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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在大自然中的数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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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法下的匈奴历史研究
关键词 匈奴 历史 研究

○张敏敏

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

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

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

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

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

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运用“地下

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考论古代历史文

化成为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

《匈奴发展史研究》一书正是作者闵海霞

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匈奴发展历史的成

果，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和学术价值。

作者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志》等典籍为基础资料，同时充分利用出

土材料，注重对史料的严密分析和引证，

言必有据，注重借鉴吸收前人的研究成

果，以匈奴南北分裂这一大历史事件为着

眼点，系统梳理了匈奴社会在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生活风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

发展与变迁，既有时间上的纵向比较，又

有内容上的横向分析。

作者在该书中首先根据《史记》等古

代文献概括了匈奴的兴起、发展、灭亡，并

指出：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北方

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在

北方草原建立了第一个强大的游牧军事

政权，曾称雄一时；在大漠南北活跃了近

三百年后，实力逐渐衰退，最终于东汉时

期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又在中原地区活跃

了将近二百年之后，便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销声匿迹了。从其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

起，至其作为民族实体不复存在，前后共

经历了近 700 年。匈奴以蒙古高原为自

己的主要活动地区，自产生之日起，便与

汉族及北方、西北其他各民族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匈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

和中国民族关系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分。匈奴的活动对中国北方古代一些民

族以及汉族乃至古代欧洲各族历史的发

展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作者对匈奴社会的特性和活动全貌

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精准把握，对一些问题

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颇有新意。如在分

析民族关系时，不仅对不同时期匈奴与中

原汉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而且对匈

奴与乌桓、鲜卑等周边民族的复杂关系做

了具体分析；在分析文化时，对匈奴民族

的文化风俗做了较详尽的论述，进一步考

察了匈奴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间的

相互交流和深刻影响；在分析军事时，对

学界较少关注的匈奴军政合一、兵民一体

的军事体制作了细致分析，等等。

作者亦对匈奴的迁徙进行了系统研

究。作者不仅研究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及

对欧洲产生的深远影响，还研究了南匈奴内

附的具体过程、原因和对中原的影响等。此

外，作者还对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汉

族、鲜卑等族的融合、发展等问题做了探讨。

该书力求理清匈奴民族发展的脉络、

把握匈奴民族演化变迁的历程，进而深刻

认识和总结民族发展的规律。这有利于为

读者充分了解匈奴的社会状况和发展进程

提供多重视角，也有助于读者认识我国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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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去上学》：让孩子向往学校生活的绘本
关键词 绘本 亲子共读 学校

“菌物宝典”来了！
《中国食药用菌物——千菌方备药》出版发行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食药用菌物——千菌方备药》日前正式与

读者见面。该书由我国著名菌物学家卯晓岚和菌物医学创始人陈增华联合编写。获得中国医药

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基金支持。据了解，该书于2012年立项，历时8年余，总计1252页、约265万

字，汇总记录了菌物界可用于食品、药品研究和应用的1590种大型真菌，在配备2238张彩色绘图

或照片的情况下，一并详细介绍了这些大型真菌的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分布、应用情况等，是一

本专业的、通俗的、全面的、明确的菌物科研应用工具书。

近年来，菌物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医学界。全球多个科研机构将目光和力量聚焦

在菌物健康应用领域，基于菌物的新药不断问世，《中国食药用菌物——千菌方备药》立足于我国

菌物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备药的方式，为中药新增了千余种可研究、开发、应用的新品类。该书不

仅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瑰丽多彩的菌物世界，而且将推动我国菌物科学和医学的融合创新发展，可

