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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为每个王朝或政权必
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在形成古都的诸因素中，
自然环境应居有一定的重要位置。

都城的自然环境显示在地势、山川、土
壤、气候、物产等方面。以前一些有关的论
证以为都城的所在宜置于上游之地，这是
从控制全国着眼。从这一点来说，关中就
是一个适宜于建都的地方。西汉初年，曾
经有人对于秦中做过这样的描述：“地执便
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
水也。”也就是以关中为都来统治关东各
地。我国的地势是西北高而东南低，北京
的地形也相当高亢。金时有人说：“燕都地
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
视庭宇。”后来到明代初期，还有人说：“以
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

论都城的形势就应涉及都城所在地的山
川，古人选择都城时对于这一点也是相当重
视的。周武王为了营建雒邑，也就是后来的
洛阳，曾经说过：“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
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三涂山在伊
水上游，岳鄙指近太行山的邑。这是说洛邑

南北有山，中间有河，伊、洛之阳还有广阔的
原野，可以从容周旋。情况最为特殊的当为
南京城。南京作为都城，可以远溯到六朝，而
明代南京的规模最为宏大。包括前代旧都在
内，明城的建置是东尽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
固，可是这里所说的仅为明代南京城的内城，
它的外郭城却更为宏大，不只钟山和石头山
都包括在城内，覆舟山和幕府山也不例外。
这些山都曾经和南京城发生过的战争有关，
是一般较小或人工构成的山所难于比拟的。

都城附近的河流大都具有灌溉农田和水
上交通的作用，如果说到军事的意义，则应当
提到南京城外的长江。南京作为都城，自孙吴
至于梁、陈，都是借长江为天险，以防御来自北
方的攻击。当然，长江除这样的军事作用外，

交通运输的便利更为其他一些河流所不及。
南京城旁的秦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更使南
京城内的风光愈发显得绮丽。一般说来，都城
的壮丽繁荣，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山川的助力。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
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
视。汉初定都关中，这是出于娄敬的策略。
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却着重指出关中有
膏腴的土地。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关
中于《尚书·禹贡篇》中为雍州，雍州的土壤为
黄壤，于当时全国中最居上等。与雍州土壤
相对的为扬州，土壤于《尚书·禹贡篇》列为下
下。其实，那时扬州的土地使用率不大，土壤
的肥沃性还未能为世所重视。魏晋以后，北
方的人口陆续大量南迁，提高了土地使用率，

于是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处都成为肥美之
地。南京、杭州都曾因此被选建为都城。

都城附近各有其山川，又有较为肥沃的
土壤，气候都显得温和，故物产亦较为丰富。
远在春秋战国之时，楚国的郢都就有云梦之
饶，齐国的临淄膏壤千里，关中也是九州膏腴
地。至于长江以南，则和黄河流域又异其
趣。沈约撰《宋书》，于《孔季恭等传》后曾论
述江南为国的盛况，文中指出：“荆域跨南楚
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
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当时的都城
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正说明南京
物产的富饶。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
版社出版）

中国古都缘何形成
□ 史念海

□ 本报记者 于 锋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
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枢纽。近日，由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教授团队历时六年撰写
的《抗战为什么赢》（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
凤凰美术出版社）一书正式出版，此书讴歌了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外侮的事迹，突出了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
用，充分显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东方主战场。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张宪
文认为，《抗战为什么赢》是史学专家写给社
会大众的通俗读物，全面呈现中华民族这十
四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

抗战为什么能赢？抗战胜利76年之后
的今天，我们又该怎样弘扬抗战精神？近日，
趁着陈红民教授回到曾经工作生活过二十多
年的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之际，新华书房对他
进行了专访。

新华书房：陈教授，您是我国著名近现代
史学者，耕耘近现代史数十年，学术成果斐
然。出于怎样的考虑，促使您牵头撰写《抗战
为什么赢》这样一本普及性抗战史读物？

陈红民：面向社会公众写一本抗战通史读
物，一直是我的心愿。在我看来，用通俗的方
式使抗日战争的史实与意义深入人心，是历史
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开始，在教学科研之余，我就一直在从事抗战
历史普及工作。199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我和好友李继锋教授合作，在辽宁
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卷本的《抗日战争
史》连环画，用通俗直观的方式介绍抗战历史，
在当时收获了很好的反响。

2012年，教育部启动“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普及读物项目”，组织动员高校一流学者
开展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普及转化，推出
了一批观点正确、品质高端、通俗易懂的人
文社科知识普及读物。2015年，我以“中国
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为题申请立项获批。
此后，我和同事们历经六年努力，完成这本
《抗战为什么赢》，作为献给英勇抗日的英烈
们的一份薄礼。

新华书房：文字通俗流畅，史实丰富翔实，
没有学术著作的艰涩，是很多人读完《抗战为什
么赢》的感受。这本书的写作团队有多位近现
代史的专业学者加盟，请介绍一下这个专业的
学术团队是怎样将看似枯燥的史料转变为通俗
易懂的文字，并实现学术成果普及性转化的？

