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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大秦帝國》的具體創作歷程﹐我歷來不願說得太細。

一切的艱難曲折﹐都是個人的自覺選擇﹐反復地咀嚼這些東西﹐

我沒有多大興趣。有一個記者﹐對我的特點有一個概括（整理者

註﹕是《中國圖書商務週報》總編歐紅女士）。那年﹐她寫過一

篇報道﹐中間有一句話﹕不管記者從哪個角度問孫皓暉問題﹐他

都像傳教士一樣﹐很執著地敘說他的理念。我覺得﹐這個說法很

好。包括《海南日報》曾給我畫了一個漫畫﹐大體也是一種頑固

                                                        
1 本文根據作者於圖書博覽會期間在河南文藝出版社的一次“講學”的錄音整

理。整理者﹐是河南文藝出版社文宣負責人楊莉女士﹐特此致謝 — 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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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也很好。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抓得很準。因為﹐不管媒

體怎麼希望我像《百家講壇》那樣從一個通俗的故事開始講起﹐

從一個情節開始講起﹐講自己寫作中的具體難點﹐講得引人入勝﹐

我對這些一點興趣也沒有。不管他們如何問﹐我都是兩三句話之

後就回到精神理念上去了﹐就回到文明根基上去了。所以﹐他們

覺得我像一個佈道者﹑像一個傳教士﹐很頑固。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始終覺得﹐《大秦帝國》的寫作﹐本

身就是靠精神品格立起來的。我認為﹐說“主題先行”有點太簡

單。我願意把《大秦帝國》說成這樣一個東西﹐它是精神本位﹗

就是說﹐《大秦帝國》這個作品﹐是一個精神本位的作品。就《大

秦帝國》的可讀性而言﹐故事的豐富性而言﹐我自己有非常強烈

的自信。所以﹐我既不願意把已經達成的東西﹐反復地當作評書

一樣在現場給大家講一通故事﹔我也不願意敘說那些具體的艱難

曲折﹐包括寫作中的樂趣。有些東西永遠地屬於個人精神﹐說出

來反倒蒼白了。 
我願意說的﹐是作品體現的精神理念。這種理念﹐是作品的

根基﹐很少有人能夠理解。而作為創作精神與作品力圖傳播的內

涵﹐我們恰恰又需要這些東西被社會理解。所以﹐經常地﹐我就

會很頑固地重複這些東西。即或別人聽來有些抽象甚或簡單化﹐

我仍然覺得﹐這是《大秦帝國》的核心的根基。 
 

 

對於《大秦帝國》﹐我想它有三種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歷史風雲的境界﹐也就是歷史故事的境界。

從通常的讀者眼光去看﹐《大秦帝國》肯定首先是歷史故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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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風雲變幻﹑歷史矛盾衝突這個意義上去看《大秦帝國》﹐這

是第一重境界。 
第二重境界﹐從古典文明法治的意義上去看《大秦帝國》。

《大秦帝國》從商鞅變法開始寫起﹐直寫到秦始皇統一大變法﹐

這個古典國家在幾代的歷史上一直堅持法治﹐一直到最後統一中

國法治。應該說﹐這是中國古典時代最為偉大而持久的變法運動。

如果能從變革法治的意義上﹐領略了﹑看透了這個根基﹐對《大

秦帝國》的理解就會大為深化。我覺得﹐這是第二重境界。 
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就是從文明史的意義上看《大

