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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的困扰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世界局势变幻 经济如何稳步增长

关键词 战争 经济 增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美]理查

德·S.泰德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1月版/69.00元

ISBN：9787300293486

该书是美国历史上7位伟大的企业家的

人物评传，包括安德鲁·卡耐基（美国钢铁）、

乔治·伊士曼（柯达）、亨利·福特（福特汽车）、

托马斯·沃森（IBM）、查尔斯·郎佛迅（露华

浓）、山姆·沃尔顿（沃尔玛）和罗伯特·诺伊斯

（英特尔）。7位企业家的商业历程构成了一

部美国商业简史，从中我们可以了解美国是

如何在19世纪初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的崛

起、如何在19世纪中期在工业制造领域丧失

优势地位、后来又如何通过硅谷的不断创新

奠定电子产业的根基的。对于如何通过科技

创新实现产业的变革，在大国博弈中获取竞

争优势，该书给我们很多启发。

《读懂中国经济：格局、周期与趋势》赵硕刚

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149.00元

ISBN：9787302596301

系统全面地解读中国经济，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并展望中国经济的“过去”“现在”

以及“未来”。该书从经济格局角度，通过对主

要经济指标的解读，系统性地认识中国经济的

基本面以及国民经济循环的基本状况，总结新

冠肺炎疫情前后中国经济的突出变化和主要

特征。同时从经济周期角度，分析当前中国经

济运行所处的周期位置，展望“十四五”时期中

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此外，该书还根据各国经

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

变化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规律，勾勒出2035

年远景目标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后工作”理论》徐志伟、王行坤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78.00元

