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注：左边是我的朋友西红柿写的《创世学》的选段，右边是这位朋友发表的这篇 SCP
的全文。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这篇 SCP 全文也并不长，工作量不大，二则是因为我
十分好奇，这个朋友到底有几个字是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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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学：从入门到放弃 创世学：从入门到放弃

早上好，亲爱的同学们。
相信很多同学对我们的课程存在些许疑惑：
什么是创世学（世界观）？为何要进行设
定？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作品之间存在
着什么关联？

创世学是一门对虚构世界观的设定方法、设
定内容、设定方向及设定风格的客观规律进
行研究的科学，其主要原则有自洽、用则设
-设而用和未注默同，其中用则设原则必须
在自洽原则下发生作用。
它将为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的你指出设定
工作里一条大致的路径，简而言之就是告诉
你，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干什么。

创世学是一门对虚构世界观的设定方法、设
定内容、设定方向及设定风格的客观规律进
行研究的科学。它将为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
的你之处设定工作里的一条大致路径。就像
为你的世界说出一句“要有光”。需要注意的
是我专门撰写此教程的目的是为大家提供
一个创造并完善设定的方法和思路，并不是
告诉你们“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做”或是“我
们能帮你无偿完成一个世界观的设定”。

为了小说撰写而设定的世界观与为了游戏
开发、漫画绘制或者其他目的而设定的世界
观多少会有一些不同。

为了小说创造而撰写的世界观与为了游戏
开发、漫画绘制或者其他目的而设定的世界
观多少会有些不同，它费力而讨好。它为你
的作品搭建舞台，设计人物，甚至能给你的
作品一个接下去的启发，当然设定本身也是
有趣的活动，你可以创造一个属于你的世
界。

毫无疑问，设定是通过作品来呈现的，没有
作品的设定的存在意义将大打折扣。
老生常谈，就像一个演员在后台打扮得光彩
照人，最后没有上台演出而是收拾收拾回家
洗澡睡觉了一样。不少朋友曾质疑这一点，
他们以《冰与火之歌》做例子，试图说明一
个好的设定对于作品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以
至于没有设定就写不出东西来。诚然，设定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请问，你们看《冰
与火之歌》的时候，看的是小说，还是马丁
老先生的设定稿？或者说如果马丁不写小
说而直接拿着一摞设定稿去找出版社，出版
社能给他出版吗？
其次，脱离作品本身所要表达的东西和作品
类型来谈设定是毫无意义的，更不及只写设
定而不制作作品。

然而毫无疑问，世界观是通过作品来呈现
的，没有作品的世界观的存在意义将大打折
扣。其次，脱离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东西来
谈世界观是毫无意义的。由于资料的缺失，
本篇指导将引用CN分部两个最为典型的创
世学实例进行阐述，即 SCP-CN-059“寿疆”
和我的“永夜”系列。从这两个设定出发，讲
解一个世界观的形成。

*副标题



在开始创造世界的工作前，请回答以下几个
问题。
我为什么要创造一个世界？
我想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在哪一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知识？
我比较丰富的知识是由什么途径得来的？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千奇百怪，从“我有一个
故事必须要讲而它需要一个背景”到“我的朋
友们都在玩我要和他们一起”，这个问题并
不决定你的世界为何存在，反而决定它的用
途以及侧重。

我想设定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基金会宇宙
与我的世界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第二个问题，请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句话将
为你的世界说出一句“要有光”，而以后别人
对你的作品有兴趣的时候，问起“你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时，这句话将成为最直观的回
答，比扔给人一大堆设定文字和既成作品有
力得多。
在这里我建议你用一些常人易于理解的概
念，比如常见的“古风架空”，“奇幻玄幻”来
描述，例如：
“法洛希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轻松明媚的西式奇幻。”

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应该用一句话来
回答，而以后别人对你的作品有兴趣的时
候，问起“你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时，这句话
将成为最为直观的回答。在这里我建议你用
一些常人易于理解的概念，就像你问大家：
“SCP 基金会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答：“设定严谨的超自然科幻组织。”
再问：“永夜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观？”
答：“基调哀伤的高魔西方玄幻。”