秦帝國》。不管從作品本身說﹐還是從創作理念說﹐《大秦帝國》

最著力的﹑最上心的﹐就是理清我們的文明根基﹐再現我們的文

明正源﹐再現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所以﹐《大秦帝國》最高境

界﹐就是文明史的境界。從文明史的意義看《大秦帝國》﹐這部

作品的精神品格就算真正地被人理解了。 
關於《大秦帝國》的精神品格﹐我在開始創作文學劇本的時

候﹐就是想清楚的。否則﹐我不會捨棄理論研究去做如此一件馬

拉松的文學項目。也就說﹐如果我不能判定這件事的文明價值﹐

我就不會捨棄大學的法學研究工作。 
《大秦帝國》落筆之初﹐我最先寫得是序言。我認為﹐如果

沒有清楚明確的思想根基﹐理不清自己的想法﹐這個作品便不能

成功。這個序言﹐最早只寫了兩千多字﹐後來在歷史小說出版的

時候﹐我又把後來的一些思索補了進去﹐但基本思想始終如初。

序言的第一句話﹐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沒動過。這就是﹐《大秦帝

國》是中國文明的正源。這是全部創作思想的一個基點﹐也是《大

秦帝國》一開始便確定的精神品格。正是如此一個精神品格﹐激

勵我捨棄了諸多現實利益﹐義無反顧地走向了自由職業道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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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沒有如此一個精神根基﹐我肯定會早早放棄這一長途跋涉。 
 

 

《大秦帝國》的成功 — 如果說它成功的話﹐我覺得至少說

明了一個強烈的現象﹕社會精神需求對文學藝術的呼喚﹐基本面

不是在呼喚它技巧的革新﹐而是在呼喚文學藝術真正的精神力量。 
當然﹐文學形式上的變化革新﹐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就

