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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财经类好书，有多部关注中国经济成就，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的作品。如复旦大学经

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新作《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探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

帮助我们理解千变万化的经济世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的《经济的常

识》，冷静分析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挑战，为下一步发展提供自己的观察和建议。今年四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呼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北京师范

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林永生教授的《市场经济与统一大市场》结合当前背景，

研判全国统一大市场如何构建，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如何走好下一程

《市场经济与统一大市场》林永生著/中

译出版社2022年8月版/68.00元

ISBN：9787500171133

该书梳理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

论的突破和实践探索的成果，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机制的形成、法律保障以及当前国家

大力推动的国企改革等方面论述了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发展以及在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并针对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出了展望与建议。该书还探讨了全国统

一大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当前时代背景，研判全国统一大市场

如何构建，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参考价值。

《市场主导：金融如何改造社会》[美]杰拉

德·戴维斯著杨建玫、娄钰译/浙江大学出版

社2022年8月版/68.00元

ISBN：9787308225526

该书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发

生的一系列重大经济事件都是围绕着金融业

产生的。金融事实上成为一种新的宗教，而

世界则成为一个金融的世界。该书作者考

察了20世纪以来金融业如何在美国经济社

会中一步一步占据中心舞台最终重塑改造

了整个美国社会的过程。他认为，现代的公

司已经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创造更多的

持股收益上，而不是为了保证经济健康活力

和就业充分以及社会保障方面，银行也转变

了其传统的吸储放贷的角色而更多地把债

务转化为股权；整个社会面临着被金融业绑

架的危险。该书提出，从合理合法的角度引

导金融业正向发展，对国计民生都将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

《元宇宙改变一切》[加]马修·鲍尔著/浙

江教育出版社2022年9月版/109.90元

ISBN：9787572240522

我们正在从大数据时代真正迈入元宇宙

时代，元宇宙已经在颠覆我们的生活、工作与

思维方式。谁最先进入元宇宙，谁就将赢得

未来。随着元宇宙热潮的进一步发酵，人们

对元宇宙是什么以及它将会带领人类走向

何方众说纷纭。2022 年，“元宇宙商业之

父”，也是全球最早系统介绍元宇宙的趋势

家，影响了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杰

夫·贝佐斯等科技商业大咖的元宇宙定义者

马修·鲍尔，带来了他的开创性新书《元宇宙

改变一切》。在该书中，鲍尔给出了元宇宙

的明确定义，并凭借翔实的商业科技史料深

入分析，精彩地诠释阐释了为什么要了解元

宇宙、为什么要继续发展元宇宙，以及这样

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数字化商业模式》邓宏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2022年9月版/99.00元

ISBN：9787302614555

该书作者是从业30年的咨询导师与数

字化转型研究者，先后参与多项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团体标准的编写。他在书中清晰地

描述了数字化商业模式运作的基本原理，揭

示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深度剖析国内

外36个数字化转型经典案例，并用一张画布

轻松描绘数字化转型蓝图，为企业破解转型

的“密码”。

《共同富裕理论探索》谢伏瞻、高培勇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 9 月版/

78.00元

ISBN：9787522706917

该书是对共同富裕整体的、全面的阐述，

也有深入具体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作者

从多个维度和侧面阐释共同富裕的特征，给

出了共同富裕理论上的“鸟瞰图”，也给出了

推进共同富裕的原则与途径，是共同富裕实

践中的“路线图”。该书从不同的角度、侧面

对共同富裕具体领域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

了理论上的回答和阐释。

《最底层的十亿人：贫穷国家为何失败？》

保罗·科利尔著/上海三联书店 2022年9月

版/75.00元

ISBN：9787542677761

作者在撰写该书时正于世界银行任职，

这使得他得以跨越政治、经济、社会的边界，

综合宏观地思考和解释非洲贫穷的根源。该

书从内战、自然资源、地缘关系与国家治理四

个方面着手，解释了非洲何以深陷贫穷难以

自拔。书中观点乍看有些反直觉，但却均有

扎实的研究数据与严谨的逻辑作支撑。作者

分析了援助、军事干预与贸易政策中，哪些是

真正有效的，哪些实际上有碍于帮助非洲，以

务实的精神提出了改良的政策建议。

《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张军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2年9月版/58.00元

