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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坦然面对衰老与死亡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关键词 创新 发展 共同富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迈入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许多专家学者推出

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著作，让大众充分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和内涵。郑永年教授是著名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多年来，其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观点，在海内外产生了广

泛影响。《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是郑永年教授的新著，该书基于全球视野、历史纵深来把

握中国的共同富裕这一历史命题，并对实现共同富裕中国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环境，潜

在的机遇和挑战等作出深刻解读。6月，神州数码创始人郭为的《数字化的力量》阐述了

技术范式的变革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思维决定创新》也谈到正是技术创新让人们的生活

逐渐走向富裕之路。

数字化对人类的影响到底有多深刻？

《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郑永年著/浙江人

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78.00元

ISBN：9787213105623

如果把共同富裕置于当今世界背景中，人

们对推进共同富裕的世界意义就会有更为深

刻的理解。该书作者郑永年教授是世界著名

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多年来，其深入的中国

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观点，在海内外产生了重

大广泛的影响。该书基于全球视野、历史纵深

来把握中国的共同富裕这一历史命题，并对“实

现共同富裕中国面临怎样的国际、国内环境”，

“潜在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等作出了深刻解

读。可以说这是市面上为数不多地从全球视

角来解读中国共同富裕的图书。

《梁小民经济学夜话：宏观篇》梁小民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5月版/

59.00元

ISBN：9787108072986

经济学与大众密切相关，经济问题也是大

众关心的大问题，由于充满了专业词汇，有时令

人无法深入理解。有“大众经济学家”之称的梁

小民先生，多年致力于经济学的教学与普及，擅

长以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为例、用读者熟悉语言，

揭示经济学中的原理。该书紧跟当下时事，话

题涉及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如何衡量物价

水平、如何刺激投资、金融危机、科技创新等大

问题；也有对斯密、马尔萨斯、萨缪尔森等人物

的评论，并用经济学视角看待一些历史事件如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黑死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是是非非。话题新奇，文字生动有趣。在潜移

默化中让你参透经济学的奥秘，了解原来经济

学这么有意思。

《成长型企业如何打造强势品牌》杜忠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版/59.00元

ISBN：9787308224529

随着成长型企业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管

理机制的改变，企业的营销方式也应随之而变，

适应并推动企业的发展。该书作者杜忠是国

内知名工业品牌营销实战专家，他结合自己长

达20年的中小企业一线实际工作经历，从企业

市场营销内外部环境变化和趋势入手，先从认

知上改变中小企业对“品牌”的理解，破除传统

思维中的众多误区。之后结合案例，详细解读

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七步品牌打造法，帮

助读者快速掌握市场推广和品牌管控的方法。

《碳中和与中国未来》王文、刘锦涛、赵越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年 6 月版/

78.00元

ISBN：9787303278619

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

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助理研究员刘锦涛、赵

越共同完成。从2020年底开始，人大重阳迅速

将过往绿色金融的研究优势转换与升级到碳

中和领域，持续快速追踪国内外碳中和与绿色

发展领域的前沿动态，强化碳中和理论与实践

研究。该书细致梳理了碳中和目标和国际低

碳发展背景下的气候理论传承与发展、国家政

策制定与规划、行业减排路径与进展、国际合作

与竞争等前沿话题，对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开

展了十分有建设性的探讨。

《元宇宙陷阱》刘永谋著/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2年6月版/78.00元

ISBN：9787121437595

该书以新科技与人的关系为基本线索，从

人文视角全面审视元宇宙的兴起，聚焦元宇宙

的本质、历史、社会冲击、技术风险和应对策略，

以及元宇宙艺术、元宇宙游戏、元宇宙中的人与

自然等问题。思考如何让元宇宙服务于社会

福祉和公众利益，直面元宇宙的挑战，警示可能

的“元宇宙的陷阱”，呼吁社会未雨绸缪，防患于

未然。

《迈向橄榄型社会》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

究部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6月版/88.00元

ISBN：9787521743890

该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专业的数量分析和

严谨的学术思考，系统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路

径和策略。书中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

富裕，关键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目标

是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该书认

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显示，贫富分化并非不可控

制，不平等的下降也不会自动发生，关键还是看

公共政策的选择。书中有两个观点很有价值。

一个观点是关于一次分配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

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失去公平，就很难靠二

次、三次分配来矫正并缩小差距。另一个观点是

关于二次分配的。目前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提高直接税比重。而存量财产型的税种如房产

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仍未实施，是个短板。

《思维决定创新：20世纪改变美国的工程思

想》[美]小戴维·P. 比林顿著/中译出版社2022年

6月版/78.00元

ISBN：9787500169574

该书讲述的是1920 年以来改变美国乃至世

界的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创新，以及这些创新从产

生到实现的全过程。这些创新既包括了美国的

大型公共工程，例如胡佛大坝、高速公路以及登

月工程，也包括了微芯片、核能、计算机和互联

网，正是这些创新引领我们进入了21世纪。该书

还揭示出具有超常洞察力的工程师可以推动颠

覆式的创新，而一个活跃且积极的社会将会是创

新的沃土。

《货币缩水》[美]欧文·费雪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2年6月版/59.00元

ISBN：9787559848666

生活成本为何居高不下？费雪在本书提出

著名的交易方程式，揭示了决定物价的三大因

素，用于分析当下政策、事件对物价的影响。该

书还探讨了货币的本质及价值支撑，破除了对货

币的误解；用资产负债表逐步展示银行信用不断

扩张的过程；以辩论方式论证历史上复本位制究

竟能否让币值稳定；并用交易方程式推演物价变

动如何触发经济周期，并提出措施降低经济危机

的次数和后果。书中还对导致“生活成本高昂”

