多月，发现
子午岭上的直道“旧迹俨然，道路宽广，整齐划一，
竟没有变动”。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结合历史资
料，史先生撰写了《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后又
进一步撰写《略论秦直道》，绘出了秦直道路线图，
开秦直道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之先河。

在写作《黄河在山陕之间》时，史先生通过
对黄河流域多次考察，补充了文献疏漏，详细论
述了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等问题，以及
由于黄河变迁引起的城乡兴废，还探讨了今后
治理黄河的方略。同样的，《壶口杂考》一文，也
是史先生两次考察壶口，亲眼所见与《水经注》
相对照后完成的，使得《壶口杂考》中关于壶口
的地貌特征，壮观景色描绘得历历如绘，纤悉无
遗，读者阅读竟有身临其境之感。
《函谷关和新函谷关》《汉中的历史地理》

《关中历史军事地理》等文中，史念海先生在多
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文献记载不
尽确实之处，澄清了“潼关”“函谷关”等在军事
史上极为重要的条目。

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使史先生取得了诸多创新研究成果，从而开创
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

关于中国画，我竟有这么多话想说。
《读画记》之后，是《忽有山河大地》，眼前，
又轮到这本《纸上寻幽》与节气有关的书。
一切都是追寻着内心的倾诉欲望。本来以
为，我于绘画，只是误入写作的迷途，会尽
快回归关于现实人生、关于挖掘人性的书
写“正道”上去。没承想，却为笔墨之复杂
和美深深着迷。

我对古代生活的兴趣，源于对时空谜题
的玄想。时空到底存不存在，为何画中景象
竟比真实的生活更加真实？我想不透。过
程，形成了文章。

画中，四时之美，古人之乐，那么切近。
像在身边，像在昨天。

2009年，我们家所在的位于渤海之滨的
小村庄搬迁。村庄的面积，像鞋垫那么小，
只居住有六百户姓胡的村民。在庞大的星
球上，引不起任何的关注。但搬迁对于村
民，却是连根拔起。故乡的消逝，令我长久
痛心。我时常想念我的半岛故乡。海边的

沙滩，生长着干净俊美的黑松林。沙参贴地铺
开油绿的叶子，蜥蜴在其间神秘穿行，嫩白的
参扎在沙滩深处，积蓄着饱满的汁水。四时之
美，目不暇接。端午节前后，满山的艾草香。
秋分，野草开始黄，海风吹着山花摇曳。树木
层林尽染，野菊在寂静的山野里盛放，黄得耀
眼。山里红、野酸枣在山的低洼处，呼唤着馋
嘴的孩子。大寒时节，东北风落了脚，海滩礁
石上，满是敲捡牡蛎的乡民……

这一切，已不在人间。却在梦里，也在画里。
比如，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元宵节的第

二天，雨水节气前后，东京汴梁迎来一场奇
观。宋徽宗和众臣目光凝视皇宫上空，周围
百姓们也纷纷仰望——那里，群鹤云集，鹤群
且舞且鸣，仙姿袅袅，久久不散。宋徽宗心中
十分愉悦，耳畔仿佛响起天宫的仙乐，许多天，
仍余音绕梁。情之所至，画《瑞鹤图》以记之。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年）清明时节，文
徵明与好友蔡羽、汤珍、王守等六人，在无锡惠山
茶会。此前，他们早就有惠山之行的计划，却苦

于路途遥远。这一天，终于动身了，似乎天公也
特别作美，清晨的小雨，忽然停了，云雾散开。高
士们在松间林下摆茶具、煮泉水、赋诗文。品尝
了“天下第二泉”的甘甜之后，文徵明意犹未尽，
用小瓶子装了惠山泉水回来。跑了一百里，毕
竟不容易呢。