陈红民：在写作中，我们首先明确《抗战
为什么赢》的读者群。我们面对的，是高校非
历史专业学生和社会上有着一定文化层次的
读者。他们对抗战史有一定了解，但并不成
体系。我们希望通过一本普及性抗战通史读
本，将他们碎片化的抗战史认知连缀起来，同
时修正他们对抗战史的一些误读。

历史学研究需要言之有据，讲究“无一字无
来历”。在史实方面，首先要做到准确。我对书
中史实和表述做了严格把关。这本书并非专业
学术著作，为保证读者阅读的流畅性，我们没有
用注释的方式来标注具体史料出处，但在书后
为读者列出参考书目，供读者作延伸阅读。

在写作中，我们力争做到叙述形象，行文
流畅，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使用“白描”手法，杜
绝虚构和戏说。写大历史需要有宏大叙事，但
我们也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运用，通过细节展现
不易被人注意的历史片段，留给读者思索余
地。每一章每一节前，我们都设置一个“题
记”，或是历史画面的重现，或是对本节的高度
概括。比如，在写“九一八”事变时，“题记”写
的是1931年9月18日晚，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在北平（北京）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接到沈阳发来的急电后匆匆离席，这就给读者
阅读的兴趣和思考的空间，为什么“九一八”当
晚张学良不在沈阳，为什么“九一八”发生时东
北军没有得到一点预警？吸引着读者继续往
下读，去探究“九一八”的来龙去脉。

新华书房：“中国抗战与反法西斯战场联
为一体”，这是您书中的章节题目。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为何被称为“东方主战
场”？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作出了什么贡献？

陈红民：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论
持久战》英译本序言中说：“伟大的中国抗战，
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十四年，歼灭了大量日军
有生力量，拖住了大量日军精锐部队。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战场共歼灭日
军260余万，牵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的总
兵力和大量海空军，极大地配合了盟军在各
条战线的作战。在缅甸，中国远征军与盟军
携手作战，打击敌人，扬威域外。因此，中国
的抗日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也是反法西斯战争所有战场中开始最早、持

续时间最长、牺牲巨大的战场。据不完全统
计，从1937-1945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
居民付出了伤亡3500多万人的代价，中国
人民用巨大的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书房：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
作用的伟大胜利。”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
战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陈红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整个中华民族，包括各党派各团
体、各抗日武装、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海外
侨胞，同仇敌忾、齐心协力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伟大斗争。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
始终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
就吹响抗战号角，领导东北反日游击队成为
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改编的东
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十
四年，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英雄
儿女，在白山黑水间谱写了一曲曲英勇赞
歌。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
堡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策略。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推动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表明了党团结一切力
量共同抗日的诚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明确指引了中国抗
战的前进方向。毛泽东于1938年发表了著
名的《论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
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
出在不断削弱敌方、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
军和游击战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八
年全面抗战中，党积极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
的开辟，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在《论持久战》与游击战术指引下，党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形成了敌后
与正面两个战场并存的战略布局，吸引了大
量日军兵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新华书房：“抗战为什么赢”是本书的写
作主线，也是本书希望回答的首要问题。在
您看来如何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回答“抗战
为什么赢”？

陈红民：抗战为什么赢？绝非三言两语
能够道尽。1937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
诺谈话时说，中国人民要想打败日本侵略
者，要满足三个条件，分别是：中国结成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以
及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
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

在我看来，抗战之所以能赢，前提是党发
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内部因素和外部
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抗战的胜利。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空前觉
醒与团结。面对日本入侵，各族人民空前团
结，协力抗战。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
危险关头，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
老幼”，人人都为抗战胜利作贡献，团结一致，
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赢得
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尊重与支持。
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友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
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苏联援华空军与美国志愿
援华航空队的官兵，与中国军民共同奋战。在
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盟军有着
密切的合作，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新华书房：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了76
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
历史意义？对于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该
怎样继承发扬，使其转化为当下中国不断奋
进发展的精神力量？

陈红民：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近
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
屡败的民族耻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
枢纽。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评价抗战胜利的意
义：“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
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
和平人民的尊敬。”

十四年的浴血奋战，孕育出伟大的抗战
精神，具体表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在抗战胜利76年后的今
天，如何继承发扬抗战精神，是每一个人都应
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和平年代，虽然
不必像抗战英烈那样面临生死抉择，但我们
依然能够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培育
家国情怀，踏踏实实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发光
发热，无私奉献，将个人的奋斗融入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写作《抗战为什
么赢》这本书希望带给读者的启示。