ISBN：9787213106774

该书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解答时代之问的新著。作品聚焦中国当前宏

观经济和未来发展的路径，从新基建、新能

源、新消费到产业互联网、数字经济、零工经

济，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分析背后的本质与

动因，将经济学思维应用于真实生活场景，让

每个人都能理解千变万化的经济世界，读懂

时代、顺势而为、把握机遇。

《经济的常识》姚洋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版/69.00元

ISBN：9787521747430

该书作者客观和冷静地分析中国经济当

前的问题与挑战，提供自己的观察、实践与研

究所得。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谈到

内部的经济变量，包括全球供应链转移、城市

化、企业发展、消费振兴、老龄化、金融对策等

话题，为读者描绘经济现状、提供应对建议。

《对机器人征税——如何使数字经济

适应AI？》[瑞士]泽维尔·奥伯森著 王桦宇、

孙伯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版/

73.00元

ISBN：9787208178700

AI的发展让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应用在

工业经济和高端服务领域。乐观主义者认为

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摧毁许多工作岗位，但同

时也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悲观主义者认为

智能化机器人最终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无

论如何，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势必会减少税

基，给每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带来新的挑战。

该书对机器人征税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试图为AI和机器人提供一个切合实际的税

法上的定义，并考虑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

书中详细探讨了未来机器人税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侧重于机器人的使用征税，第二

阶段则将机器人视为独立纳税人进行征税。

《全球粮食危机：人口大国如何应对》

魏礼群主编/东方出版社 2022 年 9 月版/

69.00元

ISBN：9787520729345

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引发新一轮世

界粮食危机，中国在2022年再次强调粮食安

全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形势究竟怎么样、

人民的饭碗能不能端稳、粮食是否会像芯片

一样被人卡脖子、粮食危机来了怎么办等一

系列问题，受到读者广泛关注。该书以“百

年变局与疫情震荡交织下的世界粮食危

机”“影响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新趋势与

新问题”“内外统筹以我为主，走中国特色

粮食安全之路”“以大食物观，构建更高层

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四个专题，解读

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并对世界粮食安全

作了系统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粮食安全

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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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来仪》谢其章著/华文出版社

