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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劲松

哲人说，正确认识自己、读懂
自己，其实是难的。一个人是这
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种
文明也同样如此。而追本溯源，厘
清历史，找准自己的时空坐标，或
许更能看清前方。

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特别
是近十年来，面对日益逼近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似乎更加迫切
地期望重读历史，试图从波诡云谲
的过往风云中寻觅真相，探索社会
发展的规律，求解现实困惑的良
方。

于是，一个文化现象出现了：
历史类著作开始在读书界走俏。
当然，与大量穿越剧不同，也与严
肃的历史教科书不同，这类著作理
性、睿智而时尚，学界认为是一种
新历史表达。这类图书的明显特
征是：大历史、大思维、大视角的结
构形态，以及多学科、多线条、多文
体的表达方式。

其中，青年历史学者施展所著
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依然
显得有些特别。如同书名“枢纽”，
本书试图解读的就是历史与现实

这一时间枢纽、中国与世界这一空
间枢纽中的中国。本书的副标题
为“3000年的中国”，其考察的时
间起点是公元前十世纪、具有完整
国家概念的周朝。顾名思义，本书
旨在时空交汇点上读懂中国，引领
读者透过这样的交汇点去认识和
发现不一样的中国。

这样的视角自然带来迥然不
同于一般中国通史、历史教科书的
结构方式。除绪论外，全书分为

“哲学篇——中国历史哲学纲要”
和“社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
机制”两篇，看上去似乎极不匀称：

“哲学篇”只有区区7小节，而“社
会学篇”又分上篇《作为“中国”的
世界》和下篇《内在于世界的中国》
两部分总计达 8章，篇幅远超前
者，这是否显得头小体大呢？

显然不是。前面7小节，作者
在建构全书的写作观念，阐述全书
展开的逻辑起点，换言之，作者在
给读者“交钥匙”“搭桥梁”，经由这
一“哲学篇”，读懂全书框架，也借
以打开 3000 年中国的多元“纽
扣”。不妨先看看这7节题目：“作
为中华民族之信仰的历史”“历史
的精神现象学过程”“中国历史的
空间结构”“中国历史的时间结构”

“从奉天承运的天子到普遍均质的
人民”“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使命”

“历史运动的内生方向”。
可见，除了时空结构外，作者

还着力于信仰与精神现象学——
这一黑格尔哲学视角，对学界共识
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文化超
稳定结构、中国国家形态“大一统”
等作出了合理解释，而“中华民族
的世界历史使命”，无疑对中国作
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担当
作出了价值判断。“历史运动的内
生方向”则更具历史哲学意味，顺
理成章地推出了本书主体结构“社

会学篇——历史演化的动力机
制”。

发现、提炼、揭秘这样的动力
机制，是全书的重点，也是本书与
众不同的价值所在。其中，《作为

“中国”的世界》的第一章《地理与
历史》，以“中原、草原、过度地带、
西域、雪域、西南、海洋”等七大空
间演说历史尤为精彩，令人耳目一
新。

在作者看来，这些地理空间并
不是割裂的自然空间，生长在这些
空间的社会力量此消彼长，相互作
用，从而成为历史运动的时空。书
中指出：“就古代中国历史而言，长
城以北武功煊赫的草原帝囯，拥有
横跨欧亚大陆的普遍视野，但因其
文治的孱弱，难以获得清晰的文化
表达；长城以南文治粲然的中原帝
囯，主张精神的普遍性，却因定居
的生活方式而迷失在狭隘的特殊
视野当中；中原的普遍性需要通过
草原获得展开，草原的普遍性需要
通过中原获得自觉；西域和雪域通
过特殊的精神输出，刺激着中原与
草原在精神秩序上的各种重构；后
者则以其政治力量反向输出，让前
者获得超出小共同体范围的秩
序。在超越这诸多区域的多元帝
国当中，古代中国才真正实现其普
遍性，作为体系的中国也才获得其
精神凝聚力……”