第三个问题将为你确定你的世界的侧重点。
侧重点又作着力展示的部分。这部分应当是
你最熟悉，最了解，涉猎最多的东西。
我对神话宗教涉猎较广，因而法洛希尔的宗
教战争成为了世界的主线。因为它们已经构
成了我的知识结构。事实如此，不论你创作
些什么，你都无法完全脱离它而去展示一些
你不很懂，乃至一窍不通，或者不懂装懂的
东西——相信我，我在《给新人文手的若干
建议》里也是这个态度：不要想当然地去写
你不懂的东西，被人打脸一点也不好玩。基
于“你不可能写好你不熟悉的东西”这一原
理，你必须明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发扬你
已有的长处并且规避你的短处——我为什
么不说弥补你的短处呢，因为你永远不可能
补得完啊！你永远学不完这个世界上的知识
啊！所以比起补齐短板，令长板更长并成为
你的世界的亮点才是你要做的。

在选择诸如此类的世界观主题时，我希望大
家能考虑一个问题，“我在哪一方面有比较
丰富的知识？”这个问题将成为你的世界的
侧重点，侧重点又作着力展示的部分。这部
分应当是你最熟悉，最了解，涉猎最多的东
西。比如我是基督徒，喜爱西方文学，我的
世界观便设置成了“西方”魔幻而非修仙修
道。
事实如此，不论你创作些什么，都无法完全
脱离它而去展示一些你不很懂或者不懂装
懂的东西，你必须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发扬你已有的长处并且规避短处——不擅
长历史就不要设定历史性很强的世界观，不
擅长环境描写就不要创造和现实世界景色
相差过大的世界，不擅长塑造人物就不要搞
出一堆异界生物来了——因为你永远无法
弥补完自己的短处啊！相信我，被人打脸一
点都不好玩。

在创世学中，自洽的含义是在已经创立的设
定内容之间，已经创立的设定内容与将要创
立的设定内容之间，不包含明显的、原则性
的、无法加以解释并且规避的矛盾。也就是

又问：“设定严谨的超自然科幻组织和基调
哀伤的高魔西方玄幻之间有什么关系？”

相信部分同学答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有些不



说，当矛盾出现时，可以用同属一个世界观
的其他设定来进行解释，整个世界观在较为
广泛的层面上可以自圆其说。以下的若干话
题，就是对创世学意义上的自洽进行探讨。

知怎样言说了。

在创世学中，“自洽”的含义是在已经成立的
设定内容之间，已经创立的设定内容与将要
创立的设定内容之间，不包含明显的、原则
性的、无法加以解释并且规避的矛盾。

你的世界存在于基金会宇宙中？那么就要
解释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风土人情，
在世界地理大发现和全球统一的狂潮中是
怎样保持现有的独立性。

你的世界可以通过一条门径抵达？很好，你
已经学会了如何强行解释世界之间的联系。
你还需要表现的是基金会人员在抵达那个
世界后经历了怎样的文化变化，或是两个世
界之间的交互。

你的世界位于完全独立的位面？你可以规
避大部分的冲突，但如何体现出两个世界的
联系就是你的拦路石了——基金会收容了
来自那个世界的物品，收到了来自那里的信
息？遇见了异界的访客？

有的人想要二元通吃，设定既天马行空又合
理的世界，于是他们脑子在过大脑洞和过量
的艰涩知识的双重的折磨中苦苦挣扎，见者
落泪。
那么，看着脑洞党和合理党的战争，看着二
元党的挣扎，我不禁想问：
何为合理？创世学第一原则给了我们答案：
自洽即合理。
而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识中，“合理”既是“与
地球的事实相符”。

至于一些小细节——如奥莉维亚在永夜世
界中使用的名为魔法的能力在基金会宇宙
中被称为现实扭曲，怎样才是合理的设定？
创世学给予我们答案：自洽即为合理。

*副标题

世界观的格局

格局是一个汉语词语，格是对认知范围内事
物认知的程度，局是指认知范围内所做事情
以及事情的结果，合起来称之为格局。不同
的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不一样，不同的世
界观，拥有不同的格局。同样是发生在异世
界的故事，“主角逐鹿天下推动了整个世界
的诞生或毁灭”和“主角在一个小餐馆打工谈
情说爱”的格局显然是不同的。