ISBN：9787576022261

机器生产加剧劳动异化，人工智能冲击

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时长持续上升和工资

相对停滞，全球范围内劳动力的竞争，跨国公

司以转移生产线为威胁要求补贴和税收减

免，大规模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具有迷惑性的

零工经济等等……针对西方社会种种与工作

有关的畸形现象，《“后工作”理论》一书对资

本主义工作制度展开批判，对理想的未来工

作模式进行了畅想，呼吁以创造性的、自由的

工作取代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

《正路：我在百胜餐饮26年的感悟》苏敬

轼著/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1月版/88.00元

ISBN：9787547319185

商业传奇人物苏敬轼首次将多年管理智

慧汇总成书。在他掌舵百胜中国的 26 年中，

他和团队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

享受了与时俱进的种种红利，但同时也经历

了跨国企业都会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重重危机

的考验。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业界的“神

话”，也留下了值得借鉴的“遗憾”。在书中，

他首度开腔，就外界广为争议的“自创东方既

白品牌”和“收购小肥羊”作了坦诚的分享，有

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国能超越硅谷吗：数字时代的管理创

新》[美]安妮卡·施泰伯著邓洲、黄娅娜、李童

译/广东经济出版社2022年1月版/69.00元

ISBN：9787545480160

该书作者对海尔、阿里巴巴、百度、腾讯

和小米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深度调查。作者认

为，中国企业也已经是管理创新的佼佼者，它

们甚至比硅谷走得更远。中国企业在产品制

造、流程和商业模式等方面（例：如电子支付、

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共享经济、量子计算

等）都超过了美国硅谷的同行。作者认为，中

国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进行创新。中国企业

的管理甚至比硅谷企业更加灵活和高效，这

使得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其他创新

拥有了更多的可能。

《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

界经济》李晓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2月

版/99.00元

ISBN：9787111701545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李晓在这部著作中

对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动态演变进行了全

面论述，对美国霸权、美元体系的金融逻辑与

金融权力、美国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度剖

析，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不同有清

晰的论断，从新的战略高度对中国经济如何

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了独到而

深刻的见解，探究了一条在兼顾“以开放促改

革”的同时，突出未来中国应强调“以改革促

开放”的可持续性崛起之路。

《全球通胀与衰退》滕泰、张海冰著/中译

出版社2022年2月版/79.00元

ISBN：9787500169208

2022年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将成为笼

罩全球市场的风险。该书作者基于20多年

来从事宏观研究和金融投资的宝贵经验，

在书中前瞻性地从能源原材料供给冲击、

劳动供给冲击、全球供应链冲击、国际需

求、国内需求、通胀预期管理等各个角度，

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作了全面

深刻的解读，并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应对措

施。该书除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外，还给

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通胀与衰退交织

的风险中，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提出者，作

者提出了让政府部门跳出“稳增长与控物

价两难选择”的新思路；为企业管理者如何

管理库存、现金流，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投

资者和普通百姓如何实现资产的保值增

值，科学资产配置，提供了极具洞见的策略

性建议。

《投资中国》王国斌著/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2022年2月版/119.90元

ISBN：9787559657350

该书是近30年金融证券投资从业经验

积淀而成的投资札记，完整展现了作者的投

资理念与企业经营之道。在书中，作者表达

了他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的坚定信

念，同时利用大量的数据和案例，剖析了中国

资本市场的当前形势和未来趋势，描绘了中

国企业和中国资产管理充满机会的未来图

景。作者还讲述了自己的投资思想与投资方

法，以及如何通过培养内在品格的力量，打造

可复制的团队，带领企业长期战胜市场。

《更好的老年》[美]约瑟夫·库格林著/北

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版/68.00元

ISBN：9787301325230

该书作者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

室主任，著名的老年问题研究专家，他在书中

从反思我们今天的“老年观”如何形成开始，

具体介绍老年经济的基本情况和特征，从历

史、哲学的视角对老年经济进行分析，让我们

一窥老年真正的需求在哪里。作者更具体地

介绍如何帮助企业找到切入老年市场的先

机，从居住、健康保险、消费者产品以及人际

关系等探讨老年经济，给出了很多实际的案

例。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积极养老，是

当今中国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手段和目标，同

时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良好愿景。

《赢在IPO》谢晖、杜超、林可成、郑曦林

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年2月版/79.80元

ISBN：9787115580993

这是一本完全站在企业角度，阐述企

业 IPO 上市的一本通手册，涵盖企业上市

不同阶段所需要做的准备、可能遇到的问

题及解决方案，旨在帮助企业在A股主板、

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精选层、港股及美

股中，定位上市路径。有关北京证券交易

所新规定的疑问，读者也可以在书中找到

对应的答案。

2月，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战争的阴云让人们心怀忧虑。正如经济学家李晓在

《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一书中所说，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特征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多变且合作竞

争并存。2月财经好书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经济如何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开新局、拓

新机？中华民族如何在美国霸权的战略封锁下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面临全球货

币超发，滕泰、张海冰所著的《全球通胀与衰退》揭示了全球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

形成原因与潜在风险，为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稳步增长提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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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美的精华在于细节
《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是关于国宝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国民普及读本，人人都能看得

清、读得懂是该书力求的目标。

古典美的精华在于细节，而“细读”就是让读者读懂中国画的基础和钥匙。为了让读者看透

画作，作者领看了画中上百处细节，不仅细致入微而又有条不紊地向读者讲述了这幅民俗长卷的

全貌，还介绍了画卷产生的历史背景、画家故事、器物服饰、民风民俗、序跋流传、明清摹本等，其

知识含量不亚于一部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识读本。

古人距离我们似乎较为遥远，但实际上，古人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清明上河

图》中呈现的日常在今天的生活中处处可见，比如“送外卖的小哥”“街上买花的路人”“路遇熟人

的尴尬”“豪车堵路”“占道经营”等，作者通过通俗有趣的语言，将读者带入一个个故事，仿佛置身

其中，感受那跨越千年的传承。该书大大小小的几百幅图穿插在文字中，不仅呈现了最佳的视觉

效果，还讲解文字在同一页内相互呼应，做到了图文的最佳搭配，封面设计动感满满、韵味无穷。

《清明上河图：宋朝的一天》田玉彬著/河南美术出版社 2022年1月版/88.00元

生活类（5种）

《遗物整理师》[韩]金完著孟锐涵译/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49.80元

ISBN：9787550045804

该书作者从事着鲜为人知的特殊的整

理工作，专门负责整理逝者的现场。从“为

逝者清扫房间”这一工作过程中，以特殊的

视角去观察生死，尤其是“孤独死”这一现

象，通过探讨生死，思考生命以及生存的意

义。13个特殊现场清扫记录，11篇深度思

考随笔，真实故事的陈述，加上对生与死的

探讨，深刻而触动人心。

《N号房追踪记》[韩]追踪团火花著叶蕾蕾

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59.80元

ISBN：9787572604294

2020 年 3 月，韩国“N 号房事件”公诸

于世，震惊世人。该书是关于此事件的纪

实性作品，作者是“N号房事件”最初的报

道者和报警人，与警察合力进行了调查。

在不公开长相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两位

大学生“火”与“丹”一直为根除性犯罪进行

着各种努力。作者对那些因“嫌恶女性犯

罪”而内心饱受煎熬的人，传达给她们这样

的问候：“今后，让我们站在一起吧。”

《食物浪费的真相》[美]安德鲁·史密

斯著 薛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

版/45.00元

ISBN：9787208173347

该书打破了人们通常的认识，从整个

供应链的角度出发，研究食物浪费的成因，

以及解决食物浪费的方法。从农场、工厂、

超市、餐厅，一直到普通人的餐桌，作者全

面、系统地探讨了食物浪费的每一个环节，

以及其中暗含的利益纠葛与治理空间，并

着重指出了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一

问题，列举了大量案例，包括合理包装和储

存食物，提高发展中国家物流效率、降低物

流成本，设立“食物银行”等。

《少年抑郁症》真实故事计划于宏华著/

台海出版社2022年2月版/56.00元

ISBN：9787516830611

该书首度以亲历者口述形式，记录了

17 个家庭在孩子抑郁之后的挣扎与蜕变：

“鸡娃”母亲，将学霸女儿逼成抑郁症；父母

天天吵架，让孩子自认为是累赘……其中

好几个故事在网上发布时，戳中了众多父

母的心。书中的医师还提出了具体的家庭

治疗方案：心理养育。青少年正处在心理

发展的迅猛期，情绪波动剧烈，如果得不到

父母正确的心理抚养，极易诱发抑郁。该

书为众多家庭补上了一堂“心理养育课”。

《中年漂流：无法逃离的就业困境》[日]