不得不说，这样的阐述突破了
常见历史书籍的中原本位视角，找
到了中国多民族和谐统一、命运共
生的历史密码，也为著名人类学家
费孝通先生早就提出的中华文化
一体多元的格局做出了有力的诠
释。之所以这样写，作者在接受
《艺术风尚》杂志记者采访时说：
“从空间角度来说，在政治经济学
和政治社会学的层面上，本书找到
了中原、草原、西域、高原、海洋等

各个方向彼此之间深刻的相互塑
造关系——那种脱离开一方完全
无法解释另一方的关系，在比较坚
实的基础上把中国史定位成一个
体系史。”

遵从于这种时空定位，作者认
为中国历史经历过三轮半大循环：
第一轮是商周的封建社会大循环；
第二轮是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大
循环；第三轮，是由宋至晚清的古
代平民社会大循环。所谓半轮，就
是还在进行中的第四轮：由晚清开
启的现代平民社会大循环，它还在
循环进程中。

读者会在书中看到“草原的兴
起与中原的豪族化”“从豪族崛起
到中原陆沉”“塞北的精悍气血与
江南的衣冠礼乐”“关中与关东”

“海上声教与西域胡风”“安史之乱
与西域新命”“吐蕃的聚与散”“技
术进步与豪族社会的终结”“二元
帝国的精神自觉与西域的历史伏
笔”等精彩故事以及富于哲学的解
析。

本书还把中国放置到世界历
史体系中进行了解析。作者深入
分析了共产主义革命对民族主义
的超越，并通过对全球治理秩序变
迁、文明的冲突与普遍秩序的演
化、世界历史民族的精神自觉的解
析，阐述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奥
秘，提出了“中国的世界”与“世界
的中国”的合题。

鉴往知来，读史明志，读懂
《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有
一定哲学难度的历史著作，能够
帮助我们明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
辑和必然规律，深化中华民族的
家园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性认知，更好地把握中国所处的
历史与现实方位，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前，显得从容、自信而淡
定。

在历史时空的交汇点读懂中国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一本地理科普书，9个月售出60余
万册，还获评2019年度“中国好书”。
它，就是由人民网、中国青藏高原研究
会、星球研究所联合出品的“典藏级国民
地理书”、入选重庆“百本好书送你读”活
动第四期的送读好书《这里是中国》。

据悉，此书历时3年编撰才得以付
梓，集合了星球研究所中国主题文章的
精华和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堪
称书架上的《最美中国》纪录片。星球研
究所是一家曾荣获“中国十大科普自媒
体”的地理科普传播机构。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理事长刘
嘉麒评价此书：用一幅幅吸引眼球的照
片和妙趣横生的语言，把中国的美好风
光同当地的人文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和丰富知识
的熏陶。

编撰此书的初衷是什么？它又有哪
些精彩之处？6月23日，星球研究所创
始人、《这里是中国》主创之一耿华军接
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呈现出从荒原到人间的变化

重庆日报：创作《这里是中国》这本
书的初衷是什么？

耿华军：中国地域广大、景观丰富，
拥有冰川、湖泊、河流、海洋、黄土、岩溶
等多种地貌类型。同时，中国大地上的
人类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不同时期的
不同人群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创造出中
华文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虽然中国
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景
观，地理科研成果也接连涌现，但很多科
研成果还没有转化成为大众认知，这导
致在图书市场上，很难寻觅到精品中国
地理科普著作的身影。

我们深知，走地理科普这条路，可以
架设一座连通科学与大众的桥梁，这是
非常有必要且有意义的。正如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
檀栋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通过好的地理
科普作品，激起大众对中国大好山河的
热爱，激发大众的自豪感，同时也让更多
的人理解环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为当
下和未来负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难
得的事。”

