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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从来不是拿起笔就写

想要写出让人愿意看、愿意传播的文字，
需要用专业的方法加执行，才可以实现。文字
是产品，作者就是策划人。写作从来不是拿起
笔就写，而是要采取科学的步骤去写。

第一，选题是写作的第一步。
选择骑自行车，即便你尽最大努力，也很

难达到50公里/小时；如果你选择乘汽车或者飞
机，那么它会更快地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想
要更多读者阅读你的作品，选择那些读者最关
心的内容，能更好实现你的目标。

每个人的能力有天花板，不可能面面俱
到，所以你需要在自己擅长的和读者感兴趣的
交叉点中找到共同点。专业的新媒体写作，首
先要判断一个主题是否值得写，接着选择结合
最近的热点事件，然后结合自己的特长确定一
个写作的主题，从初稿到二稿、三稿直至发布
终稿。

选题非常重要，在选择一个好选题之前，
首先要考虑你的选题是否触犯法律，违反共
识，带来某种负面影响。想要在新媒体时代取
得胜利，首先要做到不败，不要带来负面影
响。然后再思考用户基数是否够大，能否引起
他们的共鸣，能否帮他们塑造某种形象。

第二，找到支撑主题的素材。
围绕着中心思想和观点，寻找正面和反面

的故事、案例、数据等。
第三，勾勒出行文的提纲。
李笑来老师在写《新生——— 七年就是一辈

子》的时候，里面所有的文章都采用了一模一
样的提纲和逻辑。

1 . 我要说的是什么概念？

2 . 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
3 . 这个概念被如何误解？
4 .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5 . 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
6 . 如何正确使用这个概念？
7 . 错误使用这个概念有什么可怕之处？
8 . 这个概念与其他重要的概念有什么重

要的联系？
列出自己行文的逻辑，这样才能知道怎么

行文。可以是总分总，可以是场景化痛点写
作，也可以是故事化写作。

第四，白纸黑字写出第一稿。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写出来，才有

一句话，才有一段话，才有一个观点，才有核
心的思想。

第五，取出标题，不断打磨和修改。
海明威说：任何一篇初稿都是臭狗屎。意

思是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
写完文章后，通读全文，尝试读给你身边的朋
友听，遇到任何不顺畅的地方，记录下来，修
改修改再修改，直到自己满意。

搜索文章的关键词“我”，删掉之后读一
遍，然后尝试替换成“我们”。修改词语，替
换掉不准确、表达拖沓冗余的词语。修改句
子，增加画面感，增加细节，增加具体的数
据。修改段落，删掉前后冲突的句子，调整段
落，突出核心观点。修改文章时注意3个词：主
题、情绪和价值，看看有没有表达到位。修改
完毕之后，选择一个目标读者最方便的时间发
布内容。如果你的读者是一线城市的上班族，
早上7点到8点半、下午6点到7点半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

如果不确定什么时间发最合适，你可以从
下面3个方向思考。

第一，参考同类号什么时间发送。
第二，直接问读者什么时候有空看。

第三，根据阅读数据判断发布时间。

动笔之前先问5个问题

要想让读者看完并且作出改变，你需要从
下面5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读者是谁？到底是谁在听你说话？
是男是女？年龄多大？有什么习惯和偏好？如
果你的读者是自己，那么你写的是日记，而不
是给别人看的文章。

第二，他们内心有什么痛苦？他们有什么
痛苦？有什么难题？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写作
不是像祥林嫂一样自说自话，而是要把读者当
作朋友，把自己踩过的坑、受过的苦分享给读
者，让他们不要再受同样的苦。

第三，你提供了什么价值？价值可以是解
决他们内心中的一种痛苦，可以是解决他们工
作或者生活中的一个困惑，也可以是给他们提
供一种新的思考和方法。价值可以是给读者带
去欢笑和愉悦，可以是带去身份认同和尊重，
也可以是带去情感上的共鸣。