将我们所选取的两个例子拿出来比较，虽然



永夜设定了一个完整的高魔西幻世界观（未
完成），但就我来看其格局要远远小于讲述
了寿疆变迁的 059。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里我建议你用一些常人易于理解的概
念，比如常见的“古风架空”，“奇幻玄幻”来
描述，例如：
“法洛希尔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轻松明媚的西式奇幻。”
这样做的优点已经明晰，而它目前来说并没
有十分值得注意的缺点。毕竟上述的分类法
只是个非常广泛的门类，正如“奇幻玄幻”栏
目里既有龙傲天又有龙枪编年史。但是显
然，你不应当止步于此。在你的设定中，“说
给别人听的”、“写给别人看的”和“留给自己
想的”，它们所占的比例应当是1：3：6。

回想我们刚刚的问答，永夜作为一个“基调
哀伤的高魔西方玄幻”，这个回答显得很有
意味，毕竟“高魔西方玄幻”只是一个非常广
泛的门类，这个门类下既有哈利波特也有奥
术神座，但是显然我们不应当止步于此。

永夜的“哀伤”来自何处？读过我永夜系列文
章的同学们应当知晓，永夜一系列的主线讲
述了两名主人公在命运的推动下彼此相爱
相杀的故事。这便是一种人为缩小世界观格
局的方式，一个高魔的西幻世界本有着无数
的故事可以撰写，我却偏偏把故事，也是整
个系列的矛盾集中在了奥莉维亚和拜恩两
个人的身上，用他们两人的对立体现永夜世
界观下南北的宗教冲突。

*编者注：本段可能是这位作者硕果仅存的
原创内容。

我当然也可以去写世界战争啊，宗教改革
啊，毫无疑问场面会恢弘的多。然而我并不
擅长大场面的把控，若是野心勃勃想把世界
格局做的很大，结果弄太大了写不完，然后
只好这个放弃那个放弃，然后这个砍掉，那
个删掉，读者也当然会发现赶工跟删除的痕
迹。

因此，换个思考模式，如果把格局缩小呢？
与其写一个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缺一点的
不及格文章，倒不如选择一个自己擅长的方
面写成一篇文章，换一个方面再写一篇，用
多篇文章服务于一个设定。不过实际要做也
真的很难，不是说能缩小就缩小的，也可能
已经缩小还是写不好，缩小格局并不是真的
建议之后，就能够付诸实行，这也是作者的
辛苦之处。毕竟怎样才算够小，怎样才不算
太大会写不好的，这非常非常难拿捏。

而作为“永夜”的反例（非贬义），“寿疆”的格
局之大没有什么可说的。通过阅读这篇文章
你可以看到整个地域的历史变迁，这篇文章
用了超过十个附录和数万字的内容成功登
上了 CN 分部（搞不好也是整个 SCP 站点）
原创文档的长度榜首，从中可见作者良好的
文学素养和耐心。如果你们也有这种耐心且



不愿采取我那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可以一试
究竟。

*副标题

内容

编写事件最为基础的部分就是“谁，在哪里，
干什么”。这句话为你以后的细化工作提供
了前提，至少你得有了框架才能在里面添加
细节。此后便是“起因，经过，结果”。谁在
哪里干什么更适用于史书类的记述性文字，
而后者则更偏重于说一个故事。显然你应该
分得清楚，这两个模板分别应该在什么情况
下使用。
在这里我不提倡大量照搬地球历史然后改
个人名地名的做法，虽然这样子能让你迅速
架构起你的世界历史的框架，但是，第一，
你骗不了史宅，第二，给表象添加深层原因
比凭借深层原因设定表象要难得多。

内容的重要性无须再提：若是无法编写内
容，你的世界观也就没什么成型的作品可
言。

作为一篇基金会文档，内容的存在被简单的
规划为一份又一份报告，我建议大家在写一
篇文档之前先想好你到底需要几个附录才
能表达完全你所需要的主题，这样能为你以
后的细化工作提供前提，至少你得有了框架
才能往里面添加细节。在这里我不推荐大家
先写出一个表面作品然后强行为之添加背
景事件，给表现添加深层原因可比凭借深层
原因设定表象要难得多。