社會實踐來講﹐就這幾十年的文學歷史來講﹐或者就當下的社會

觀念講﹐整個民眾﹑整個讀者﹑整個社會對文學藝術的期待與呼

喚﹐其基本點不是對創作方式的更新需求﹐而是社會對文學藝術

的精神需求。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的痛切感受﹐是文學精神

力量的貧瘠。我們的民眾和社會迫切期待的﹐是文學藝術的精神﹑

文學藝術的良心。許多作家對此深有誤解﹐不惜變革種種花式去

滿足所謂市場﹐其結果如何﹐反倒使文學品格大大降低﹐還沒有

得到相應的社會認可。我想﹐對於任何從事過文學藝術創作的人

來說﹐應該都明白一個基本的道理﹕對於任何一個重大作品﹐起

決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方法上的怎麼寫﹐而是精神上的寫什麼﹗

也就是說﹐不是作者的技巧選擇起決定作用﹐而是作者立定的精

神品格起決定作用。 
對如此一個精神理念極其鮮明的作品﹐經過多年來的社會選

擇﹐基本立定了根基。這足以引起我們諸多的反思。就讀者群的

反映而言﹐有批評的﹐甚至有嘲諷咒罵的。但是﹐就主流的評價

和激起的反響說 — 因為任何一部作品﹐無論如何爭論紛紜﹐它

總是有主流的和基本的聲音 — 讀者群對《大秦帝國》的最重要

的認同﹐恰恰是它的精神品格之強大﹗這是很鮮明的。 



 5

至少﹐就我的觀察﹐在中國的歷史小說中﹐沒有任何一部歷

史小說有如此多的網評出現﹐有如此多的網友願意花費大力氣去

評點去翻新。我自己也因為瀏覽網絡﹐由一個不熟悉網絡的人﹐

成為一個相對熟悉網絡的人。當然﹐我不是發燒友﹐技術也不熟

練。但為此﹐我願意到網上經常遛一遛。網友們發表的評論﹐往

往很真切﹐他們或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或者在哪一個網站上上去

說幾句﹐這種零零碎碎的評點極多。在搜狗搜索“大秦帝國”字

樣﹐呈現條目大體是 250 多萬條﹐其中大概有五分之四是關於歷

史小說《大秦帝國》的信息﹔在《百度》搜索“讀大秦帝國”字

樣﹐呈現條目是 58 萬多條。有一種網友﹐真下工夫﹐寫東西又沒

有任何報酬﹐但是一寫就是幾萬字幾十萬字﹐不乏連篇累牘的大

作。 
這樣的現象﹐惟獨在《大秦帝國》出現了。因為﹐我也有時

看其他歷史小說的評論﹐以往也是歷史小說的愛好者。就網評信

息的數字說﹐《大秦帝國》只是最多之一。但就網民大型評論與

翻新形式說﹐無疑是最多的。 
第三部出來以後﹐有一個網友﹐後來得知此人叫黃光銳﹐他

在世界地理網上發表了長篇文章﹐正題是〈以博弈論的觀念看長

平大戰〉﹐副題是“讀《大秦帝國之金戈鐵馬》有感”﹐分析《大

秦帝國》的長平大戰給我們提供的歷史經驗教訓是什麼。後來得

知﹐此人寫了很多國際軍事評論﹐屬於專業軍事發燒友﹐是網絡

軍事評論員。這篇評論在網上的影響很大﹐被轉載很多。 
還有一個大型作品﹐是〈大秦帝國江湖版〉。我認為他不是

惡搞﹐我認為這種形式也很好。他完全用社會熟悉的江湖套路語

言﹐來改編歷史小說《大秦帝國》的情景和故事。第一章是天下

大勢﹐說天下分為老魏家﹑老楚家﹑老秦家等等七個大團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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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團夥都在為爭場子而不斷的大爭不休﹐老秦家苦哈哈被老

魏家摁著暴打了 50 多次。就這種語言﹐連寫了 30 多章﹐大概字

數至少有 20 多萬字﹐在春秋社區﹐在很多軍事社區裡面都有連載﹐

搜尋起來很容易。他的筆名﹐大概叫“馬甲的馬甲”。 
後來﹐《大秦帝國》專門網站建立﹐又湧現出了很多大型的﹑

長篇的評論。一個是〈谷子日記〉﹐是一個網友寫的〈讀《大秦

帝國》的日記〉﹐大約寫了三四十篇。一個是〈大秦帝國管理學

的解讀〉﹐也是二三十篇。一個是〈一劍霜寒 40 州 — 大秦帝國

之武打解析〉﹐顯然是一個學過武術的網友。2011 年以來﹐一個

叫“陽明弟子”的網友﹐寫了叫〈在喪失信仰的門口重讀《大秦

帝國》〉的系列文章。他一開始的序言就說﹕為了紀念《大秦帝

國》第六部最終的完成﹐今天起我認真開始寫我讀《大秦帝國》

的感受。現在﹐他已經寫了 60 多篇了﹐每篇至少有三千字﹐每天

發一帖。還有一個是〈塔羅牌中的大秦群星 — 大秦帝國人物分

析〉﹐連同預告的〈塔羅副牌中的大秦群星〉﹐最後大體也得五

六十篇﹐目前還在連發。 
這些肯定都是年青網友。這些年青人﹐天天努力寫﹐天天發

一帖﹐還要上班還要工作。所以我覺得﹐他們是真正地喜歡這個

時代﹐真正地喜歡《大秦帝國》的精神品格。這是《大秦帝國》

的真實的吸引力所在。這些都充分說明﹐文學藝術的根基是作品

傳達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 
 

 

作為大型歷史小說﹐《大秦帝國》中難免諸多具體錯誤。讀

者群對此書的強烈關注﹐其表現之一就是認真糾錯。這種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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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點是讀者們對我們民族文明聖地的景仰與熱愛﹐他們容不得