第四，读者读完这篇文章会有什么感受？
美国作家玛雅·安吉洛说，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
话，你做过的事，但永远不会忘记你给他们带
来的感受。预测文字给读者带去的感受，是暗
喜、惊讶还是欢笑。

第五，你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什么？一篇
文章必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一个核心观点。
围绕着价值和感受，去展开中心思想和核心观
点。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当他看完一篇几千
字的文章之后，应该清楚地知道这篇文章表达
的是什么，而不会产生疑惑。从作者的角度来
讲，先明确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核心观点，心
中有数，行文才不会跑偏。

测试写作水平的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写的文字有多少人看？
当读者阅读报纸时，他在判断此刻看的是

娱乐版还是经济版；当读者阅读杂志时，他在
判断看的是人物专访还是特别报道；当读者在
看手机时，他在判断此刻是阅读屏幕的这一条
信息还是下一条信息。

报纸、杂志、手机媒体。不同的阅读媒
介，采用不同的呈现形式，但是大家都面临同
一个问题——— 如何吸引对方的注意力来阅读自
己写的内容。最直观的检查方法是看阅读数，
或者看对方阅读之后留下的痕迹（点赞）。

第二个问题，你写的文字有多少人看完？
看，不等于看完。让人开始阅读只是从0到

0 . 1。让读者从第一句话开始，不断说“是”，
不断和你产生共鸣，直到最后一句话，这才是
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

第一句话的目的是让人读第二句话，第二
句话的目的是让人读第三句话，以此类推，直
到让人读完最后一句话。在这个过程中，要不
断加入悬念，设置冲突，运用对比吸引读者一
步一步阅读下去。检验对方有没有看完，最直
观的方式是看他能不能问出和主题相关的问
题。

第三个问题，看完你写的文字有多少人会
行动？

一篇文章如果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揭
示社会真相，洞察人性善恶，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那是最好不过。如果做不到那么深刻，至
少它要抚慰人的情绪或者改变读者的行为。

青年作家李尚龙说，写作不在于你写多
少，而在于你能够走入多少人的内心。

看完一篇文章，读者的心情从恐惧到平
静，从迷茫到坚定，从无聊到愉悦，甚至能让
人开始从平静陷入沉思，那么这就是一篇好文
章。看完一篇文章，读者愿意花钱购买推荐的
产品，转发这篇文章给他的朋友，甚至动手点
赞或者留言，那么这也是一篇好文章。

从结果出发，预测读者看完一篇文章之后
的情绪和行为。最糟糕的作者从来不换位思
考，全然不顾读者的感受，完全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

3个问题由浅入深代表不同的写作水平：
有人愿意看——— 有很多人愿意看，代表作

者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有人愿意看完——— 有
很多人愿意看完，代表作者写作技巧娴熟。有
人愿意行动——— 有很多人愿意行动，代表作者
能通过文字影响他人。

《爆款写作课》
弗兰克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张新红、于凤霞所著《共享经济100问》是
一部应时的、意义重大的作品。本书重点回答
了近年来大家关于共享经济提出的主要问题。
第一类问题主要围绕共享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
势。第二类问题主要围绕对共享经济基本理论
和实践的认识展开。第三类涉及重点应用领域
大家关心的问题。第四类问题涉及共享经济未来
发展。四类问题贯穿了共享经济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诚如
作者所说，由于共享经济发展太快，好多问题可
能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书里提供的解答更多
反映的是现阶段研究的成果和认知。

共享经济是一场长跑，以冲刺心态是难以
完成的。跑到最后的人，不一定是跑得最快的
人，而一定是认准并坚持目标的人。这需要理
论指导，因为人们往往是看不长远的。打个比
方，看到一辆车大家都往上挤，于是先一哄而
上，挤上去再说。第一站一看是个荒地，就