以上四个例子均发生在不同的地点，有着不
同的背景和人物，但毫无疑问都是套作。因
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主线:一群人，在什么样的
背景下，一定要消灭掉某个个体。就拿着这
个主线，再写个案例 EFGHIJK 来都易如反
掌。
要怎么样才能写出与世界设定紧密结合、无
法被套用、套用即有抄袭嫌疑的剧情的作品
来？当然是与世界观紧密结合了。
你的世界里，总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把它
拿出来加以利用，大有裨益。

而我们所写的与创世学有关的文章，需要
（但不强求）包括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文献
资料，也是在写作中最容易插入的附录，讲
述这个世界的历史、事件、宗教，等等内容；
一份探索记录，描述基金会人员进入这个世
界之后的遭遇，在这里我们建议不要总是杀
杀杀死死死用满屏血浆撑起一个探索记录；
或是一些来自异界生物的访谈，能够突出这
个世界与基金会宇宙的异同。

你的世界里，总会有别人么有的东西，把它
拿出来加以利用，大有裨益。

隐藏剧情说白了就是暗线。这是个锦上能添
花雪中却送不了炭的东西，因此我把它放在
了细化部分而非上一章。
（中略一段）
而表剧情的吸引人加上隐藏剧情的深刻无
疑解决了脱裤看这的问题。为什么寂静岭系
列如此的受推崇呢，除了游戏本身的设定，
画面塑造，气氛烘托和游戏性外，最吸引人
的是它的弗洛伊德氏心理暗示和庞大的宗
教观，这就是它的“隐藏剧情”，如果寂静岭
系列就是简单的“爸爸找女儿，老公找老婆，
女儿找爸爸，儿子找妈妈，哥哥找弟弟”最
后砍光怪物找到亲人皆大欢喜回家过年的
话它还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吗？

以下举出一些栗子：

 隐藏剧情：隐藏剧情说白了就是暗
线。比如 SCP-CN-005 的主题描述
的是一个喜欢乱写西幻小说却不被
理解的小姑娘 Filth 的悲伤经历，却
在乌鸦的话语隐约成型了一个更为
庞大的世界观。暗线总是很有市场
的，为什么寂静岭系列如此受推崇
呢？除了游戏本身的设定“爸爸找
女儿老公找老婆”等等最后“砍光怪
物皆大欢喜回家过大年”之外，最吸
引人的是弗洛伊德式心理暗示和庞
大的宗教观，这就是它的“隐藏剧



情”。

4 核心精神
（前略一段）
那么，你的世界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相信我，这个问题问到谁谁也不会马上就答
上来，除非他把核心精神的设定放在首位，
或者他还没开始设定工作，只有一个笼统的
脑洞。
这里说的一个世界观的核心精神，有两重含
义。一重是指世界观中最为深层的部分，可
以说是世界的真理。最简单的例子，假若一
个世界的核心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
这个世界中的任何神明，都是世界住民的脑
补，而另一个世界的核心精神要是神创论
（这个世界板上钉钉的是神的造物），那么
一切无神论都是纸老虎。

 核心精神：你的世界的核心精神是
什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信仰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会与前来探索
的基金会共享科技和知识，信仰宗
教的世界会把特遣队员抓来施火
刑，如果一个世界的核心精神是神
创论，那么任何无神论都会是纸老
虎，至于这个世界是否真正存在神
明就要看你的设定如何了。

 象征学：原创的象征学，想要建立
起来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像我之前
讲到的那些东西，只要想到了就可
以立刻写出来，象征学必须建立在
原有设定和作品之上，加以提炼，
成为世界设定中的高等内容。

 架空语言：没啥好说的，请参考墨
港系列的墨港语。

5 象征学
原创的象征学，想要建立起来绝非一日之
功。它不像我之前所讲到的那些内容，只要
想到了都可以立马编得出来。象征学必须建
立来原有的大量设定和作品之上，加以提
炼，最终成为世界设定中的高等内容。

