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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局中探寻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关键词 名家 好书 精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郑杨

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探询中国崛起的成功模式和所依赖

的范式，需要中国学者从实践经验中去总结并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1月财经类

好书，聚焦中国治理模式、中国的发展理念的探询，《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内

生的挣扎：近代中国金融的“涅槃”与彷徨》《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经济制

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学讲稿》这些大家好书帮助读者解读中国成功发展的

理论根基。

年关将近，年味儿渐浓，孩子们也迎来了盼望的寒假。假期时间充裕，孩

子们可以阅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了。记者认为假期阅读不必追求数量，而应

该注重质量，家长可以要求孩子静下心来，精读一整本好书。1月推荐的童

书，有《被委屈的汉字》《喜鹊窝》《小狐狸的百宝箱》等名家大家的新作，文学

性与故事性并重，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哲理，正适合孩子反复阅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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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啦，送孩子一本好书作礼物

《打动孩子心灵的中国经典——大林

和小林》张天翼著李思东绘/中国少年儿童

新闻出版总社2020年12月版/29.00元

ISBN：978729163795

推荐理由：张天翼童话是经典中的经

典，每一位成功的后来者，都深受其作品

的滋养。该书主人公大林和小林生活在

怪物中间，命运会怎么样呢？一部无拘无

束、充满了想象力、现代意识和游戏精神

的作品。新奇的想象、极度的夸张、漫画

化的讽刺喜剧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层

出不穷的闹剧场面以及滑稽、幽默、儿童

化的语言，令作品具备了独特的艺术表现

力和感染力。

《小狐狸的百宝箱》汤素兰著 曾学清

绘/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39.00元

ISBN：9787556253692

推荐理由：该书的小故事里有大智

慧。小狐狸有一个小箱子，它把每天捡到

的东西都放到箱子里，慢慢地，小箱子变

成了百宝箱。前来观看的小动物们在百

宝箱里找到了自己丢失的东西，一百只小

蚂蚁还在百宝箱里找到了它们的家。大

家都开心极了。小狐狸平时捡来的各种

小东西还真派上了大用场。你也想要一

个百宝箱吗？那就做一个生活中的有心

人吧。

《中国历史年表》（绘本版）洋洋兔著/

四川少儿出版社 2021年 1月版/108.00

元

ISBN：9787536595248

推荐理由：这是一部将历史大事件串

联在时间长河之上的轻松史书。通过一

幅幅有趣的小插图、简单易懂的解说，把

小朋友知道的、不知道的历史知识一一呈

现。该书还专门设计了一条清晰明了、贯

穿了整本书的时间轴，将历朝历代的简史

通过连线，连接到时间轴上，令小读者沿

着时间的脉络，清楚地了解到历史上曾经

发生了什么事、文明进化的过程，以及科

技、艺术、文化的发展等等。

《被委屈的汉字》张之路著/安徽少年

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版/25.00元

ISBN：9787570709267

推荐理由：该书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张之路继《汉字奇兵》之后再度聚焦中国

传统文化，以汉字为主题创作的有关汉语

词汇知识的趣味读物。作品从现实生活

的角度选择一些容易被现代人误读或错

解的字词，加以准确、权威的解释，以文学

之笔写人文故事，以轻松笔调还原汉字世

界被忽略的历史风貌，通过生动、形象、有

序的编排，风趣的解读，把这些汉字描述

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串联历史，映照当

下，讲述其前世与今生的故事，兼具文学

性、故事性、人文性、科普性。让小读者在

轻松阅读的同时既能理解和把握这些字

词，又能激发他们热爱和探究汉语知识乃

至中华文化。

《喜鹊窝》海飞著/青岛出版社2021

年1月版/48.00元

ISBN：9787555293361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极具现实意义的

原创绘本力作。小主人公沙娃和白杨树

上的喜鹊们是好朋友，他一直想知道喜鹊

窝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却一直没有机会。

最终沙娃在被沙尘暴摧毁的白杨树下满

足了好奇心，大自然以柔情与狰狞的双重

面目给沙娃上了一堂生命课。该书叙事

简洁质朴，绘画与文字交相融合，大西北

的风光、自然的伟力、人情的朴素与温暖

都得到了出色表现。小绘本大格局，引发

读者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恶劣的自然

环境中，人既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只

有尊重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

拥有安宁美好的生活。

《阿诗的神奇树叶》符文征著/浙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2021年1月版/45.00元