寫這個時代的作品有知識錯訛。說到底﹐這是真誠的善意的給你

指出錯誤。這些方面﹐讀者中的網友們表現得尤其令我感動。三

年前﹐自從有糾錯出現﹐我在網站上便開闢了“磚頭集散地 — 大
秦帝國糾錯專欄”﹐專門供網友讀者提出錯誤之處。 

這個現象﹐我很有感觸。我也知道﹐在文學作品中﹐尤其是

在歷史小說中﹐出現各種各樣的具體的錯誤者﹐絕對不是我一個。

但是﹐讀者們認真揪住不放的﹐大體只有我一個。在網上大規模

地揪住不放的﹐尤其少﹐至少我沒有見到。這足以說明﹐讀者們

喜歡這個時代﹐中國文明的正源對讀者有感召力﹐所以對《大秦

帝國》出現這樣的瑕疵﹐他們就感覺非常不舒服﹐就覺得《大秦

帝國》應該是沒有瑕疵的。我給網友們說過﹐出版社的國家職業

標準是允許萬分之一的差錯率﹐《大秦帝國》五百多萬字﹐至少

允許出五百個差錯﹐歡迎大家找差錯。歷經三年多﹐大家找找找﹐

找到了大約五七十個。後來經過網友們組織的評委會認真公開地

評議﹐否定了一批﹐真實有效的糾錯﹐總共不到 40 個。 
對這種批評與糾錯﹐我沒有理由以任何形式去回絕﹐去抗拒。

當然﹐我也不能違背藝術創作規律﹐這個我在網上也曾經做過一

些說明﹐有一些東西是文學創作的一種權力﹐你不能讓它任何細

節都不許虛構﹐對任何事件人物都不許調整﹐那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給大家講﹐《大秦帝國》就主幹而言﹐就基本事件而言﹐

就所有的歷史基本元素而言﹐它是真實的歷史。已經過世的大歷

史學家史念海這樣評價過﹕在他讀到的歷史文學作品裡面（他當

時讀到的還是文學劇本）﹐《大秦帝國》是最接近歷史真實的。 
春秋﹑戰國﹑秦帝國這三個大時期聯繫的這麼緊密﹐社會矛

盾衝突這麼劇烈連綿﹐根本不需要你去虛構重大事件﹐惟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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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構﹐就是增強它的血肉性﹐讓它豐滿起來。再就是體現歷史

邏輯的連接點﹐推演斷點的內在邏輯﹐體現歷史精神所必要的藝

術結構調整﹐以及分析﹑考據一些東西。除了這些以外﹐基本的

歷史元素﹐譬如人物結局﹑重大事件等等﹐這些都是真實的。在

這一點上﹐我認為《大秦帝國》是對得起讀者和社會的。我曾聲

明﹐要給有效糾錯的網友每人贈送一套全本《大秦帝國》。書展

之後﹐我將立即實施這件事（整理者按﹕糾錯贈書﹐孫先生已經

兌現）。 
 

 

有朋友私下經常問﹐《大秦帝國》究竟想幹什麼﹖ 
許多網友也經常發問﹐認為《大秦帝國》一定是有目標價值

的﹐究竟是什麼﹖ 
今天大家都是同人﹐我可以坦率的說﹕《大秦帝國》的價值

目標﹐就是要為國家和民族尋找文明話語權。 
戴高樂曾說﹐中國是個比歷史還要悠久的國家。這是事實﹐

這是真實的歷史。我們的文明﹐具有最悠久﹑最輝煌的傳統。可

是﹐我們在世界上沒有文明話語權。也就是說﹐我們對自己的文

明不清楚﹐中國既往有關文明的問題﹐都讓外國人說了。湯‧因

比的《歷史研究》的地理環境決定論﹐魏得邁的《東方專制主義》

提出的大河治水成就了中國文明的發端﹐英國《劍橋中國史》的

文明史編纂理念﹐以及一些海外華人在遠端回過頭來看中國﹐所

寫出的具有文明考察視野的著作﹐譬如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等﹐還有當代學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等等﹐都是關於文明

歷史的審視。在文學方面﹐法國的《93 年》﹑美國的《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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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的《百年孤獨》﹑意大利的《斯巴達克思》﹑俄羅斯的《戰

