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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
得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为主题的图
书成为海外出版机构的出版热点。遗憾
的是，此前的不少学术著作充满了西方
话语，难以准确、真实地阐释中国。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这一年，“嫦娥四号”成功在月球背
面着陆，第二艘航母出海试航，中国迎
来5G时代……中国主题图书也有了新的
突破。本文推荐几本2019年最受海外媒
体、读者关注的学术图书，以勾勒这种
趋势。

《领导力与大国的崛起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2019
年 4 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作者阎学
通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

长，长期致力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安全
和中美关系研究。该书甫一出版，就获
得了各界的关注与好评。西班牙 《国家
报》在2019年12月发文《理解当代中国
的五本书》，将此书列为向西语世界读者
推荐的第一本书。伦敦经济学院名誉教
授巴里·布赞评价：“在这本重要的新书
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从中国角度看待
现实世界和历史的思考。我欢迎这种对
欧洲为中心的正统学术观念的修正。迄
今为止在欧洲市场上没有这样的图书。”

《华尔街日报》 2019 年 12 月 18 日发表斯
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奥斯林研究员的书
评，文章认为作者通过中国古代政治哲
学来思考现代治国之道，提出了一种国
际领导的新类型，国家因此发展出足够
的战略信誉来赢得盟友和拥护者，并建
立稳定的国际秩序。

在世界最大的读者平台 goodreads
上，一位署名为Richard的读者给该书打
了5分满分并评论到：“这是一本关于中
国如何看待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以及崛
起的国家如何挑战主导力量的图书，写
得很好很尖锐。对历史常识缺乏理解以
及对个人和国家信誉忽视，导致了美国
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下降。”

2019 年 3 月由赫斯特出版社出版的
《一带一路：中国世界秩序 （Belt and
Road： A ChineseWorldOrder） 》， 作
者布鲁诺·马萨斯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
高级研究员，曾任葡萄牙欧洲事务部
长，是CNN、BBC和半岛电视台的定期
评论员，经常为英国的《金融时报》《卫
报》 和 《外交事务》 撰稿。本书强调指
出，“一带一路”象征着重塑世界经济的
一个新阶段，北京被塑造为全球化的新
中心。尽管作者依据惯有的西方中心主
义视角设问：“‘一带一路’可以预示一
套新的、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普遍政治
价值观吗？”但还是客观追溯了这项非凡
举措的历史，强调了迄今为止的伟大成
就及其惊人的复杂性。汇丰银行前董事
长、伦敦亚洲之家董事长斯蒂芬·格林写
到：“这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刻
的全面考查，它将对经济发展以及重塑
全球秩序产生影响。请美国和欧洲注
意！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必读书。”

《华尔街日报》2019年6月刊发的书
评中写到：“长期以来，地缘政治权力的
中心一直是美国，但现在，欧亚大陆正
在变得日益一体化……本书有远见而细
致地描述了中国对这一欧亚贸易区的掌
握。迄今为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基本上是用西方术语来定义的，而马
萨斯先生则给了我们中国的世界观。”

在 goodreads 上 ， 有 128 名 读 者 评
分，其中 92%喜欢并推荐这本书。获得
点赞最多的一条书评写到：“这是迄今为

止最有见地、清晰且无偏见的作品之一。
作者秉持公正的观点，并使用政治分析
师的中立视角，指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所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成果。作者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天下”的一般
原则。中国的“天下”强调，团结是国家
之间的联系网络，它们比单纯的法律要
重要得多。美德、团结的呼唤将“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陆地和海洋汇集在一起。

《破解中国之谜：为什么传统的经济
思想观念是错误的 （Cracking the Chi-
na Conundrum： WhyConventionalEco-
nomicWisdomIsWrong） 》， 2017 年 7 月
由牛津大学出版，因为读者在2019年讨
论热烈，所以也推荐至此。作者黄育川
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1997年至2004年
任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现供职于
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该书
指出：尽管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对于中国
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权力关系的讨论引起
了普通公众极大的关注，但有关中国经
济的传统思想观念却常常是错误的。中
国的经济体系在许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
的，它是由市场和国家共同驱动的，在
西方经济教科书里很难一一对应。亚马
逊上21名买家给出综合4.7/5的分数。