ISBN：9787559721365

推荐理由：该书为“十三五”规划重点

图书“中国原创绘本精品系列”中的一本，

该系列集结国内著名插画家、作家的经典

绘本作品，自 2012 年出版以来获奖无

数。其姐妹篇《阿诗有块大花布》单册独

揽6项国内大奖，并参加博洛尼亚插画展

的展出。《阿诗的神奇树叶》是该作者创作

的以弘扬茶文化为题材的作品。该书诗

意地讲述了采茶、晒茶、烤茶的步骤，让小

读者体会随着制茶的过程，茶叶产生的那

些奇妙的变化。

《大中华寻宝系列·秦朝寻宝记》京鼎

动漫著绘/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21年1

月版/35.00元

ISBN：9787556854028

推荐理由：该书以精彩逗趣的漫画为

表现形式，以紧张刺激的寻宝故事为主

线，以中国秦朝为时间背景，对秦朝的历

史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充满趣味，

是孩子了解和探索中华历史文明的超级

寻宝图。

《不太坏的“坏”动物》[英]索菲·科里

根著、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

月版/118.00元/册

ISBN：9787559833693

推荐理由：该书是一本视角新颖、诙

谐幽默、充满想象力的动物科普绘本，书

中的主角不是讨喜的动物们，而是人类眼

中的“坏”动物，例如人人喊打的老鼠、脏

兮兮的屎壳郎、嗜血如命的蝙蝠等等。但

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全书通过动物自

我介绍、列举科学事实的形式揭开真相，

让读者看到它们会做什么、吃什么、如何

交流，以及对人类的贡献。

《妈妈讲给孩子的成长智慧》（全10

册）[韩]梁承淑著/接力出版社2021年2月

版/200.00元

ISBN：9787544869904

推荐理由：该书是身患癌症的作者妈

妈用爱写给孩子的绘本，承载了妈妈对孩

子真挚的爱与惦念。挑战自我、大胆尝

试、自信乐观、学会分享、战胜恐惧、遵守

规则、换位思考、坚持梦想、善于沟通、丰

富内心，这些是每个妈妈想让孩子拥有的

闪光点，也是这套绘本所蕴含的主题。该

书文字平和、温柔，作者从生活中出发，避

免说教，用10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让孩

子自然而然收获独属自己的生活智慧，习

得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好品德。

“奇想文库·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第二

辑”[新西兰]乔伊·考利等著 [新西兰]加

文·毕晓普等绘 黄长奇、张乐等译/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年 2 月版/

199.00元

ISBN：9787513598217

推荐理由：该系列是专门为 8~12 岁

的中国儿童打造的一套经典读物。这套

丛书精选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

品有的被国际大奖的光环围绕，广受瞩

目，而有的则鲜为人知，堪称沧海遗珠。

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不仅故事

性强，能够唤醒孩子天真烂漫的个性，更

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像一座座灯塔为

孩子指路，让他们从作品中汲取勇气、希

望、坚强和梦想的力量。

《千年贸易战争史——贸易冲突与大

国兴衰》彭波、施诚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20年12月版/79.00元

ISBN：9787300287652

推荐理由：贸易与冲突是构成世界历

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经贸利益是世界历史

上很多重大战争的动机，自古以来贸易关

系到大国兴衰，早期的荷兰、英国，后来的

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都曾在贸易战

中受损或获利。该书从17世纪前主要的

贸易战争写起，呈现了千年以来，贸易战

如何促进大国崛起，又如何推动构建或破

坏国际体系，以及中国如何与世界贸易战

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全球正面临变

局，该书为读者理解当下的世界经济、贸

易、金融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直播变现》杜子建著/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版/68.00元

ISBN：9787563831227

推荐理由：2019 年直播电商悄然兴

起，2020年电商直播发展呈现井喷之势。

见解传媒创始人杜子建，预见到直播巨大

的商业潜力，从 2019 年开始进行直播基

地的商业布局，建立了四会翡翠、广州美

博、常熟服装三个直播基地。该书是杜子

建总结其12年新媒体营销经验和2年直

播电商实战技巧创作而成，在书中，杜子

建以直播电商发展分析为线索，以商业变

现理论为原则，以营销实战技巧为核心，

对直播电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解读。

《互联网经济学与竞争政策》于立主

编/商务印书馆出2020年12月版/188.00

元

ISBN：9787100191579

推荐理由：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

给传统经济学理论带来了新挑战。以双

边市场、网络效应、零边际成本和平台竞

争等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经济为传统经

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和探索方

向。该书研究了互联网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典型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行为特