爭與和平》﹑日本的《德川家康》等等﹐都是以文學的形式發掘

展現文明史的作品。 
而在我們的歷史學界﹐在我們的文學藝術界﹐卻沒有這樣的作

品﹐至少沒有相應的大型作品。我們的歷史小說少嗎﹖確實不少﹐

倒很可能是世界最多。但是﹐我們的文明歷史究竟是如何發展的﹐

如何變形的﹖我們的歷史理論與歷史文學﹐都不去涉及這樣的問

題。當然﹐嚴格意義上說﹐這是歷史學界首先應該回答的問題。可

是﹐我們的歷史學界沒有做好這件事。我在大學歷史系的朋友很多﹐

而且大家也都明白﹐中國歷史學界的學科劃分﹐大體都是斷代史的

劃分。先秦史﹑秦漢史﹑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宋元明清史等等﹐

以這些斷代研究取代了﹑淹沒了整體文明史的研究。本來﹐我們中

國人文有一個最優秀的歷史傳統﹐就是大學科綜合性。我們聽說過﹐

古典學問家歷史家誰是搞斷代研究的嗎﹖這種人文合一的傳統本

來是很優秀的﹐可是我們沒有保留。我們在 1950 年代重建自然科

學與社會科學體系的時候﹐向蘇聯學了這種“專業學科”體制。基

於當時的條件﹐學了也就學了﹐我們無由指責。但是直到現在﹐我

們的歷史學界﹑人文學界仍然停留在這種框框下對待中國的歷史研

究﹐這怎麼能把中國歷史當作一個整體文明形態去研究呢﹖所以﹐

我們中國的歷史研究成果中﹐沒有關於文明研究的專門理論﹐也沒

有關於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論成果。 
與此同時﹐在中國民眾的歷史情結下﹐在國人對歷史演繹的

特殊愛好下﹐中國的歷史小說對民眾所能起到的影響作用﹐某種

程度上確實大於歷史理論。關羽成為武聖人﹐有哪個歷史學家贊

成了﹖可是﹐他就成了。根源何在﹖一大半在《三國演義》。所

以﹐在中國要傳播文明歷史理念﹐文學藝術大有用武之地。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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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歷史理論與任何理論的作用都要大。 
所以說﹐只要我們有清醒的文明理念﹐無論是歷史研究成果﹐

還是文學藝術作品﹐都會對中國社會起到積極健康的作用。從民

族文明發展的意義上說﹐中國當代的歷史使命﹐就是要重建工業

科學時代與商品經濟時代的新的民族文明。果真如此﹐我們應該

對我們的文明歷史如何揚棄﹐繼承什麼﹑否定什麼﹐都應該有相

對清醒地評判。如果沒有自覺審視文明歷史的意識﹐我們就不可

能達成合理的繼承與發展。但是﹐我們現在整個社會的意識﹐都

在有意無意地迴避這個東西。我們已經做到的﹐只是從具象的文

化意義上的研究民族傳統。譬如作家馮驥才等大力從事的民族文

化遺產搶救﹐意義確實很大。但是﹐它無法取代﹐也無法滿足我

們對文明史的研究需要。也就是說﹐用文化去說文明﹐是遠遠不

夠的。文化是具體表現形式﹐而文明則是整個社會形態的綜合表

現。在我們中國文化界﹑理論界﹐沒有文明發展史這個意識。 
所以﹐《大秦帝國》﹐我現在可以說﹐我們就是為了給國家﹑

給民族尋找文明話語權﹗ 
我們就是要對我們的文明歷史﹐有一個基本的﹑清醒的解析﹗ 
我們就是要通過文學藝術的方式﹐讓人們知道﹐哦﹐那個時

代的先祖族群是在這樣一種社會文明形態下生活的﹔他們的生命

狀態是那麼的朝氣蓬勃﹐他們的競爭狀態是那麼的昂揚奮發﹐他

們的功業意識是那麼的強烈進取﹐他們做事方式是那麼的坦蕩磊

落﹐他們是陽謀的﹐不是陰謀的。後世籠罩社會的扭曲我們精神

的那些陳腐的﹑衰頹的東西﹐在那個時代不是說絕對沒有﹐但絕

對不是主流。那個時代的主流精神﹐是陽剛的﹑健康的﹑光明的﹑

向上的。當我們通過藝術的方式﹐告訴讀者這樣一個時代的時候﹐

不能說所有人都讀得懂﹐或者說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懂。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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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信﹐絕大多數讀者會有一種領悟﹐會認識到﹕我們中國的文明