的近30种流行说法一一驳斥，并说明持有这些错

误信念的后果。

《数字化的力量》郭为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年6月版/99.00元

ISBN：9787111708094

作为神州数码创始人，郭为在该书中以数

字化的前世今生为切入点，回溯了人类认知与

数字科技的发展过程，阐述了认知颠覆、技术范

式变革、新基建的蓬勃发展对数字文明的深远

影响，以及云原生、数字原生和元宇宙将会给人

们的工作、生活和企业的发展带来哪些积极意

义。郭为还基于自己在数字化领域的多年思考

与实践，提出了数字化转型就是对商业模式和

企业价值重构的观点，并为企业规划出数字化

转型的四条可行路径：资产数字化、产业数联、

决策数智化和企业无边界。

《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

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曹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6月版/55.00元

ISBN：9787301329818

该书以奥斯曼帝国、英属印度、英属锡兰等

地区为个案，以这些地区的饮水工程、港口建设

以及自行车、缝纫机、发动机、厨房的推广为线索，

用生动的细节剖析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展

现了西方基建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普通人日常生

活的巨大改变。作者在书中呈现了基建以及现代

化对于普通人生活带来的深刻变革，同时还阐明

了基建也被亚洲进行在地化的改造和利用，从而

展现了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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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爸，咱们去看萤火虫——照护失

能父亲三十年》季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

版社2022年5月版/69.00元

ISBN：9787522312606

作者用10万多字，真实记录“三哥”

照护父母日常的点点滴滴，再现“中国式

养老”的不易和温暖。老父亲，52岁时，

正值壮年，却患脑溢血霍然倒下。30年

来，又3次复发脑溢血和脑梗，后演化为

长达5年的老年痴呆，完全失言、失便、失

智、失能，生活无法自理。老母亲，也因

经历几次大手术，身体每况愈下。叔先，

书中“三哥”，五个子女中排行老三，30年

来，独自一人，24小时贴身沉浸式照护双

亲，从身体到心理，历经常人不能想象之

艰难。因工作需要，他培育萤火虫十几

年，不得不带着父母上夜班。

《登山物语》郭净著/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2022年6月版/69.00元

ISBN：9787559657992

作者郭净自 1998 年起持续关注山

难事件。书中，作者结合自己十几年田

野调查中对登山幸存者、遇难者家属、地

方山民等的采访，以及各界研究“梅里山

难”的资料，对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最大程

度地还原了山难全貌。相较于客观事实，

作者更注重经历者的个人体验。书中，

“登山者”“山民”“冰川本身”“登山爱好

者”“遇难者家属”等均被倾听、记录。通

过对身处不同文化下人们对同一事件认

知的理解，文化与文化获得沟通的可能。

《海阔天空：Beyond与我的人生故

事》许金晶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6月版/49.00元

ISBN：9787305256158

该书讲述了 17 位中国人与华语乐

坛殿堂级乐队 Beyond音乐相伴的人生

故事。讲述者中，既有杨早、郑嘉励等学

者，也有菠萝大哥、居莱提、段同愿等音

乐人，更多的则是包括发型设计师、小店

店主在内的普通中国人。通过多元化的

作者组合，展现Beyond音乐超越职业、

阶层、教育背景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并用鲜活的一手资料，揭示Beyond乐队

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接受史与阐释史。

《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日]上

野千鹤子著廖荣发译/译林出版社2022

年5月版/58.00元

ISBN：9787544790710

不想在养老院或医院，而是在自己

熟悉的家中、以自己的方式迎来最后的

时光——这恐怕是很多人的晚年期许。

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医疗、看护、护理等

最新情况的全面调研，分享自己为晚年

生活所做的准备，带给读者击退“孤独

死”恐慌的信心。在老龄化社会日益临

近、独居人口逐渐增多的当下，上野千鹤

子的观察和心得或许能给人们提供一些

有益借鉴。

《树木希林：如此珍贵的我》[日] 树

木希林著 毛叶枫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22年6月版/56.00元

ISBN：9787569945775

书中收录了树木希林离世前长达7

小时的最后一次对谈。树木希林女儿内

田也哉子首次谈及母亲临终的日子、追忆

母亲与众不同的家庭观及育儿观。该书

并非全是佳话，树木希林那些不为人知

的、自私的、怪异的、不合时宜的特质，终

于坦诚相见，她终究彻底地活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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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之巅——珠峰传》徐永清著/青