畅销书 《中国经济：每个人都需要
知道的》 一书作者 R. Kroeber 推荐到：

“多年来，外国分析家一直低估了中国的
经济潜力及其中国解决阻碍其发展问题
的能力。黄育川的著作帮助我们找到了
原因。该书对于任何想了解中国的人来
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中国经济已
经走了这么远，它还有什么机会落入中
等收入陷阱？”

在goodreads上43人给了评分，其中
95%喜欢并推荐该书，一名署名 Steve的
读者写道：“作者对中国的许多宏观经济
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思考，戳破了近
年来占据美国政治和媒体头条的主观化
的结论。这本书呼吁抵制主观感情主
义，更加关注影响中国行为的特殊情
况。”独立数字媒体 《超级中国 （Sup-
China）》 在 2017 年发表书评：“西式自
由市场、民主或人权保障是西方世界取
得成功的支柱。中国的成功间接挑战了
这些原则，并对是否真的存在一种‘一
刀切’的方法来建设一个国家的金融和
经济提出了质疑。”

可喜的是，上述中国主题图书都尝
试着抛开西方学术理论框架来对中国道
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进行解读，三
本书中有两本由通晓西方社会、经济的
中国学者撰写，这是从“阐释中国”到

“中国阐释”初步的质的突破。期待2020
年后，这样的著述越来越多。（作者何明
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苏悦为国际
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日前，青岛市图书馆 2019年读
者阅读倾向分析报告出炉。在读者
借阅排行榜中，一位温姓读者荣登
借 阅 榜 榜 首 ， 以 总 借 阅 册 数 548
册、日均借阅1.5册的借阅量，超过
2018年的借阅冠军。

近年来，很多公共图书馆非常
注重对读者的阅读倾向进行梳理、
分析，往往在年终搞一个图书馆公
共设施的读者使用和阅读情况的数
据统计，借此反映市民阅读习惯的

特征和变化以及当地全民阅读的现
状。这一做法用心良苦，也是必要
的。不过，有的图书馆在分析读者
的阅读情况过程中，似乎过于偏重
总借阅册数，甚至以借阅册数论英
雄，推出所谓的借阅榜榜首，叫人
觉得意义不大。

借阅数量，顾名思义包含两个
方面：一个是借，一个是阅。

从理论上说，借阅数量在某种
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对阅读的喜好
程度。但借与阅显然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借不等于阅。一个极其浅显
的道理是：借阅冠军绝不等同于读
书冠军，它只是证明其借的图书多
而已，跟我们理解的阅读没有直接
的关系。

我们知道，借得多不代表读得
多，书是用来读的，而不是拿回家
去就行。其实，借书易而读书难。
借书，只要多去图书馆就行了，而
读书则需要下点真功夫、笨功夫，
需要耐得住寂寞。

读书功夫不在速度。虽然一个
人通过不断阅读，阅读的速度和阅
读数量会得到有效提升，但日均借
阅1.5册，不要说细读、精读，就是
随便翻翻、走马观花恐也很难做
到。从这个角度说，图书馆应该淡
化借阅量的数据统计，尤其不必搞
什么借阅榜首，因为这会助长只借
不看或浮光掠影的读书风气。

说到底，借阅量不是阅读量，
借阅的名次并不能完全体现对阅读
的重视。图书馆要把关注点放到读
者对哪些图书比较认可和喜爱，他
们读了这些书又有些什么收获这类
具有实际意义的事上，强调真阅
读，提倡阅读的质量，而不是比赛
谁借阅得多。

书籍于我，是人生路途的伴
侣。幸而有它们，风雨无碍，朝花
同笑，把日子装得满满当当。我愿
把时间都给它们，可惜，全部活在
书里的念头，只是一种痴想。更何
况书山书海，鳞次栉比，谁能到达
这世界的尽头？因此我们总会有取
舍，有喜欢有期待。

现在的书确实越做越漂亮了。
博里亚·萨克斯的 《乌鸦》，手工精
装黑布封皮，高级的黑卡纸，特制
毛边绒绒就像羽翅拂过手心；卡尔
文·汤姆金斯的 《杜尚》，苔藓绿的
布封，简雅的字体，侧边切口印了
签名体的“Marcel Duchamp”，别出
心裁，制造奢华时尚的品位。