根基中原來有如此一種更有強勢底蘊的傳統精神﹐而絕不僅僅是

落後於西方文明的腐朽與衰頹﹐絕不僅僅是儒家一家的風貌。 
具體而言﹐《大秦帝國》給國家﹑民族尋找文明話語權的實

際意義是什麼﹖至少有兩點是寫作時期的具體目標﹕第一個﹐在

民間理念上﹐超越並肅清《河殤》的影響。我們都知道﹐從政策

意義上和政治意義上﹐《河殤》後來被禁了。但是在民間理念的

意義上﹐它的影響仍然非常大﹐這就是黃色文明落後論﹐中國封

建王朝超穩定論等等。這種理論﹐事實上都沒有抓住中國文明的

根基。《大秦帝國》理清了我們的根基文明以後﹐至少在文明理

念上告訴我們的民眾﹐或者展現給我們民眾一幅遠古的歷史圖

畫﹕我們的文明根基是這樣的﹐絕不是那樣的。這個“這樣”﹐

就是強勢生存﹐就是變革圖強。 
第二個實際標誌﹐就是取代臺灣柏楊先生的“醬缸論”。嚴

格意義上說﹐醬缸論不是一種文明理論﹐而是一種很形象的﹑很

概括的﹑已經形成既定影響的說法。但是在當代中國人的理念裡

面﹐已經形成了強大的衝擊。至少﹐現在一般的社會意識﹐是認

為這個東西說得是對的。很多人到海外以後﹐甚至我們的很多華

人科學家﹐都是非常肯定柏楊的醬缸論的。 
總體上說﹐無論是醬缸論也好﹐無論是“黃色文明落後論”

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不太合乎實際的根基﹕都把中國文明的主

流精神和文明歷史說成是混亂不堪的﹐說成軟弱的﹑蒼白的﹑單

調的﹐甚至是神秘的﹑醜陋的等等。從這種根基去評判中國文明﹐

就不能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世界上出現了那麼多的文明形

態﹐為什麼惟獨中國這個文明形態﹑這個龐大的族群就能在五千

多年來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完整整地延續下來﹖當然﹐客觀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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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明在漢以後有了很多變性﹑扭曲﹑污染﹐這都是事實。

但是﹐《河殤》和《醜陋的中國人》﹐其所以站不住腳的原因﹐

就在於沒有文明歷史發展的觀念。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認真審視

文明根基時代與其後演變之間的區別﹐僅僅將其後的“流”當作

了“源”﹐甚至將最末端的腐朽文化當作了中國文明的根基﹐而

後大加撻伐。 
任何一部涉及中國文明的著作也罷﹑理論體系也罷﹑學問流

派也罷﹐只要不接觸中國的春秋戰國秦帝國文明﹐不接觸中國文

明的正源﹐而要企圖說清中國文明問題﹐或者企圖給中國文明下

一個綜合定義﹐肯定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誰不說清春秋戰國秦帝

國﹐而企圖說清中國傳統文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現在許多人

經常強調國學﹐中國的國學到底是什麼﹖還不是得在中國的強大

深厚的原生文明中去發掘。無論是孔子的儒家﹐還是那個時代的

諸子百家所形成的整個的健康的文明生態﹐總之﹐都得到我們民

族的文明聖地去發掘。所以﹐我們任何歷史著作與文學著作﹑政

論專題節目等等﹐如果不從春秋戰國秦帝國這個原生文明時代去

說中國文明的話﹐肯定會走向偏路。 
《大秦帝國》在這個方面﹐應該說意識很自覺。我們這種文

學藝術形式給讀者展現出來的﹐正好就是那個時代原生的﹑本色

的東西。所以﹐這部書在社會上的流行﹐讀者對它的認可﹐本身

也說明了一種現象﹕讀者認可我們的文明理念。只要《大秦帝國》

像現在我們能看到的這種形式流傳下去﹐我相信﹐關於中國基本

文明的這些理念﹐就會以各種各樣的很感性的﹑形象的形式在中

國社會各階層的歷史意識中呈現出來。《大秦帝國》的這個精神

本位﹐就體現在這兒。讀者讀完《大秦帝國》﹐所記住的決不僅

僅是故事。這是無數讀者的反饋﹐一再證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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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種文明根基理念在社會普遍傳播開來﹑矗立起來﹐我