说，这条路没有前途，赶紧下车，再换另一辆
热门的车去挤。现在凑共享经济热闹的人，就
在犹豫要不要下车。

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无论从实践上还
是从理论上分析，共享经济都是经济社会发展
内在需求和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大
趋势而不是阶段性现象。这是一个重要判断。

作者的思考是认真的，其定力来自格物致
知，独立思考。这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共享经济的
定义上。原来美国人的定义强调“闲置”，他们后
来改为转向强调“使用”。这就是作者不人云亦
云，认真观察现实，深入总结理论的结果。

他们现在的定义，要比此前全面得多。认
为共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
以使用权分享为主要特征，整合海量、分散化
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认为
共享经济是信息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
新型经济形态，是整合各类分散的资源、准确

发现多样化需求、实现供需双方快速匹配的最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是信息社会发展趋势下强
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崇尚最佳体验与物
尽其用的新的消费观和发展观。同时他们提出
鉴别共享经济的三个标准，即基于互联网的智
能化资源配置、大众参与、使用权分享，也是
非常有见地的。

作者的独立思考还体现在，对趋势的判
断，从跟随型判断发展为引领型判断。他们提
出，中国发展共享经济有得天独厚的特殊优
势，有条件通过发展共享经济构建国际竞争新
优势。2018年，工业革命经历了250年，我们饱
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后来通过改革开放
40年的加快追赶才换来制造大国的称号。2018
年，互联网快速发展有25年时间，这一次我们
抓住了机遇，所以才确立了互联网大国的地
位。2018年，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刚刚10
年，中国已经在全球共享经济发展中发挥引领

作用。
我个人很喜欢作者说的共享经济的文化特

征：“不求拥有，但求所用”。这可以用来解
中国未来大趋势中的一个谜。中国现代第一个
考虑大趋势的人，应是孙中山。他谈大趋势
时，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天下为公”。
据说光“天下为公”题词，就写了三十二幅。
古汉语中“天下为公”的“公”字，据东汉经
学家郑玄的解释，是“共”的意思。但这个
“共”是什么意思？按现在理解，应是“天下
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两层意思的
结合。可以说，中国革命起于共享，中国建设
奔向共享，这就是大趋势。

趋势一旦成了世界潮流，它的样子就很形
象了，叫浩浩荡荡。

《共享经济100问》
张新红 于凤霞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我们都会做过一些让自己后悔不迭的事，也
有人因为一时忍不住，做出让自己后悔一生的事
情来。《当时忍住就好了》中有一幅可爱的插
画，旁边配字说：“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也许
是本性天真，摔倒三次就是本性愚蠢了。”

这本书用专业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情绪管理
七步法，让人重获淡定与自在。书中的开篇首先
向人们介绍了何为“理性的能量”和“感性的能
量”，帮助人们识别心中神秘而强大的“情感触
发器”，作者林德纳先生是心理学博士，“矛盾
性格心理学”创始人。他将人生活中能触发内心
最强烈情感引发强大动力的人、物、事情、经
历、愿望和信息都称为“情感触发器”。只有仔
细识别自己心中这台神秘而强大的“情感触发
器”，才能带给人平衡人生的智慧。

书中有一个观点极为打动我，那就是人生需
要选择。“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选择很艰难，
但是只有理智的分析，有效的衡量，才能识别内
心中最真实的愿望。学会在选择前进行后果预测
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让人后悔一生
的案例，诸如贪污腐败，诸如激情杀人。他们都
是不善于进行后果预测造成的。人生很多事情，
需要忍而后行，行而无悔，这才是最正确的选
择。

书中还介绍了一个“神奇备忘录”的方法，
备忘录就像是关键时刻来临时的一个个小锦囊，
提醒我们要记住教训，通过自我督促而作出改
变。举一个很简单的小例子，比如减肥，我们都
希望自己健康、漂亮。但是，这需要有明确的规
划，并按照规划每日落实，否则终将是空中楼
阁。而在关键时刻，认清后果也是十分必要的。
不能因一时昏头，而在人生关键时刻作出错误的
选择，