征及其对竞争的影响，以及互联网领域的

竞争政策，旨在为人们加深理解互联网经

济现象、推进理论研究和完善竞争政策提

供学术支撑。

《内生的挣扎：近代中国金融的“涅

槃”与彷徨》周强龙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2020年12月版/78.00元

ISBN：9787564236625

推荐理由：该书以 1883 年癸未金融

危机为起点，以一个国家的新生为讨论的

结束。透过15个大大小小的金融事件或

者瞬间，为读者检视了横亘在两者之间大

约70年充满变乱、纷争与不安的岁月，揭

示了近代中国语境下金融资本、政权暴力

和社会变革的复杂纠缠，描绘的是以农业

社会生产方式、帝国统治传统逻辑及伴生

的整套话语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力量与市

场化金融力量之间几乎无可避免的冲突。

《吴敬琏论改革基本问题》吴敬琏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1月版/198.00元

ISBN：9787542670410

推荐理由：无论政策制定者还是企业

决策者，在对中国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

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

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

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

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该

书集结了吴敬琏所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

制》《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当代中国经济

改革》三本书的内容观点，正是按照经济

科学的要求，讨论与中国发展和改革相关

的基本问题。

《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王东京著/中信

出版集团2021年1月版/78.00元

ISBN：9787521724998

推荐理由：该书是写给领导干部和企

业管理者的阅读教材。根据这一定位，作

者运用中国案例对经济学基本原理作破

案式讲解；并直面读者困惑，对怎样用经

济学逻辑破解现实难题作了大量示范。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该书还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

与修正，同时也融入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

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作了学理解释，有助于读者全

面准确地领会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

意图。

《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何帆

著/大象出版社2021年1月版/69.00元

ISBN：9787571108373

推荐理由：著名经济学者何帆发愿要

用 30 年时间为中国经济立传，2020 年是

第3年。过去一年他走遍21座城市、行程

62021公里、采访423小时，为读者捧出可

能是未来 20 年，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面对

的关键词：本土时代。该书洞察本土时代

的方法论，看见中国社会新变量；无论是

个体、企业还是组织，都能在这本书里找

到自己生存的强大法则。

《经济制度演进的逻辑——政治经济

学讲稿》张道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1月版/88.00元

ISBN：9787208166813

推荐理由：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什

么？经济制度创新和演进逻辑有什么规

律？经济制度如何影响居民、企业和国

家？该书作者是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

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他从政治

经济学的角度入手，用大白话讲深道理，

阐述经济制度的内涵、供给与需求，梳理

其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把握其演变的规

律，洞悉其演进的趋势，并以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的产权和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为例，全方位展示经济制度

形成发展演进的过程。

《伟大的“叛逆”：中国新金融变革史》

洪偌馨、董云峰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年1月版/68.00元

ISBN：9787308207140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全景式阐述中国

新金融发展历程的著作，该书所描绘的是

一部关于技术变革与金融创新的历史，也

是一部民间金融倔强生长的历史。新金

融的背后是新技术、新经济，是这个国家

的全面起飞。该书覆盖了移动支付、消费

金融、P2P、互联网保险、数字货币等多个

行业，既聚焦于互联网巨头等新玩家的不

懈探索，也突出了银行等金融老炮的自我

革新，既着墨于一个个传奇的横空出世，

又努力探寻传奇背后的逻辑。

《我们搞砸了经济学》智本社著/电子

工业出版社2021年1月版/65.00元

ISBN：9787121401985

推荐理由：智本社是一个正在兴起的

硬核学习社。凭借一篇篇硬核长文，智本

社上线1年多，读者超过40万。智本社的

文章及课程，融合了经济学原理、历史、思

想及现实的经济问题，在财经领域别具一

格，深受读者认可及赞赏。智本社认为通

俗、生活化的经济学，才是普通读者需要

的。许多经济学课程都太学术化了。经

济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一种价

值观。把市场规律讲通透，把生活中的经

济现象理解透，是这本书的目标，也是作

者撰写这本书的美好愿望。

孩子不擅长听父母的话，但擅长模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一直以来，犹太民族都被认为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群体。

千百年来他们饱受战争的灾难，却没有在历史上消失，而是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充满活

力。犹太民族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0.2%，却有32%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人，这其中的原

因在于犹太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近日，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犹”爱的思维》一书。该

书根据犹太思维智慧教育专家，阿拉法犹太家庭教育创始人兼CEO Rafa的犹太家庭教

育经验，把为人父母所缺乏以及需要掌握的重要的思维方式，使用88个独特的语录和画

面向读者展示，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家庭教育，特别是父母的角色，从而帮助父母变得

更好，并培养出身心更健康、更幸福、更优秀的孩子。该书认为作为父母最重要的是为孩

子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不仅仅是与孩子一起进行读书分享的学习氛围，还有夫妻的相处

之道。爱的教育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文萱）

《“犹”爱的思维》[德] 蓝龙（Raphael Genis）著 阮一庭绘/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2

月版/59.00元/ISBN：9787302569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