重庆日报：书中文章以“中国地势三
级阶梯”的方式进行架构。这样做有何
考量？

耿华军：我们选择了从整体上探索
中国自然规律和人类文明的重量级推
文——《中国从哪里来？》《什么是中国？》
作为开篇和结尾，为全书定下基调。

从章节排列上，我们采取了“中国地
势三级阶梯”的划分方式。这样设计是
因为这是中国地势的大格局，更因为，今
天中国的地理环境从第一级阶梯到第三
级阶梯，整体呈现出一种从荒原到人间
的变化。我们希望借此，从整体上构建
出中国的形象，让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
片土地，重新发现中国之美，让读者体会
中国人与中国这片土地的相互作用。

汇集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

重庆日报：在打造这部科普书的过

程中，创作团队定下了怎样的目标？
耿华军：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典藏级

国民地理书”，我们是有底气、有实力
的。星球研究所成立于 2016 年，至
2018年，已经创作出近30篇有关中国
专题的文章，涉及省份、城市、地区、景观
以及整体中国的不同方面，它们构成了
本书文字内容雏形。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次内容创作，我
们都会查阅、参考大量学术文献，因为只
有这样的科普文章，才能得到读者认可、
经得起时间检验。为了确保严谨，本书
联合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共同创作，图
书也由包括姚檀栋院士在内的众多科学
家进行专业审核。

摄影作品方面，我们也有充足的
资源。在本书中，我们共计使用了来
自191位摄影师的365幅作品。正因
为有了这么多执着于记录中国的摄
影师，才汇聚成《这里是中国》中的感
人画面。

重庆日报：打造这部“典藏级国民地
理书”，团队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耿华军：我认为，“国民地理书”要求
阅读门槛不能太高，但要有很高的品格
和极致的视觉呈现。

在视觉上，为了追求最佳的阅读体
验，我们的地图师和设计师为每一篇文
章重新制作地图，为此付出了超过1000
个小时的努力。

此外，摄影作品从初选，到优化，再
到定稿，也是反复打磨。在这个过程中，
摄影师们不厌其烦地配合我们挑选作
品，甚至专程重新拍摄作品，最终才将
365幅作品奉献给读者。对于部分长
图，还特别采用了拉页设计，其中以札达
土林（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境内）摄
影作品为最。展开这张1.8米长的地图，
其自然伟力会震撼每一位读者。

封面设计上，我们采用了中国地形
图为主视觉，希望通过这种完整、醒目的
形式，让大家回归到地理最初的本质来
认识中国。此外，封面还采用了“浮雕起
鼓”工艺，在方寸封面上，即可触摸中国
地理的肌理。正是依靠不同领域专业力
量的支持，才能保证图书无论从科学知
识上，还是视觉呈现上，都担得起“国民
地理书”的分量。

市场上，这样的“国民地理书”非常
少，但读者却有着旺盛需求，这或许是
《这里是中国》受到读者追捧的原因。从
去年9月出版至今，该书已销售60余万
册。

将推出重庆地理科普文章

重庆日报：重庆的地理特征给您怎
样的印象？星球研究所是否会推出专门
讲述重庆地理的科普文章？

耿华军：我来过重庆一次，重庆独一
无二的立体感和山环水绕的优美自然风
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星球研究所微信
公众号后台，每天都会收到众多网友的
留言。其中，每天都有很多网友催着我
们创作讲述重庆地理的科普文章，这让
我们感受到网友对重庆的热爱。未来，
我们会满足网友的愿望。

重庆日报：星球研究所还将为读者
带来什么惊喜？

耿华军：《这里是中国》作为我们“阅
尽中国”的第一步，还只是个开始。它无
法涵盖中国所有山川、地区，它更像一个
浩瀚工程的概述，一份对未来要展开的
工作的期许。

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能把中国地理
的方方面面讲清楚。我们可能会把中国
的每个省级行政区全做一遍，国家中心
城市、省会城市、重点旅游城市、重要山
川河流也都可以做。所以说，中国地理
对创作者而言是一座富矿，我们会用更
生动的语言、更精美的画面，去勾勒它动
人心弦的美。