书的最后一部分，向我们介绍了忍就忍得有
质有量，介绍了“情感触发器”需要定期保养，财富
和梦想清单需要不断地进行修缮，生气时不作选
择，这样才能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处理一切。

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播种行为，收获习
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
运。人生漫漫，如果不能正确选择，甚至迷失自
己，是十分可悲的事。

忍住是一种智慧，思考同样是。
《当时忍住就好了》
[美] 肯·林德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是拿破仑的
近臣约瑟夫·富歇写的一本回忆录，相比于作家
或史学家写的传记，本书更具史料价值。

王朝、反法同盟战争以及波旁王朝复辟不
可回避、无法绕开的经典文献。欧美很多开设
近代法国史专业的高校都要求学生阅读此书。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获知法国大革命中的
许多细节，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不再停留于
干巴巴的几句史实之言。

到底谁掀起的法国大革命？约瑟夫说，是
议会和王室的人，是年轻的殖民者们，是宫廷里
的王妃们，是拿着王室俸禄的文人们。就是这些
人挑起了这场连公爵夫人们都响应的革命。约瑟
夫也指出，“任何制度都有一个时限，经过几个
世纪的历史洗涤，它总会到期。”

约瑟夫起初跟罗伯斯庇尔交往频繁，当
初，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国民公会议员，要去巴
黎履职时，约瑟夫还借了一些钱给他。“后
来，因为我们的政见不同，或者更明确地说，
因为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两人的关系越来越

疏远。”性格不同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
因，这个补充耐人寻味。后来，罗伯斯庇尔差
点成为了独裁者，尽管流血冲突不断，“国民
公会只能依靠铡刀来维持国家秩序”，但是约
瑟夫还是肯定了大革命的进步意义。他总结
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革命和反革命之
间，政治取得了一次纯粹的进步。虽然国民公
会中有很多倾轧，虽然国民公会出台了很多疯
狂的法令，然而，正是这些法令确保了法国的
统一，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本书中，可以看到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与
复杂性，当权者们既有唇齿相依，又互相怀疑
猜忌。身为公安部长的约瑟夫竟然要购买拿破
仑的情报。当拿破仑的私人秘书获知约瑟夫每
个月都会花费十万法郎来刺探拿破仑的一举一
动之后，也想和约瑟夫作同样的交换。他提
出，每个月支付两万五千法郎，他会提供拿破
仑的所有信息。他还说，如果能够一次性付清
全年费用的话，他可以只收九万法郎。很是有
趣吧？一次性付费，有优惠！约瑟夫很乐意接

受这样的交换。关于拿破仑的暗杀不断，为
此，拿破仑自己也成功策划了一次刺杀事件。
约瑟夫指出，这是一种通用做法。“一般来
说，所有的新政府都会利用一些自编自导的暗
杀事件来加强自己的管理，而我们的第一执政
也本能地采用了这种管理方式。”

当然，此书也只是一家之言，尽信书则不
如无书，每个人的认识不免要带有自己的偏
见，约瑟夫身处权利斗争之中，他的每一次选
择与评价，都不免要顾忌自己的权益，即便是
事后回忆，亦不能完全抛弃自我，还很可能要
给自己文过饰非。并且，记忆也不总是靠谱
的，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所言：“记
忆不只需要建立印迹，还需要对这些印迹进行
重读。”所以，读这样的书，读者需要调动自己
逻辑分析判断，细心玩味，找出作者的南辕北辙
自相矛盾，然后，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认知。