称之为一本内容丰富且专业的“菌物宝典”。 （陈）

○叶桂杰

那天从大观园里出来，凉风习习，走

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我们不知不觉聊到

了中国当代文学。陈楫宝是经济专业出

身，毕业后数十年，从事的要么是财经记

者，要么是金融投资，要么是财经小说家，

总之是“有钱”的活计，与“没钱”的纯文学

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自2017年在鲁迅

文学院深造一年后，陈楫宝似乎对“你们

的”文学圈也有了些

“我”的观察。这种观

察并不很准确，甚至

表述和措辞时常有些

偏差，但每每能引起

“你们”的反思。

陈楫宝说：“你们

的‘纯文学’，就是写

底层人物。”这种说

法，我肯定是不认同

的。当我想罗列一串

作家作品来反驳他的

时候，我却一时语塞。因为我们讨论的语

境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图景

里，不得不承认，陈楫宝的判断确乎有着

某种程度上的正确。

“底层”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容易

引起误会；实际上，我明白陈楫宝真正想说

的是“庸常”。这种“庸常”，不仅表现在作

品角色的普通，而且还表现在角色生活的

普通。而那些偏离所谓寻常人物、寻常人

生的“志怪”和“传奇”写作，日渐沦落为“旁

门左道”。到了当下，“传奇”的写作几乎不

在正统文学的评价系统之内。

“传奇”本义是指“传写新奇的故事”，

古典的“传奇”，往往引入“巧合”的元素，造

成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突变，给人带来

阅读的“震惊”感。这种“震惊”感是肉体和

感官层面的，它停留在神经末梢的时间着

实有限，事后回味起来，也不过如此，因而

被认为是比较拙劣和毛糙的。真正具有灵

魂震撼力的“传奇”，始终笼罩着挥之不去

的“宿命”氛围，是人性弱点造成的“必然”

