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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迅速提升，我国的比较优势日趋明
显，经济政策的重心已逐渐从国际循
环向以国内循环为主转变。“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基
本解决了短期“三去”问题，中长期需
要更加注重“一降一补”，“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也
将进一步拓展。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启动之年，中国面临的国内外
环境日益复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进步和产
业变革正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全球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
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
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
威胁。虽然我国已成功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制度优势明显，经济长期向
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
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

然艰巨，整体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

面对复杂的环境，要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首次提到双循环，指出要“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后，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适应复杂外部环
境变化、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的重要手
段，是我国从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向相对成
熟的经济体转变、从投资主导型经济向消

费主导型经济转变的重要抓手，是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录入“十
四五”发展纲要，将成为“十四五”时期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坚

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
场，以生产激发循环动力，提升供给体
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
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同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意味着要坚持开放，利用好国际市场，
联通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更加强
劲可持续的发展。
本书从落实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战略重点要求的角度出发，从畅通产业

链、促进经济内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角度探索双循环战略实施的必要性
和实施策略，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本书共分五篇，具体如下。
第一篇——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

局。本部分系统介绍了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发展及具体内涵，从扩大内需
和坚持开放的角度探讨如何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通过分析日本应对美日贸
易摩擦的策略，帮助读者对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第二篇——畅通产业链，以生产激

发循环动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作
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是促进经
济发展、畅通供给循环的关键。本部分
介绍中国产业链面临的风险和国内大循
环的七大梗阻，要想消除产业链梗阻，急

需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供给体系。只
有通过畅通生产子循环，才能有效推动
国内大循环。
第三篇——对内加快改革，提升供

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在第二篇
介绍的生产子循环的基础上，本部分从
分配、流通、消费三个环节出发，介绍当
前三个环节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梗阻，提
出消除梗阻的主要方式，帮助读者了解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要手段。
第四篇——坚持双向开放，推动国

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
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
环。本部分从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制度
创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方面介绍我国推动国内国际
双循环的部分策略，帮助读者了解国际
大循环的重要性和实施措施。
第五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

“十四五”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重点方
向，部署了“十四五”时期的重点任务。
本部分在解读“十四五”规划建议的基础
上，提出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
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并介绍
了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新业态和新模
式，为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加速度。
本书融合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

究院多年积淀的关于中长期结构性问题
的相关研究成果，新经济研究所、区域发
展规划研究所、创新与产业研究中心、公
共经济研究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
所、公共政策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中心、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产业发展和城市
规划中心等部门多次参与讨论并提出众
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马朝良、李鑫钊
和陈振华对本书的撰写贡献良多。希望
本书能帮助读者深刻且全面地了解双循
环战略，把握未来发展方向，顺势而为。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离不开借鉴国外学界的相关著作，
最近读了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李菁副教授翻译的日本埼玉学园
大学教授奥山忠信的《贫困与收入
差距——皮凯蒂与马克思的对话》
（以下简称《对话》），感到这是一本富
有参考价值的特色译著。
奥山忠信教授是长期研究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他在2016年出版
《对话》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
蒂的《21世纪资本论》于2013年问世
并成为关注热点有密切关系。作为十
余年锲而不舍深入研究的结晶，皮凯
蒂的这部代表作运用二十个具有代表
性国家和地区、跨度两百多年的历史
数据，描绘了资本积累上升和贫富鸿
沟益深的轨迹与趋向，证明资本收益
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是当下发达国家社
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该书出版后在
国际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皮凯蒂现
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
斯蒂格利茨和索洛等予以高度赞誉，
克鲁格曼强调这是该年度乃至十年中
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当然书的观点