6 架空语言
（下略）

1 自洽的崩溃
如果你的世界观已经成型并且已经达到了
一定程度的自洽，就请注意了，尤其是你想
在里面加入一些新元素，例如在一个奇幻的
世界加入科技元素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我
把这个部分放在了高级细化章节而非“自洽”
部分。前面告诉你怎么构建一个自洽的世
界，这里告诉你怎么防止自己把自己前面架
构起来的自洽毁掉。
——请千万注意，不要自毁长城，把自己辛
苦构建起来的自洽给拆掉。

 自洽崩溃：如果你的世界观达到了
一定程度的自洽，那就请注意了，
比如废土中基金会的介入导致了世
界观的崩塌，与世界观不相合的基
金会介入一个已经自洽的世界会发
生什么？是否会带来自洽的崩溃？

 离经叛道：好像这样写真的能探求
人性本质一样，写一个贵族就一定
要强抢民女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
作，夜魔王永远代表邪恶与光明对
峙，大主教必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
里淫秽邪恶，有时跳脱出惯性思维
也是一种尝试。

 玩梗：又名彩蛋。在自己的作品里
埋梗的好处都有啥？估计数不胜

7 离经叛道
（前略一段）
最早的“离经叛道”，是目睹了与伟光正的外
在形象不相符事实后对世俗眼中的“伟光正”
的诘问和反思：那些王侯，主教，大法官，
他们代表的真的是正义和善良吗？于是在

http://scp-wiki-cn.wikidot.com/pitch-haven-hub
http://scp-wiki-cn.wikidot.com/pitch-haven-hub
http://scp-wiki-cn.wikidot.com/the-world


数。平添趣味，搜寻对得上的电波，
乃至于增加深度显摆学识，百利而
无一害，当然前提是，玩儿得好。

一些作品中，正义与邪恶的形象发生了反
转，绿林好汉与义贼的形象渐渐活跃，传统
意义上的“好人”变成了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宁要真恶不要伪善”的论调渐渐流行，进一
步发展，便有了自由战士路西法，集权恶犬
米迦勒。
人们称之为“探寻人性之善与恶”，我称之为
“真小人伪君子”模式。
而后来，好像这样写真能探求人性本质一
样，“真小人伪君子”模式渐渐成了主流，只
要哪儿出现一个贵族，那么他必然搜刮民脂
民膏，强抢民女，飞扬跋扈蛮横城里。这种
贵族形象在龙傲天流里面很常见，基本是个
恶劣乡绅的形象，唯一的作用是给主角送一
血。同理，只要哪儿出现一个大主教，那么
他必然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淫秽邪恶爱乱
伦，他的圣教也只是给人发点白面儿假装神
药，他可以和那个乡绅给主角凑双杀。
然而这也没什么可批判的，毕竟这些人物形
象在地球都有，这些事情地球人都干过。那
么，我们说好的“离经叛道”呢？应该又回归
原点，善就是善，恶就是恶？

8 玩梗
不要太明显地在幻想世界的非玩笑的正经
的部分使用现实名词，造语同理，写作亦然。
——世界尽头国立小学，人工语言讲习所高
阶讲师阿卡夏
在自己的作品里埋梗的好处都有啥？估计
数不胜数。平添趣味，搜寻对的上的电波，
乃至于增加深度，显摆学识，百利而无一害，
当然前提得是，玩得好。
如果普通的设定工作是走的话，那么埋梗和
玩彩蛋基本就是飞了。飞得好，比走路快，
比走路远，飞不好，摔得也更重。

结语：更宽的视野，更广的心胸
（前略一段）
我是个好为人师的人，却又担心自己的见解
偏颇狭隘，误人子弟，更担心写出一个好像
是还蛮有体系的教程来，无形中扼杀了连读
者们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神思妙想。但是幸
好，读者的眼光是雪亮的，神智是清楚的。
创造一个世界，并不容易，你需要比其他人
更能看清读懂你眼前的、你日夜生活着的世
界模板，而你的心中却要容得下另一个，两

结语

创造一个世界并不容易，你需要比其他人更
能看清读懂你眼前日夜生活的世界，心中却
要容下另一个乃至无穷个世界，你需要更宽
的视野和更广的心胸。
我写完了，祝大家好运。



个，三个，乃至无穷个世界——
你需要更宽的视野，更广的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