结果。

陈楫宝创作的《纸金时代》是一部财

经小说，更是一部都市传奇。“财经”指的

是故事的题材，“传奇”指的是艺术的风

貌。就中国当下文学而言，财经领域的写

作委实少见。即便有，也多以之为背景，

而很少深入金融、资本、创业、股市的深层

肌理，将之视为直面处理的对象。所谓

“术业有专攻”，这种现象与当代中国作家

的专业出身和职业身份有关。因此，仅以

故事的题材而论，《纸金时代》就足以构成

“传奇”。

但《纸金时代》的传奇显然不止于此，

它的传奇之处，主要在于人物的命运遭

际。《纸金时代》共29个章节、近44万字的

篇幅，主要讲述的是一起彪悍的并购故

事，展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金融界的“传

奇”人物。从故事脉络来看，小说主要由

两个历史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张茂雨和

贾阿毛的故事。张茂雨是贾阿毛的副手，

素以阴狠贪婪著称。在对老板贾阿毛百

亿资产近于“豪夺”的“巧取”过程中，张茂

雨可谓毫不手软。但这种“巧取豪夺”的

手段在金融资本界尚属低幼。小说通过

贾阿毛慌不择路的“紧急求援”，带出了另

一条“资本大鳄”——邬之畏。他的阴鸷

与冷酷，远在张茂雨之上；他的冒险与激

进，更是无人企及。他是一个时刻在刀锋

上行走，但又同时不忘将人置于刀锋之下

以实现其目的的人。就这样，从张茂雨到

邬之畏，小说绕了两圈匝道，正式汇入了

高速公路。

对于邬之畏的身世和背景，我们知之

甚少。我们只知道，这个在中学时代就有

“恶霸少年”之称的人，曾在创业阶段有过

非常狼狈的人生经历。但是凭借着顽强

的意志力、蓬勃的野心，以及常人所不及

的狠辣手段，邬之畏从西南边陲之地一路

杀进首善之区。这个资本界的“混世魔

王”，在京城金融界再次掀起一场海啸。

在金融的大海啸里，邬之畏通过威逼利

诱、腐蚀曝光、跟踪封锁、栽赃陷害等等卑

劣的手段，大踏步朝着他的目标靠拢——

同时也朝着他命运的深渊逼近。

符浩，作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名校高材

生，有着令邬之畏和黎朋都刮目相看的才

华。毕业后短短数年，符浩凭着对资本市

场异于常人的灵敏嗅觉，以及过人的胆

略，一跃成为投资达人。然而，他毕竟还

是年轻，难免栽跟头——他陷入困境后，

不得不与“混世魔王”捆绑在一起。符浩

一切行动的动机，都是企图解除这道紧箍

咒。然而，随着与邬之畏的接触愈深，他

发现紧箍咒缠得愈紧。他在邬之畏制造

的资本和人性的黑洞里，是唯一一个厌倦

了一切并认真思考过

抽 身 的 人 。 而 这 个

人，又何尝不是邬之

畏的另一种镜像呢？

张茂雨、贾阿毛、

邬之畏、符浩、戴志

高、黎朋、王国栋、牛

老师、干振民……作

为一部都市传奇，《纸

金时代》以迅捷的叙

事速度，跳荡的叙事

节奏，把金融界里一

个个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席卷进来，却未

给人以凌乱和呆板之感；这是因为《纸金

时代》看似写了很多人，其实只写了一个

人；看似只围绕一个人来写，其实写的是

一个人在不同欲望场域下的不同面孔。

“纸金时代”就是一只万花筒，借助资本和

欲望的强光，折射出人性的繁复与迷离。

《纸金时代》是一部都市传奇，而推动

这个传奇得以运行的马达则是“强烈的欲

望”。这种色彩浓烈的欲望叙事，在以低

欲望社会为基本逻辑前提的当代文学叙

事里，显得格格不入。这种叙事对庸常人

生的启迪意义来得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但，谁又能说它没有意义呢？《纸金时

代》的欲望是在金融和资本的酒缸里浸泡

过的。“金融和资本”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

欲望叙事；对“金融和资本”的叙事，当然

是一场双倍盛大的欲望叙事。从张茂雨

对贾阿毛的掠夺，到邬之畏对张茂雨的追

杀，到符浩与张茂雨的秘密联手，到黎朋

对邬之畏的反制，忠诚与背叛，悔恨与迷

失，幸运与落魄，挣扎与逃离……这场双

倍盛大的欲望叙事，是原始的、泥泞的，像

风暴一样，从庸常疲态的当代文学的“小

时代”叙事里突起。

张爱玲创作的秘诀是：“在传奇里面

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陈楫

宝对“纸金时代”这个亦真亦幻的资本世

界的设定是“传奇”的，但“纸金时代”只是

一个叙事装置，里面装满了他对资本、对

欲望、对代际区隔、对人生何为的深透思

考。“其实人活到这把岁数，对我来说，重

要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充足的睡

眠和幸福的家庭。”（黎朋）“不敢想的人，

前怕狼后怕虎的，瞻前顾后的这类人，放

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有出息。”（邬之

畏）……若说小说的语言，实在平实无奇；

其中的道理，也并非警世恒言；但反复咂

摸这些语句，然后想见文字背后作者在深

夜的喟叹，我们竟会产生深刻的共鸣，同

时感受到来自生命深处的战栗。

“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心很软很软，

有要哭的冲动。当我回到城市，心就一下

子变得很硬。”——这是符浩陪同戴志高

回到他那落后贫瘠的故乡时听到的。戴

志高是邬之畏的副手，曾在邬之畏陷入绝

境的时候，仅仅因为递了一个苹果而被重

用，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相比于贾阿毛

的副手张茂雨，戴志高实在是一个有着柔

软心地的人。这也完全符合他曾经作为

一个小物流公司司机的出身。就是这样

一个在邬之畏身边看似“很硬很硬”的人，

在那次“衣锦还乡”的过程中，终于忍不住

变得“很软很软”。某种意义上，戴志高的

抒情和感怀，是作者陈楫宝多年来在紧锣

密鼓的商业竞技场中被压抑的那部分柔

软情感的象征。

这句抒情在《纸金时代》这部像大型

气垫蹦床的都市传奇里，显得那么格格不

入，来得那么令人猝不及防。它那异常鲜

明的感伤基调，让我们想到“纸金时代”也

并非从来都是鼓鼓囊囊、乒乒乓乓的；在

某些我们看不到的深夜里，只要主人将空

气压缩机的电源一拔，它就会耷拉下来，

匍匐在地上，把无数个岁月的褶皱暴露在

清冷的月光之下。

○杨艳梅

2020年5月，同济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梁进教授的科普图书《大自然是个数学老

师》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如黑格

尔所说，数学是上帝描述自然的符号。如

果把《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作为一个向

导，我们不妨一起循着梁进教授展示的一

幅幅精美图片，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妙神奇。

《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分为A篇和

B篇。A篇是大自然展现给我们比较直接

的数学因素，展示了大自然中直观的数学

之美。B 篇借助通俗的语言剥开自然之

谜的坚硬外壳，运用基本的公式和原理，

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真实形象地还原了

数学与自然的关系。

华罗庚先生说：“宇宙之大，粒子之

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

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简而言

之，我们工作生活中许多事情都能用数学

来描述。话虽如此，但要欣赏这些东西则

需要一些门径。以斐波纳奇数为例，所表

述的这个数列看起来是那样的简单好

玩。例如，兔子的增长，轻而易举地就实

现了“子孙满堂”，甚至在自然状态下，能

增加得很神速，很快就能达到“张王李赵

遍地刘”的水平。更有趣的是，这个数列

还可被描画下来，形成一个美妙的曲线。

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读者了解斐波纳奇

数列之后，再来看自然界中的花朵，好像

花儿正是受到斐波纳奇数列的引导而去

展现它们的魅力。

当然，大自然有时也是吝啬的。它会

把美妙隐藏起来，如果想看出那隐藏起来

的美，则要下一番功夫；或者，有些美妙的

东西是要用数学公式来展现。《大自然是

个数学老师》最精彩的三个小节是“光的

折射和色散”“彩虹的角度”“万有引力与

行星轨迹”。这里的自然充当“数学老师”