新华书房对话著名历史学家陈红民教授——

十四年抗战我们为什么能赢

为什么人们会存在不同？为什么一些人更
聪明或者品行更佳？是否有某种东西让这些人
永远和别人不同？

关于这个问题，正反两方都有很多专家支
持，有些人认为，确实存在物理上的特性，造成了
人与人之间这些无法避免也无法改变的差别。
包括头骨上的突起（颅相学）、头骨的大小和形状
（颅骨学）还有如今我们所说的基因。另一部分
人认为，造成人们身上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人们背
景、经历、接受过的教育以及学习方法的不同。

他通过对几百名在学习方面存在困难的孩
子进行研究后总结道：一些现代哲学家断言个人
的智力是一个定量，这个定量是不会越来越多
的。我们必须同这个结论进行对抗。通过练习、
培训，以及最重要的——方法，来设法增加注意
力，提高记忆力以及判断力，让自己切实变得比
以前更聪明。

如今大部分专家同意，这不是一个天性和
后天培养相对立或者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相对
立的问题，在概念上，这两者通常相辅相成，相
互作用。

事实上，在我们的发展的过程中，基因和环
境不仅仅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基因更需要环境的
帮助来更好地运作。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了解
到，人类在终身学习和大脑发展这一方面比我们
自己想象中更有潜力。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独
一无二的、先天遗传的才能。可能在最开始的时
候，人类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和才能，但很清
楚的是，个人经历、能力培训以及个人努力会对
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人类的某项专长“并不是
固定的先天能力决定的，而是通过有目的的锻炼
获得的”。一开始聪明的人不一定到最后还是最
聪明的。

相信自己的才能是一成不变的——也就是
固定型的思维模式——会使你急于一遍遍地证
明自己的能力。我们当中有些人从很小的时候
就被训练成这种思维模式。我们按照智商从高
到低安排在教室里的座位，只有智商最高的同学
才能举旗、拍黑板擦或者给校长写报告。

我见过的太多人都抱有这种要证明自己的
强烈目标——在课堂上，在工作中，甚至在他们
的个人关系中。每种时刻都需要他们对自己的
智力、个性以及特征进行证明。每一个时刻，他
们都在接受评估：我会成功还是失败？我看上去
是聪明还是愚蠢？我是会被接受还是被拒绝？
我看上去像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可我们的社会不就是会对人的智力、个性以
及特征进行评估吗？希望拥有这些品质难道不
正常吗？是这样的。

但是，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思维模式。在这
种思维模式中，这些品质不是你非要打且不得不
打的牌，你不需要总在担心自己手里只有对十的
时候去说服大家和自己，你手里的是一副同花
顺。在这种思维模式影响下，你需要打的牌不过
是你成长的起始点。

这种成长型思维模式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
上：你的基本能力是可以通过你的努力来培养
的。即使人们在先天的才能和资质、兴趣或者性
情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努力和个人经历来改变和成长。
（本文节选自《终身成长》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你手中的牌
只是起始点

□ 卡罗尔·德韦克

遗失启事
注销公告

江苏省招标中心依据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
单位改革的实施意见》（苏办〔2018〕23
号）和省事改领导小组《关于江苏省招标
中心（江苏省机电设备交易中心）改革方
案的批复》（苏事改〔2020〕1号），经举办
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21年10月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权债务全部由江苏
省招标中心有限公司（企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号为：91320000134750085T）
承担。特此公告

江苏省招标中心
2021年10月9日

遗失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唐
静文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推荐表编号:
72323670，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
学院2020届孙瀚原毕业生就业推荐
表，推荐表编号:71286336，声明作废。
遗失 盐城工学院材料学院2020届
毕业生宋伟涵就业推荐表，推荐表编
号:73431293，声明作废。
遗失 船舶苏无锡货02187，船舶营业运
输证号：苏SJ(2014)2000745，声明作废。
遗失 曾丽导游证编号：DR32002X，
声明作废。
遗失 船舶苏无锡油15888，船舶营业
运输证号：交长苏SJ(2018)100477，声
明作废。
遗 失 徐 进 团 ，身 份 证 号 码 ：
320721197207271614，二级船副证
书，证书编号：320721197207274969，
证书，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华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等18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2021年8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32,
275.79万元,本金为14,353.4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江苏省盐城市
建湖县、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
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
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张超,李雪琪，联系电话：025-
52680910 和 025- 52680867，电 子 邮 件 ：zhangchao1@cinda.com.cn 和 lix-
ueqi@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电子邮件：huang-
fei@cinda.com.cn；纪检举报电话：025-52680821，电子邮件：zhufeng6@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宿迁监管分局批准，换（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分公司直属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1302801
许可证流水号：00026702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和上级管理单
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 准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路

833号附属楼205室
联 系 电 话：0527-84399981
发 证 事 由：更名更址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宿迁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7月29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宿迁市分公司来龙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1311001
许可证流水号：00026711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和上级管理单
位授权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 准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圩东

组龙鸣路65号
联 系 电 话：0527-84399981
发 证 事 由：地址变更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宿迁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1年08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