們的社會文明理念就與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真實地吻合了﹐我們

的文明話語權也就站住根基了。對這一點﹐我毫不懷疑。 
 

 

雖然﹐《大秦帝國》的創作是一種精神本位的創作。但是﹐

我沒有忽視在創作方法上尋求突破。當然﹐在實際創作中﹐這種

尋求突破毋寧說是尋找一種更能體現歷史神韻的方式。就基本點

而言﹐《大秦帝國》的寫作中﹐我從來沒有刻意尋求過創作方式

的革新﹐從來沒有過“賈島式”的方法推敲之苦。 
我的基本原則是﹕這個事件怎麼敘述順當﹐怎麼敘述更能給

人印象深刻﹐更能揭示出歷史的本質﹐就怎麼結構怎麼敘述﹐從

不刻意追求打破常規。《大秦帝國》前四部的故事敘述方式﹐基

本是一致的﹐而第五六部﹐則出現了比較大的不同。有網友說﹕

“第五六兩部﹐表現出作者控制慾的增強。”但他也同時認為﹐

這種“控制慾增強”的部分﹐恰恰是全書最精華的部分。實際說﹐

最大的革新﹐就是在秦始皇每統一一國﹐我都在後面有一篇類似

於讀史札記那樣的東西﹐探討該國滅亡的原因﹐系統回顧這個國

家從建立諸侯開始的國家性格﹑政治傳統﹑族群精神以及民風民

俗所蘊含的社會根基等等﹐系統揭示它為什麼衰落﹐為什麼最終

滅亡了。為什麼這樣﹖因為﹐中國歷史上對六國滅亡有過太多的

言論﹐且大多都是文化名人寫的﹐大家相對熟悉。像蘇東坡父子

三人﹐都寫過“六國論”。 
到帝國滅亡的第六部最後﹐我仍然有一個將近六萬字的大回

顧文章﹐叫〈祭秦論中國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這個東西寫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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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是系統地澄清歷史上的“暴秦論”。我從戰國當時的社會

輿論對秦的評價開始﹐系統梳理二十五史中對秦的種種評判﹐歸

納性的給予澄清批駁﹐尤其是歷史上主要攻訐秦帝國的三大基本

說法﹕暴政論﹑專制論﹑落後文明論﹐做了具體的分析澄清。某

種意義上﹐帶有一些考據色彩。 
為什麼這樣﹖不是簡單的為了尋求方法革新﹐而是為了更好

的實現作品的精神價值目標。如果我始終隱藏在背後﹐就會違背

《大秦帝國》要澄清歷史迷霧的根本宗旨。因為﹐這是一個極為

特殊的歷史時期﹐是一個被歷史煙霧大大扭曲了的時期﹐如果在

歷史的煙霧中不能矗立起一座燈塔﹐我覺得有負於那個時代﹐有

負於我們的文明良心。 
凡是這些形式革新﹐都不是事先想好的要怎麼樣怎麼樣﹐而

是當筆下的歷史河流洶湧到此時﹐自覺不得不如此做﹐不得不如

此寫﹐覺得只有這樣才能把帝國文明說清。現在﹐書已經出完了。

這種形式﹐如果被實踐證明效果良好﹐就是說﹐讀者對這樣的方

式已經很好的接受了。如果這樣﹐它也許更能說明一種深刻的創

作上的規律﹕社會和讀者呼喚的和需要的﹐不是一種單純的脫離

內容的技巧﹐而首先是作品的內容與精神﹔如果在讀者需要的內

容中出現了讀者眼中所不熟悉的創作方式﹐他們寧可欣然接受﹔

而脫離內容與精神的那種純粹的形式革新﹐則很可能被讀者迅速

的遺忘。 
《大秦帝國》寫作這麼多年﹐今天我們走到這一步﹐就現在

的現狀來講﹐比我預想的好。所以﹐我對河南文藝出版社表示衷

心的感謝﹐也向所有的員工表示衷心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