是最称职的。比如，雨后初晴时的彩虹是

阳光照射细小水滴而出现的一种自然现

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经常用诗词去描

绘赞美它，如李白的“两水夹明镜，双桥落

彩虹”等。近代科学的鼻祖牛顿利用三棱

镜把白光分成了七种颜色。也正是由于

牛顿对于光学的研究并用数学描述光学，

开启了“光谱学”研究的先河。因此，读

《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之时要深入其中，

多思考科学与艺术的关系，也许你能找到

隐藏在书内的其他奥妙之处。

又如，在引力的发现过程中，胡克首

先发现引力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这一重要理论，并且把这一发现告诉了牛

顿。牛顿和胡克因此产生了发明权的争

执。最后，牛顿使天体运动与地面物体运

动的规律统一起来，并用简洁的公式为天

空立法。正如柯普宁说：“当数学家导出

方程式和公式，如同看到雕像、美丽的风

景，听到优美的曲调等一样而得到充分的

快乐。”由此可见，用数学公式描述大自然

的美妙，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但需要我

们用心去感悟。

难得可贵的是，《大自然是个数学老

师》注重用数学思想方法阐述社会热点事

件和自然灾害，在阐述中注重适时渗透德

育的内容。比如，“大自然的生存许可证

是择优”“生物世界的遗传奥秘”“大自然

的和谐境界是生态平衡”“自然也有诡异

残酷的一面”等内容很有教育意义。书中

关于地震、海啸、火山喷发以及传染病的

扩散的内容，更有助于理性看待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数学是枯燥乏味的。《大

自然是个数学老师》这本科普图书充分展

示了作者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化繁为

简、深入浅出的表达功底。梁进教授用生

动翔实的案例和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字，配

上她亲自拍摄的精美图片，引导读者仔细

观察大自然，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

其中蕴藏的数学道理。

《纸金时代》何以构成“传奇”？
关键词 长篇小说 财经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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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对孩子来说是一件大事，孩子往

往对未知的学校生活既充满期待又忐忑

不安：学校是什么样的地方？上学会发生

什么事？此时，家长需要给孩子以正面的

引导和积极的暗示，比如亲子共读新生入

学准备绘本《我爱去上学》。

随着小女孩儿罗斯朴素的叙述，学校

里美好而充实的一天便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早上出门到学校、同学们互相打招呼，

接着认真上课、积极参加课间活动，继而

享受午餐、安静休息，之后再上课、活动至

下午放学被家长接回。

在这期间，孩子们都兴致勃勃的，每

个人都有鲜明的特点。老师积极地引导、

默默地陪伴，教学内容也都十分有趣，体

现了适合低龄学段“寓教于乐”的理念：

地理课上，认识所处的世界——站在巨幅

世界地图上，追溯每个家庭从何而来；美

术课上，精心设计、制作喜欢的手工制品；

语文课上，闭目聆听老师讲故事，在想象

中飞往奇妙的地方；数学课上，摆弄积木

来数数，观察图形并按规律填空，认识钟

表，玩购物游戏；体育课上，身着舒适的运

动服，做令人身心愉悦的运动，增强体质；

科学课更是引人入胜，仔细观察形形色色

的动植物，好奇地摆弄太阳系八大行星模

型，比赛看谁种的向日葵长得最高……信

息技术课上，用电脑查资料、玩游戏、画

画、创编音乐、剪辑视频等；最后的戏剧课

上，认真展示自己将来想从事的职业。这

一页也为读者留下问题：请说出每位同学

将来想从事的工作。并有一句温馨提示：

翻看前面上过的课，也能找到一些线索。

除了学什么，孩子们在学校里玩什

么、吃什么呢？热闹的课间活动和丰盛的

午餐也会向读者展示学校的魅力。放学

了，家长在校门口的迎接，更是给予孩子

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当妈妈问罗斯

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时，她嘴上说“还好

啦”，心里却迫不及待地盼着明天快点儿

到来，因为——上学实在太棒啦！

《我爱去上学》以小女孩儿罗斯为叙

述视角，能让孩子产生代入感，跟着她去

体验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从而激发学习

兴趣、了解职业、认识世界……但这本书

展现的可不只是小女孩儿罗斯一个人的

校园生活哦！它设计得非常用心，前环衬

上标注了 18 个孩子的名字，而且内文的

每幅跨页图中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后环

衬上则标注了他们各自希望从事的职

业。这就吸引读者去探寻每个孩子在不

同的场景中分别做了什么，进而描绘出他

一天的活动轨迹。

除了让孩子向往学校生活，这本书还

能培养观察力、锻炼专注力。总之，它非

常耐读，有试读者反映会读20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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