有些书，初看封面并不惊艳，
翻开才会发现，做书者的用心极其
细致。《观看的技艺：里尔克论塞尚
书信选》 书如其名，字体、版式和
附图的“三折画”打开方式，匠心
独具，创意十足。《东京老铺》《鸟
瞰古文明》《在他们消失以前》，高
清大幅手绘、图画与摄影，一流的
视觉效果，产生非凡的感染力。

作为颜控，一见钟情，首先来
自外貌、姿态、装扮的魅力。不
过，若要深处，除了“美色”，内在
也当优秀。上述书籍全都秀外慧
中，《杜尚》堪称传记典范，把个人
艺术生涯与现代艺术发展轨迹紧密
结合，呈现作者精深的鉴赏力与辨
析力。《鸟瞰古文明》，复原古巴比
伦、埃及、希腊、罗马、迦太基等
古代城邦的伟大建筑，风沙吹回了
山丘、平原、宫殿和神庙的名字，
与之牵连的故事唤醒我们的记忆。

书籍作为载体，文字品质是最
根本的。我有个习惯，睡前爱读小
闲书。《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佩

索阿化身“冈波斯”，去往远方，去
尝试，去冒险，满怀激情地书写。

《生活研究》，罗伯特·洛威尔沉淀了
愤怒，从控诉社会转向更私密的内
心探索，以梦为马，以笔为桨。幽
静的灯下，我读几首诗，然后睡
去，或许也有哒哒的蹄声或潺潺的
水音，悄然回响在梦里。或者，读
一些散文随笔，日常化的笔调，清
淡绵柔，安抚惫懒的身心。

日间正襟端坐，桌上摊开的，
常是大部头。碎片化的信息时代，
人仿佛也变得轻飘，大部头就像压
舱石，或者锚，安置我们的所在。

“一个人若只能望这尘世一眼，这
一眼应当给伊斯坦布尔。”很喜欢
腰封文案的这句话。昔日繁华，今
夕何觅？一曲挽歌，邈远忧伤。70
万字，如此厚重才配得上 《伊斯坦
布尔三城记》。历史仿如倒带的胶
卷，在眼前掠过，光影流年，一眼
千年。每个月，读一些大部头，或
主题阅读吧！你会觉得，怎么才读
了这么点书，时间就在书页的哗哗
声里翻走了，日子紧张又活泼。

林林总总，今年家里又多了千
余册书。有人问：“这么多书，你
都读了吗？”这类问题其实不重

要。囤书，营造自我的天地，是独
属于我的“场”。随手捡一本书，就
能开启一次旅程。有时简短，有时
漫长。那些暂时没有携带的“行
李”，也是我的“家”的组成部分，
尽管有些大概永远只能作为“砖
瓦”。可是，有它们在，所有的日
子，会更觉得满足安心。

无法踏足世界的每个角落。所
有的未经之地给予我们的期许，才
能让我们一次次出发。

“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
是为着接受一切好的东西而敞
开的。”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的名言或可作为 《大山里的
小诗人》这本诗集问世的注脚。

诗集的小作者都是山区的
孩子，山的高峻与生活的不富
裕并未束缚他们的想象，相
反，诗歌成为与他们昼夜相伴
的小伙伴。

对于他们，生活可能是这
样的：父母到山外打工，爷爷
奶奶身体病弱，生活拮据。但
他们幼小的心灵自动屏蔽掉这
些不愉快和沉重的元素，而选
择对美好、希望、团圆敞开。
这样的心灵切换中，诗歌无疑
是一根点石成金的手指。

长大是一件很难的事
上一次和爸爸妈妈告别的

时候
我学会了忍住不哭
我就知道
自己长大了
山里的孩子对成长依然充

满憧憬。长大做什么呢？诗中
没有说，但用小小的身子担起
生活重负、不让远行的父母担
忧的感情充盈于字里行间。

诗，成为沟通时间和空间
的一座桥梁。

当你越来越瘦
我知道
妈妈回家的日子就越来越

近
一首《日历》，短短的，萦

绕于其中的思念却长长的。
诗，成为跨越现实与梦想

的桥梁。桥梁的形象是多种多
样的。比如，中国银联。

布莱尔曾说：“儿童的天真

和老人的理智是两个季节所结
的果实。”诗歌 POS 机吞入 1
元钱，就把一首孩子从心底里
淌出的诗歌吐出来，这一吞一
吐，不仅成为连接写诗者与读
诗者之间的桥梁，更成为一座
连接天真与成熟的桥梁，人们
在呵护天真中回归天真。