元朝，虽然只刷了90多年的存
在感。不过，在元朝纷乱动荡的社
会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因为
一样东西的存在，变得更加多姿多
彩。

没错，就是元曲。一起来看一
下：元曲的一生。

有关元曲的说法众多，今天咱
就按主流的说法来讲。

话说，元曲其实是一对双胞胎!
分成这两种：老大——元散曲，老
二——元杂剧。

咱们一个个来说。

元散曲

虽然元散曲听起来挺陌生，但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学过：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看到这里，很多同学就呆了，咋

跟宋词这么像呢？为啥会是这样
呢？因为甭管宋词和元曲——其实
都是古代流行歌!

故事是这样的：在唐朝的时候，
汉族和西域的音乐来了一次跨界大
融合，搞出了一个联名款：燕乐。

可光有音乐，没啥意思，于是就
有人填上了词。这就是词的雏形，
叫曲子词。这种形式，一出现就大
受欢迎，并渐渐分出两个流派：高雅
派和通俗派。

咱们先来看看高雅派。
首先，来了一拨文化人，他们提

高了词的文学水平，扩大了词的影
响力。就这么发展到宋朝，词走向
了人生巅峰——后来，词就成了高
雅文学，渐渐和音乐没啥关系了。

咱们再来看看通俗派。
金朝占领北方之后，民间歌曲

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北方游牧民族
音乐。

而在金朝末年，元散曲就正式
诞生了!

而那些文化人又来了，提高了
散曲的文学性和影响力。就这样，
元散曲也达到了巅峰。

虽然宋词和元散曲看起来很相
似，其实有很多不同，比如曲子、格
式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元
散曲的语言直白通俗，非常口语化，
专门讲咱老百姓听得懂的故事。

举个例子：我是个蒸不烂、煮不
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
豆。（出自关汉卿《一枝花·不伏老》）

元散曲非常口语化，根本不用
翻译，通俗得都快掉渣了。

元杂剧和元散曲，用的音乐差
不多，可以这么粗暴地理解：把元散

曲用的音乐组合起来，然后再配上
戏文表演出来，就成了元杂剧!

元散曲和元杂剧的关系一直颇
有争议，不过散曲诞生早于元杂剧，
所以很多观点认为元散曲就是元杂
剧的基础。

元杂剧

元杂剧，咱其实也早就见过，比
如《窦娥冤》：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出自关汉卿《感天动地窦

娥冤》
元杂剧在戏曲界的地位，那是

相当的高，元杂剧的诞生更是中国
戏曲成熟的标志。

为啥这么说呢？这就要从头说
起了。中国的戏曲，最早可以追溯
到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历经秦、
汉、唐、宋等朝代，也诞生了不少形
式的表演，比如：春秋战国的俳优，
主要表演歌舞，或者讲个笑话之类
的。汉时的蚩尤戏，扮作蚩尤对抗，
有点像摔跤。隋唐的歌舞，开始在
歌舞中，加入一些情节。唐宋的滑
稽戏，搞笑为主，有时候也讽刺一下
时政。

形式是多种多样，但都算不上
是真正成熟的戏曲。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对戏曲下
过这样一个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
演故事也。

意思是说，真正成熟的戏曲，需
要满足几个必要条件：有歌舞、有表
演、有故事。

在这三个条件里，歌舞表演问
题不大，关键就在这故事上。元杂
剧出现以前的歌舞表演，要么没故
事，要么故事不完整。

元杂剧很幸运，有个大佬帮它
解决了问题，这个大佬就是说书。

说书在古时候也叫说话，兴起
于宋代，说白了就是讲故事，改一
改，那就是上好的剧本。故事的问
题就这么完美解决了。

风靡的元曲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选登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插画。

《这里是中国》

带你重新发现祖国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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