小林美希著 邹韵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

年2月版/48.00元

ISBN：9787213104374

该书深度追访了日本中年打工一族的

就业现状。他们因为找不到一份稳定的正

式工作，不得不以打零工谋生。尽管他们

努力工作，但仍处于艰难的处境中，面临着

一系列婚姻、生育、住所等方面的问题。在

记述中年打工一族的就业困境的同时，书

中也进一步分析了造成如此困境的原因。

该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认识社会面

临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考视角。

科普类（5种）

《进击的病毒》史钧著/世界图书出版

公司2021年12月版/49.00元/

ISBN：9787519289614

该书介绍了病毒的起源和演变，病毒

对生物进化和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的巨大影

响，以及人类与病毒抗争的艰难历程。作

者以生动有趣的文笔，从进化论视角讲述

了亿万年来病毒与地球生命的“相爱相

杀”：一方面，病毒作为自然创造的冷血杀

手，带给人们疾病与死亡；另一方面，病毒

作为基因的横向传播载体，对于生命的进

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驱动了人

类的进化。病毒是人类最致命的敌人，同

时也是最可贵的“盟友”。

《量子力学究竟是什么》万维钢著/新

星出版社2022年1月版/69.00元

ISBN：9787513346986

该书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讲述

量子力学的诡秘。日常世界的桌子上不会突

然凭空冒出一个苹果和一个桔子。但是在微

观世界里，真空之中，就可以突然凭空冒出一

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正是因为微观世界的

这些“不正常”，才有了日常世界的“正常”。

量子力学是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哺育了几

乎所有的现代先进科技。通过这本书，可以

了解量子力学的前世今生，了解其发展史上

那些星辰一样的人物，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

概念和前沿理论，比如：全同粒子、波函数、量

子隧穿、超距作用、反物质、自旋、EPR佯谬、

薛定谔的猫、量子纠缠等等。

《人类未来细思量：科学与人文百题》

卞毓麟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2

年1月版/148.00元

ISBN：9787543984844

该书是关于星空知识的有趣介绍，内容

包括：缉拿小行星、奇怪的“越轨”行为、小个

儿的一家人、有趣的编号与命名、优先权之

争等。作者通过讲述说明，天文是观察和研

究宇宙间天体的学科，它研究天体的分布、

运动、位置、状态、结构、组成、性质及起源和

演化，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

《改变人类历史的植物》[葡]若泽·爱德

华多·门德斯·费朗著 时征译/商务印书馆

2022年1月版/108.00元

ISBN：9787100191135

作者阅读了大量葡萄牙语的第一手资

料，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从未或极少被人提及

的碎片化信息，通过文化研究的角度，对植

物的起源、传播、地理分布和经济利益进行

归纳总结。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文献，更结合

了许多旅行、航海故事，让文章的可读性大

大提升同时又充满趣味。除此之外，作者还

经常关注那些在当时最早编写有关新发现

领土的植物、药剂及医学等方面内容的作者

及其著作和手稿，其中囊括了很多对于植物

迁移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人物”。

《水陆精灵：中国珍稀濒危两栖爬行动

物手绘观察笔记》齐硕等著丁弋绘/江苏凤凰

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1月版/158.00元

ISBN：9787571320171

该书分为“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两部

分，共介绍了32种存在于我国的珍稀濒危

两栖爬行动物。每一篇都是由文章和手绘

构成，其中文字部分不仅提供了严谨细致

的科普介绍，也包含了两位青年学者对自

己野外实地考察第一手资料的分享，以及

围绕这些资料而来的见闻与思考。手绘图

则打破了既往同类图书只采用照片素材的

惯例，而是以更为人性化、艺术化的方式，

将这些珍稀物种的形态特征全面展现。

本期生活类图书的推荐，略微有一些沉重。纷乱的环境，时常传来

不好的消息，很多时候能做的也只有平复自己的内心。《遗物整理师》直

接面对生死之问。《N号房追踪记》让人再次回忆起那个举世震惊的丑

闻，在“三八节”来临之际，这样的作品和作者，提醒世人时刻要警惕那些

丑恶的角落。抑郁症普遍存在于很多人的周围，但往往亲朋并不太清楚

自己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少年抑郁症》通过17个家庭的经历给出一

份答案。35岁的年龄门槛，横亘在很多职场人的心头。《中年漂流：无法

逃离的就业困境》依旧是近邻日本的社会现象，同样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