《拿破仑与法兰西第一帝国》
[法] 约瑟夫·富歇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
肠，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代诗人卢仝好
茶成癖，被誉为“茶仙”，他的《七碗茶歌》
将茶饮的功效和审美愉悦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茶圣陆羽编纂的《茶经》是一部横跨历史时空
界限、精辟阐述茶文化的茶学圣经，有力地推
动了茶业的发展。“不羡黄金盏，不羡白玉
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
水，曾向竟陵城下来。”陆羽在《六羡歌》中
如此坦露心迹，这也是他能够心无旁骛地研究
茶文化的缘故吧。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渗透于
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离不开历代茶人如卢
仝、陆羽的参与。曾园最近出版的《茶叶侦
探》讲的是每个中国人都浸润其中的茶文化。
即使你不经常喝茶，也可以借此了解一片茶叶
背后的故事。

书中谈到，钱锺书是拼配高手，瞧不起日
本茶，也不明白宋人的分茶是何物。周作人只
爱绿茶，对工夫茶有敌意，但他哥哥周树人却
娶了工夫茶高手许广平。蔡澜随身装袋泡茶；
日本人惊叹的“蛾毛”不过是“鹅毛”；广东
人吃早茶爱看报纸……类似的故事在书中比比
皆是。

在本书中，既有《茶叶战争》的宏大视
角；也有《民国茶范》的茶趣；更有细致的侦
探，冷静的分析，拨开茶文化众说纷纭的迷
雾，还原茶的本真内涵。譬如在《杀驸马，就
能禁止茶叶走私吗》中，作者谈到了明清时期
的茶叶专卖制度及引发的数次战争。朱元璋为
了禁绝茶叶走私，处死了贩卖私茶的驸马欧阳
伦以儆效尤，然而收效甚微。茶业专卖制度，
仅仅喂肥了那些拥有特许权的阶层比如晋商、
徽商等。他们尽管富可敌国，但他们的财富增
加与市场的充分竞争无关，与产业开拓无关，

与技术革新无关，因而与进步无关。事实上，
这种与民争利、违背自由贸易的行为招致国人
的普遍反对，明朝边关茶禁时张时驰，最终私
茶泛滥成灾。

曾园认为，国家管理不仅仅是控驭之道，
过度的控制欲望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疾患，只会
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灾难。明英宗被蒙古瓦刺部
也先击败被俘的土木堡之变、蒙古俺答汗率十
万精兵围攻北京的庚戌之变，这两次战争耗费
了明朝大量国力，起因也就是明朝断绝了和蒙
古诸部的茶叶贸易。在《茶叶侦探》中，中外
茶叶的逸闻轶事纷至沓来，让人大呼过瘾。茶
叶不再仅仅是一片普通的叶子，它除了能让大
家以茶为媒、以茶修身外，还事关国家命运与
民众福祉。

《茶叶侦探》
曾园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速读

为什么你写的文字没人看没人赞
□ 小白 整理

为什么别人能写出10W+，而
你写的文章却没人看？3大成功案
例分析，11种写作要诀拆解，128
个实例演练，手把手教你写出爆
款力！

世界潮流 浩浩荡荡
□ 姜奇平

忍住的智慧
□ 刘云燕

壶中岁月 茶里乾坤
□ 彭忠富

法国大革命里的生动细节
□ 夏学杰

■ 新书导读

《对岸的她》
[日] 角田光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三位不同成长经历的女性间隐秘的生命
联系与情感召唤。这是一部充满痛感和光感
的女性成长小说。成长是外壳的一片片剥
落，而女人只能从裂缝中正视自己。

《今天过得比昨日快乐》
蔡澜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跟随作者时而走向天南海北，时而梦里
梦外穿越时空，在他简单得貌似无意的叙述
里又收获着一个个有智有益的道理，仿佛能
清晰地看到一个亲切、真实、随性、豁达人
生正扑面而来。

《长恨书》
[英] 凯瑟琳·休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一个令人心碎的悲情故事，更是一份
在无情命运面前的深情告白。不管怎样，要
始终坚信，即使身处最暗的夜，依然会有人
为你点亮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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