时间，倒回至公元222年。四月，三十一岁
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后，从京都洛阳出发，向
东回归封地鄄城。夕阳西下，队伍在长满杜衡
草的岸边卸了车，曹植独自漫步，纵目眺望水
波浩渺的洛川，不觉间思绪飘散。一抬头，见
一绝妙佳人，在山岩之旁站立。正是这一眼，
开始了神秘的苦恋。曹植笔下百转千回的《洛
神赋》诗文，是爱情回忆录的唯美绝版。一百
多年后，这场人神之恋，令大画家顾恺之夜不
能寐，无法释怀。唯有用画笔精细描述，才能
解开心结。

时间流转至康乾盛世，盛夏，暑气正浓。
五十多岁的金农，早已经放下了入仕的热望，
关起门来，写诗，作画，刻砚台，捣鼓自己的小
日子。芭蕉林下，金农光着膀子，身着宽松白
裤，坐竹椅上，正在午休。扬州的盛夏闷热极
了。睡着的金农，神情淡然，似罗汉入定。右
手的蒲扇，松散地挂着，像是随时会掉落下
来。他的弟子罗聘，在一旁对着这一情境哑然
失笑，顽皮地画了下来。

深秋，芦花飞絮，雁声鸣叫，金农踱步到边

寿民的“苇间书屋”聚会。一群行走于仕途边缘
的文人，一群才华满腹、特立独行的画家，窝在
芦苇边的小房子里，欣赏着深秋苇塘之美，也点
评着边寿民画芦雁……

展开画卷，一切都带有温度。那丝丝缕缕
蔓延或冲撞而来的感动，令我如见故乡，如见故
人。如果，时空是一场骗局，或一个游戏，那沉
浸于其中的我们，不过是在各个时代、各种身份
角色之间折叠。他便是我，我便是你。他所经
历的，也必然是我的，是你的。不然，我们何以
感动至此呢？

古人所感受到的自然风物之美，他们在时代
的苦痛中吸收的强大的能量，仍旧那么强烈地传
递和散发着，治愈着眼前的你我，力度不减。

当我们夸夸其谈现代交通的便捷，却失去
了“雪夜访戴”的浪漫；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空
调房里喝着咖啡、敲打键盘，多怀念古人在槐树
下袒腹而卧。那时，日子那么长。物质与精神
的贫乏和富有、古与今的苦和乐，是否总量恒常
不变？我无法作答。

只知道，一个失去故乡的人，展卷时，常忍
不住泪眼婆娑。感激着画家，用笔墨记录了鲜
活的情境，留下自己真实饱满的情绪。他们怀
着赤子之心，很认真地在我面前倾诉，并将心中
大美和盘托出。又有大浪淘沙，留下珍品。每
看一眼，便是享一次清福。

愿这本书，也能如画一般，带给读者美的享受。

《魏晋名士志》选取孔融、嵇康、阮籍、山
涛等28位具有代表性的魏晋名士，以历史学
的眼光叙述他们非凡的人生经历，并且试图
把他们还原到当时所处的历史现场，观察和
思考他们的选择和坚守，领略他们旷世风流
以及背后的矛盾和煎熬。通过人物小传的形
式，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风流谱系，让读者更深
入地了解这段复杂而充满魅力的魏晋历史。

一本全面丰富的魏晋名士风流谱系

魏晋时期，是一个属于名士的时代。每
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能够代表其特定精神
风貌的人物类型。而名士，就是魏晋时期的
一个突出现象。

什么是名士？作者肖能在书中将魏晋名
士总结为九类：狂士、哲人、才子、谈客、显宦、
贵戚、枭雄、高僧、隐者，他们看似性格迥异，
各不相同，但却有同样的精神内核。“我与我
周旋久，宁做我”，这些名士们在动荡的年代
里执着追寻自我的价值，坚持个体的独特性，
满怀骄傲，磊落洒脱。本书用28篇个人小