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版/128.00元

ISBN：9787225062945

该书以世界文明的坐标和视角，全

面、客观、准确、生动地介绍了地球之巅

——珠穆朗玛峰。作品回溯珠峰的地理

变迁，展现自然风貌，梳理人文蕴涵，讴

歌登山壮举，介绍测绘经纬。作者从“珠

峰之美”开始，围绕地球之巅的崛起、山

南水北、经幡猎猎、夏尔巴人、高山风云、

在那严酷的山峰、珠峰脚下的硝烟、攀登

者朝圣八个方面，用简明而感性的笔触

介绍了这座世界最高峰。

《科学时代：引领未来的关键技术》

[西]阿尔韦特·卡纳格尔等著慕真、闫文

驰译/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

5月版/49.00元

ISBN：9787571327767

该书完整收录了斯蒂芬·霍金的相

对论作品，系统梳理了 20 世纪太空探

索、核能开发、化学应用、生命科学和通

信等各科技领域的发展脉络及重要突

破，展示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等学科的杰出成果，为未来的科技发展

指明了方向。书中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

和科学照片以及示意图，从火箭、探测

器、医疗设备、集成电路照片到核能发

电原理图，直观展示了20 世纪的科学成

就，同时也指出了塑料污染等人类发展

必须解决的环境问题。

《氢能革命：清洁能源的未来蓝图》

[意]马可·阿尔韦拉著 刘玮、万燕鸣、张

岩译/机械工业出版社6月版/79.00元

ISBN：9787111705703

该书系《金融时报》2021 年最佳图

书。书中介绍到，有一种全新的清洁能

源能帮助人们走出困境，那就是氢能。

从交通和基础设施到供暖和电力，氢能

可以取代化石能源，促进经济增长，并鼓

励全球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它还可以

解决当今可再生能源最令人头疼的问

题，如风能与太阳能的运输、储存及其对

天气变化的脆弱性，电池的笨重、短寿命

和低效率等。氢能革命不仅是一项强大

的新技术的宣言，它还是一个充满希望

的未来启示。

《科学的画廊：图片里的科学史》

[英] 约翰·D. 巴罗著唐静、李盼译/人民

邮电出版社2022年6月版/199.80元

ISBN：9787115583246

该书汇集了近200幅科学史上的经

典图像，这些图像代表着科学发展史中

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从简单的图表到

第一张世界地图，从手绘、照片到计算机

成像，该书回顾了天文学、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历史转折点，以图

像讲解知识，展现人类科学思想发展史

中的高光时刻。

《鲸之骨：穿越海陆与时空的寻鲸之

旅》[美]尼克·彭森著曾千慧译/海峡书局

2022年6月版/68.00元

ISBN：9787556709427

该书记录了古生物学家尼克·彭森“鲸

之旅”的精彩瞬间：在小艇上为鲸打上标记，

在鲸尸中收集标本，在岩层里奋力挖掘化

石……同时，在对鲸类骨骼和化石的分辨

中，作者也在探索这种神秘生物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鲸类的祖先何以从陆地来到水

中？它们如今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在与人

类共存的世界，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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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生活书单有些“沉重”，所选的图书之中，多数都与衰老、死亡这

些终极命题相关。“中国式”养老的艰难和温暖，面对山难的个人体验，如何

与亲近之人道别……面对病痛与死亡迫近的最后时刻，普通人又是否能如

同树木希林那般坦诚？

《十万个为什么》少儿科普剧上线喜马拉雅儿童APP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喜马拉雅儿童联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品首档少儿科普剧《十万个为什么》，以音频

广播剧形式推出经典科普IP，并通过喜马拉雅AI技术推出AI讲读版。这部少儿科普剧已上线喜马拉雅及喜马拉

雅儿童APP，陪伴青少年度过快乐的暑假时光。《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

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60年来这套书累计发行逾亿册，是新中国几代青少年的科学启蒙读物，已经成为中国原创

科普图书的经典品牌。该社负责人表示：“此次授权喜马拉雅推出《十万个为什么》少儿科普剧，是少年儿童出版社

近年来开展打击侵权、做强品牌影响力工作的一部分。喜马拉雅通过内容制作、产品运营等优势，首次以有声化方

式呈现少儿科普出版的经典品牌，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这一经典品牌的数字化进程。”

喜马拉雅总结出科普类专辑的核心亮点：人体奥秘、宇宙星空、军事科技、生活常识、地理、动植物世界等，设置

了动物、恐龙、人体、宇宙、技术五大内容主题，筛选出150个代表科技发展前沿和青少年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全新

科普剧的形式充分融入互动和提问环节，引导青少年在“声”临其境中探究科学知识，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喜马

拉雅还邀请在儿童领域具有多个爆款栏目的制作团队，从青少年用户使用体验出发，以丰富的制作经验进行改编

创作。喜马拉雅制作团队通过精心配音、配乐和情景打造，为青少年听众创造出“声”临其境的体验。少年儿童出

版社则深度打磨和审校音频文本创作，对文本的表达、知识点的严谨程度充分把关，为内容的科学性、前沿性、权威

性提供了可靠保证。 （陆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