比如，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不仅出版

大量的儿童读物，更在全国多
地设立书屋，为丰富孩子的精
神世界不懈努力。《大山里的小
诗人》 是人民日报出版社从最
美诗歌公益——中国银联“诗
歌 POS 机”活动中整理出的
200首诗歌组成的一本诗集，这
些诗歌的作者是来自云南、四
川、河南、新疆、青海等地的
留守儿童。这本诗集是人民日
报出版社和中国银联联手为孩
子们精心打造的一份礼物，以
此呼吁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
使他们能受到良好的艺术素养
教育，使他们的才华继续成
长，开花结果。

让山里的才华被看见——
我们携手同行。（作者系人民日
报出版社社长）

1891 年，年仅 16 岁的丘吉
尔在哈顿公学对朋友畅想未
来：“我告诉你，伦敦将陷入危
险，它会遭到攻击……我将指
挥伦敦保卫战，拯救危难中的
伦敦和英格兰。”

前不久，《丘吉尔：语言的
力量》 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引进出版中文版。该书的编著
者马丁·吉尔伯特为丘吉尔 200
篇文章和演讲加上背景，用丘
吉尔生动犀利的语言串联他从
懵懂少年至耄耋老年精彩的人
生，让我们不时惊叹。

温斯顿·丘吉尔是 20 世纪
上半叶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不
仅两度担任英国首相，还以 6
卷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 获得第 46 届诺贝尔文学
奖，成为历史上唯一获得该奖
的政治家。授奖词很感人：“一
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作
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
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勋爵
是 19 世纪末曾任英国财政大
臣，母亲是琴棋书画皆通的美
国富豪之女。很难想象，这样
一位“官二代”“富二代”竟然

会当战地记者，甚至被南非当
局当做军人抓了起来，最后越
狱逃脱。他曾在枪林弹雨中作
战，也曾用自学柏拉图、叔本
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
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
生物学家的经典名著，更是在
23 岁就发表了政治演讲。斯大
林称赞他是“百年才出现一个
的人物”。

丘吉尔著有 58 本书，包括
7 本回忆录、16 卷历史、22 卷
个人演讲、4 本报刊文章选集、
2 卷散文、6 卷传记和 1 本小
说，在风云战场中写作，在冷
静研究中奋笔疾书，还能在公
众和议会辩论中精力充沛地唇
枪舌剑，语言，是他最有力的
武器。

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
《保姆之爱》 到 1959 年丘吉尔
84 岁时最后一次演讲 《未来》，
该书几乎是那个时代半个多世
纪的风云变幻的记录，也称得
上是一部别致的人物传记，让
读者领略到一位历史人物如何
凭借语言的力量给世界留下足
够的智慧和深刻。

马丁·吉尔伯特认为，丘吉
尔使用语言有不同目的：支持
道德和政治事业，倡导在社
会、国家和国际领域的行动，
讲述他的人生，阐述英国及其

在世界的位置。他认为 200 篇
选文的每一篇都帮助我们理解
丘吉尔的人生和思想，洞察他
如何在英国和世界舞台创下辉
煌印记。

中 国 历 史 悠 久 ， 文 化 灿
烂，但由于民族性格和文化传
承不同，长期以来，我们自觉
恪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
行”（说话要谨慎，行动要敏
捷） 的古训。连毛泽东给两个
女 儿 取 名 字 ， 也 分 别 叫 李

“敏”、李“讷”。在“自媒体”
如此发达的今天，“为政不在多
言”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们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
讲演能力，成为个人综合素质
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提高演讲和写作能力，无
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十
分重要。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翻
译是原创，而不是对原文的复
制。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但
如果说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
双手合十，而是交叉紧握，各
自独立又互相依存，也许就比
较贴切。何美是北京大学艺术
学理论博士生，在翻译这部近
50 万字写作演讲集时，本着

“信达雅”的要求，既一丝不苟
忠实于原文，又追求美文，体
现了当代学人的严谨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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