传，串联起魏晋的历史人物，贯穿建安、正始、
太康等各个时期，带领读者探寻一个时代的风
流谱系。

这些名士们代表了28种关于“风流”的不
同定义：有的狂放不羁，用张狂的行为标榜自
我的个性，追求人性的解放，如祢衡、阮籍；有
的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瓦片粪土，远离世俗避
乱而安，如管宁、陶渊明；有的气度不凡，自然
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如谢安、王导。他们的
人生际遇、性格特点、家世背景、命运选择都有
着各自独特的轨迹，他们被时代所推动着，也
在乱世中傲然而立，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28篇人物小传读懂魏晋名士为何“漂亮”

在本书中，作者肖能用了“漂亮”这个词来
形容魏晋名士。当然，名士群体中的美男子比
比皆是，肤白貌美，掷果盈车，但这里的“漂
亮”，不仅仅是说颜值高就行。纵观那些有名
的人物，其中身材短小、容貌丑陋、奇模怪样
的，并不少见。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王戎，西
晋文士左思，东晋高僧支道林等，他们的外貌

毫不起眼，然而均是公认的潇洒逸群的名士。
比起外貌之美，魏晋名士的“漂亮”更加来

源于他们的精神的修养和生命的诗意。阮籍
每每驾车至途穷的境地则恸哭不已，他体会到
了无路可走的悲哀。但，即使无路可走，名士
们也坚持步履的从容、身姿的优雅和神色的恬
然；哪怕最终颓然倒下，像嵇康，是“傀俄若玉
山之将崩”，仍要给世界留下一个美丽的、可供
追怀的姿态。

漂亮是一种活法，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因
应变化无常的世界的根本态度。结合乱世的背
景，这更是一种可贵的选择与操守。书中用一
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和发现魏晋
各色人物的漂亮之处，领略名士的风流与风骨。

通俗解读整个魏晋时期的魅力所在

魏晋的历史是复杂的，本书不仅勾勒出一

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人物，更能由点及面，延伸
到他们的家族背景，乃至整个时代的风云起伏，
通俗、细致、全面地帮助读者了解魏晋历史。

全书广泛引用经典历史典籍，《三国志》《世
说新语》《晋书》《魏晋世语》等信手拈来，言必有
据，对于历史上有争议的说法均一一注明。在
书写历史时，也十分注重前后逻辑，考虑到一个
时代之精神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在脉络，绝非遽
然而起，书中将叙述的起点提前到东汉末年开
始讲起，更好地追踪魏晋风气的起源。在讲述
各个名士时，也将他们放到历史背景之中，设身
处地考量他们的思考与选择，折射出乱世中的
更替演变，梳理完整的魏晋历史脉络。

除了历史的科普以外，对于今天的读者而
言，魏晋名士的风流轶事恐怕也能激起很多人
的共鸣。当下的中国社会已进入了“后物欲时
代”，为了让自我更加充实，确认生命意义，人
们必须开发精神世界，寻求发展自身的路径，
而历史上的魏晋名士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个
鲜活的、可供观照的样本。他们探索着个体的
价值，精神的解放，让读者能够从中发现和找
到真实的自己。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
整理这些典范性的名士的生平，特别是他们在
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和坚守，来揭示魏晋风
流多方面的意蕴，或能使我们对此有更为清晰
和深刻的认知。

《万物可爱：写给孩子的散文》

丰子恺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年8月

一花一草一木，世间万物可爱，保持一颗丰富
善感的童心，美即无处不在。

小猫亲人、杨柳春燕、稚子顽童，在丰子恺的
笔下，世间万物，无不可爱。他不被世俗所牵绊，
始终保有孩童那般的单纯。他总是俯下身，去发
现儿童的美好与可爱之处。一个人，能够在历经
沧桑之后，依然做到童心未泯，那么，他内心映照
出的世界将始终温柔如初。