2022年8月版/68.00元

ISBN：9787507556490

该书收录藏书家谢其章近几年读书、

藏书的心得体会。一个个近现代文人，一桩

桩文坛趣事在书中跃然纸上。书中篇目涉

及人们熟悉的鲁迅、张爱玲、叶灵凤、黄裳、

沈昌文；也涉及人们不甚熟悉的包天笑、简

又文、唐大郎；还涉及大家也许是头一次听

闻的丁力、李景慈、梁又铭等人。这些人物

都曾活跃在文坛和报坛，在一份份古旧刊物

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与一些有趣的掌故。作

者依托自己收藏的古旧书刊，挖掘尘封的往

事和文海遗珠，使得人们对这些曾经的文化

名人，以及一份份刊物，产生更深入的了

解。书中还讲述了作者与众多爱书人、藏

书人相互交往的种种故事和滴滴真情。

《担头看花》陆灏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8月版/79.00元

ISBN：9787532183302

该书是“沪上陆公子”陆灏先生时隔四

年之后推出的新著，书名取自宋人熟语“卖

花担上看桃李”。其内容包括钱锺书的猫、

俞平伯与侦探小说、容庚之被逐出北大、以

赛亚·伯林的初恋、黄裳五次题跋的《印存玄

览》……有趣闻，有史事，有藏品，搜罗抉剔

之间，都是活泼的精神气象。该书设计制作

精良，更有20余幅精美插图，特别收录钱锺

书批改的校样、卞之琳赠作者信札、方重旧

藏英文书等，令人大饱眼福。

《不被定义的女性》马晓韵著/人民邮

电出版社2022年8月版/59.80元

ISBN：9787115596659

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诠释了集体潜

意识对女性的影响，从女性心理困惑、自

我、爱与关系、工作事业、疗愈五个维度出

发，陪伴我们慢慢告别那些限制人生可能性

的规则，走出既定的人生脚本，战胜前进过

程中内心的恐惧和冲突，拥有向生命深处发

展的自由和活出自我的勇气。每一位女性，

都可以在这本书中看见自己，找到共鸣。

《诺贝尔晚宴：一个世纪的美食历史

（1901-2001）》[瑞典] 乌利卡·索德琳德著

张婍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8月版/59.00元

ISBN：9787108073587

该书包罗万象，不仅呈现了关于诺贝

尔晚宴菜单的所有众所周知的事实，还介

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既有关于诺贝

尔晚宴本身的，也有关于瑞典国王和王后

每年12月11日在王宫为获奖者举行的传

统宴会。书中以美食达人为核心，重点讲

述一个世纪里历届盛宴供应的食物和饮

品，详细罗列并分析了每场晚宴的组成和

内容，如后厨的诸多工作、葡萄酒的倾倒方

式、男女服务员面临的特殊挑战等，提供了

多个有趣的视角。

《书店不屈宣言》[日]田口久美子著季

珂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版/59.00元

ISBN：9787559851192

该书是日本从业长达半个世纪的顶尖

书店人——田口久美子的书店观察日记。

书中以和不同店员的访谈为线索，串连起

杂志、漫画、轻小说、童书、语言类书籍在日

本市场上的发展现状，细腻又全面地介绍了

书的销售方式和书店店员目前的生活状

态。作者田口经历过日本书业的黄金年代，

曾是日本现象级书店LIBRO“今泉时代”的

三位灵魂人物之一，但也目睹了书店行业随

之而来的衰败，千帆过尽，仍斗志昂扬，以巨

大的激情和信念宣告自身决不屈服。

科普类（5种）

《临近：即将改变我们未来的科技革

命》汪诘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22年7月

版/40.00元

ISBN：9787571015114

该书主要介绍新科技会给人们带来的

改变，如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的差异、区块

链和比特币、湍流、中微子、虚粒子、平行宇

宙等等的来龙去脉等。这些是现在大众关

心的热门话题，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在探

索未来的可能，这些话题关注的不仅是科

学知识本身，还有科学知识、科学故事背后

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

《新药史话：从万能药到生命科学前

沿》彭雷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版/85.00元

ISBN：9787302612490

该书是关于新药科学史的科普图书，

内容涉及新药学说的争论与发展、历史人

物及史实，世界制药工业体系、药物合成、

药物在多种疗法中的作用等，从工业革命、

战争与世界制药工业体系讲到近代化学与

药物合成，从进化论、基因与生物药出现到

免疫疗法、细胞疗法的出现，内容非常丰

富，观点新颖，明确提出推动新药发现的，

是学说争论、科学竞赛、专利纠纷等。该书

不只是描述科学家的灵感和贡献，更多着

墨于科学家的失误，展示科学家的另一面。

《不可思议的科学史》鬼谷藏龙著/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2022年7月版/56.00元

ISBN：9787518991693

从被遗忘半个世纪的DNA双螺旋结

构之母，到疯狂单挑6国科学家的“人造生

命之父”，如今神经操控仿生四肢已能让截

肢病人恢复如常，作者用诙谐而通俗的语

言，带人走过人类基因探索全历程，了解那

些掌控人类生命的隐形力量。作者希望用

有理、有据的科学知识，纠正人们原本以为

正确的“科幻”常识，基因、克隆、神经操控、

嵌合体……科幻照进现实，打通阻隔科学

与大众之间那道厚厚的墙。

《十年山野路漫漫：新生代化石考察

记》邓涛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8

月版/79.00元

ISBN：9787547857120

作者以野外考察笔记的方式记述了其

于2011~2020年，在祖国各地乃至全球各

地，尤其是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山野里

探求追索的难忘经历。内容涉及的研究

有：证明以披毛犀为代表的冰期动物群起

源于高海拔的青藏高原，推翻了“北极起

源”假说；为研究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的强

烈隆升及其对气候环境演变的巨大影响，

提供了更多化石证据等。从另一侧面——

科学家本人的科考感受和考察印迹，体现

了他们在丰富人类的古生物古地质知识过

程中不畏艰苦、脚踏实地的科学家精神。

《胃，你好吗》田艳涛著/人民卫生出版

社2022年8月版/59.00元

ISBN：9787117333733

该书作者独辟蹊径，通过深入调研广

受欢迎的健康科普网络平台，选取广大民

众、网友、读者和粉丝们最为关注、点击量

最高的胃部困扰和相关疾病，把200余条

大众关心的，与胃部和消化系统相关、原汁

原味的朴素问题进行提炼并分门别类，查

阅国内外权威文献，用准确无误、温馨幽默

的语言进行专业且通俗易懂的解答，指导

社会大众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合理预防，正

确就医，做到胃癌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本期生活类图书，好几本和藏书相关。《有书来仪》是谢其章近年读书的一些体

会，其中写到了众多近现代文人掌故。《担头看花》是“沪上陆公子”的同类型作品。《书

店不屈宣言》是顶尖书店人——田口久美子的观察日记。科普类图书中，既有关乎健康

的《胃，你好吗》《新药史话》，也有关乎科技和未来的读本。

《数字文化经济浪潮》：全景式分析数字经济时代文化发展大趋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数字文化经济促进与治理研讨会暨《数字文化经济浪潮》新书发布会在

京举办。活动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主办，北京文创板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中译出版社社长乔卫兵、北京文创板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牛天祥、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巍、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中央

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刘双舟、完美世界集团总编辑伊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

研究中心主任吴承忠、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郭万超、北京文创板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李玥等专家出席。

今年5月，两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数字文化经济推向了前沿。研

讨会就数字文化经济政策促进、技术发展前沿、新业态与新模式、文化数据资产、数字经济治理等相关

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数字文化经济浪潮》作者金巍在会上就数字文化发展的四大趋势做了分析：一

是数字文化经济政策日渐密集，强力推动数字文化经济变革；二是集群式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并进入文

化企业生产和居民文化消费领域；三是文化经济多形态加速数字化进程，数字文化业态在文化经济结

构中居主导地位；四是文化数据资源正在成为文化生产关键要素，成为经济活动中可确权、可评估、可交

易的资产。 （文 萱）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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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