本书精选《白鹅》《山中避雨》《给我的孩子们》
等40余篇丰子恺经典散文，温暖纯净的文字，全
彩漫画插图，给孩子触及心灵的教育和美的蕴藉。

书津报 架

《在命运决定你之前》

吴主任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

作为互联网老手的吴主任，很早就在牛博网、
网易、微博、公众号等平台小有名气，也得到了不少
读者的喜欢，今年年初转战抖音的吴主任，成了抖
音职业读书人。他善于洞察生活，并且结合自己的
生活经历和社会阅历，给所有在生活中感到煎熬迷
茫和焦虑的读者一些安慰和方法。就像他在前言
中所说，在命运决定你之前，保持好奇心，保持耐心，
终身学习，慢慢积累。如果有人能从字里行间得到
一些鼓励，获得一些力量，那么这本书就有价值。

《勾勒姆医生：

如何理解医学》

【英】哈里·柯林斯、

【英】特雷弗·平奇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勾勒姆”是犹太神话中由黏土、水及符咒构
成的人形傀儡，既不了解自己有多么强大，也不知
道自己有多么笨拙和无知。医学也是一个“勾勒
姆”，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造物。

面对客观但可错的医学，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所
爱的人面临癌症的死刑宣判，试图寻求替代疗法时，我
们应该提出何种建议？当上年纪的父母或亲属不得不
在医疗干预和有尊严的死亡之间进行困难的权衡时，
我们要如何给出建议？当自己的慢性疾病和损伤清楚
地显示了死亡的前兆时，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都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些
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境。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
的重要学者、英国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和特雷
弗·平奇在本书中，他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阐释
医学作为“科学”与“救助手段”的两面性，以及面
对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健康问题和不甚完美的
医学，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普通人应该怎么办。

《海错图爱情笔记Ⅱ：
鱼蒲团》

神婆爱吃（王慧敏）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2年7月

鱼中洛丽塔的梅童，身娇体弱却能做硬菜的
鲍鱼，连天鹅都想吃的蛙，连螃蟹都有五种的中国
第一古宴，金瓶梅里的诱人水鲜……

本书包括34种水生鲜物，22篇手绘笔记，18幅
灵动情爱图，是继《海错图爱情笔记：鱼水之欢》后，
又一本有趣有梗有干货的爱与美味水生鲜物笔记。
作者为你解读餐桌水鲜的生物密码、饮食风味、名厨
秘技，也借由食色，探讨更多生命本质的东西。

《情绪：

影响正确决策的变量》

【美】列纳德·蒙洛迪诺著

中译出版社

2022年8月

当你在职场中遭遇不公平对待时，你的选择是退
缩还是正面反击？选择本身无关对错，只与情绪相关。
你的选择不仅取决于触发事件本身，还取决于大脑权
衡反应时要考虑的各种其他因素，比如：你最近的工作
表现如何？老板今天的心情如何？你们的关系如何？

我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诸多选择，做出决策，
从重复性的小事到攸关生死的大事，这些决策的
背后都脱离不了情绪的幕后操控。情绪是影响我
们正确决策的变量，能使我们快速、有效地理解当
前处境，调整大脑的思考模式，权衡各种行为的潜
在成本和收益，做出最符合现实情境需求的决定。

作者以自身经历和现实生活中令人信服的案
例，结合脑科学、情感神经科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带
领读者踏上体验各类情绪价值的旅程。书中详述
了核心情绪为何导致某些事情的必然发生，大脑中
的动机与决心系统如何左右我们的行为，情绪感受
为何存在个体差异，调查问卷怎么帮助我们制作专
属情绪画像，如何通过具体可行的方法进行情绪管
理，最终实现由屈从情绪到驾驭情绪的飞跃。

当中国画与二十四节气相遇，自然与人文交织，

天人合一理念的复杂交融，激荡回旋起无尽的涟漪。

本散文集中呈现中国画里的二十四节气之美，早春寻

梅、兰亭修禊、汉宫春晓、槐荫消夏、鹊华秋色、寒江独

钓……以时间为主轴，拾捡起凝固于历史深处的经典

瞬间，予人新知，更启迪心智与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