也受到了自由主义者、保守智库和金融
界的指责与反驳。以此为背景，奥山忠信
教授写作了《对话》，聚焦普遍存在的贫
困与收入差距问题，专门以“皮凯蒂与马
克思的对话”为副标题，分析皮凯蒂的主
要观点，发表相关评论意见。作者对皮凯
蒂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时代收入分配不公
和两极分化予以了肯定，认为马克思所描
述的剥削依然普遍存在，并指明了二人分
析问题的差异。结合皮凯蒂对日本经济的
关注，他着重从皮凯蒂和马克思的分析视
角探讨通货紧缩的发达国家——日本的
经济发展现状，批评了安倍经济学，力图
探寻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两极分化和贫困
化问题日益加剧的深层原因。他赞成皮凯
蒂对当今经济学现状进行激烈的批评，反
对所有问题都用数学方法求解却不明白
问题的关键之处，同时也指出“皮凯蒂对
贫富差距的批判只是针对富人阶层”，而
“研究日本两极分化问题，必须关注贫困

阶层”，特别强调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也适
用于当下。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世界经济格局在发生着深度调整。
逆经济全球化思潮泛起，西方国家经济
发展长期置于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经
历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广
大普通劳动者长期没有增加收入，加剧
的贫富分化进一步引发社会撕裂。这些
都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中找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科学认清当代贫困与收入差距问题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指南。由此我们也可以理
解，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的书名
有意引用了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英文
在美国出版后一下子非常火爆，创造了
哈佛大学出版社成立一百多年来第一本
在面世一年内卖到10万册的纪录。一
些美国人说，买这本书不是因为看得懂，
而是希望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穷。《纽约

时报》的评论认为，皮凯蒂的书名是在向
马克思致敬。奥山忠信教授的《对话》在
日本一经面世，也立即成为畅销书，让人
感到耳目一新。
这种情况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在

今天分析充满矛盾和不确定性的世界经
济之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指导，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境界需要注重借鉴国外的有益研究成
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说明了西
方学者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
弊端。他专门列举了皮凯蒂撰写《21世
纪资本论》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

的例子，指出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
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
资本主义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
将继续恶化下去。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
分配领域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
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
论值得深思。这为我们重视和正确借鉴
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及取得的成果
提供了指导。
李菁副教授的译著正适应了这种客

观需要，可以使更多读者借此了解西方
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当代世界贫困与收入
差距问题的研究，民众在这方面的境遇
及其反映，为深入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新的有益参考
资料。值得说明的是，做好《对话》的翻
译也需要具有良好功底与条件。译者的
专业是经济学，获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
学位，又曾就读于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
外国语学校日语专业。在攻读研究生时
给作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的奥
山忠信教授担任讲座翻译，从而有机会
深入领悟他的思想，并在获得认可后接
受著者委托翻译《对话》。因此这部译著
体现了忠实原著的风格，在内容准确方
面颇具特色。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发展研究

所所长、教授

傅菲散文新著《深山已晚》是他散
文写作的一次探险，他离开了枫林和

饶北河，闯入一个全新的写作领域——
自然文学。以2013年7月至2014年11
月他在福建浦城县荣华山下客居经历为
经，以他踏遍荣华山的每一个野谷、每一
道山梁为纬，把一个人对一座山的发现、
体验、感悟以绘声绘色的语言画下来，它
融合了自然和日常生活，是自然的山，也
是生活的山，社会的山，精神的山。

全书从《收拾一个院子》开篇，到
《森林的面容》结束。他发现自然之美，
记录自然之美，传播自然之美，“想做一
个孜孜不倦的大自然布道者。”这是贯
穿全书的写作理念。

万物皆景，万物皆友，万物皆有生
命，万物皆可深情对话。一个人在一座
山中踽踽独行，与大自然窃窃私语，默
默注视，绵绵深沉无穷尽。他将大量的
笔墨铺陈在山间所见美好的事物上。
山中气象绮丽壮观，融入尘世体悟更

加动人。《星星缀满我的脸》中的星空：“星
空比我们的想象更广博更浩渺。它繁乱
而有序，驳杂而纯粹，璀璨而孤独。星星
如碎冰，在瓦蓝幕布中，耀眼又冰寒。”《雷
雨春夜》中的闪电：“荷花在颤抖，舞者摇
曳多姿。她的裙裾被风鼓起，随腰身旋
转，越来越迷乱。她发出了一种飞瞬即逝

的银光……”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寒露霜
雪，一一奔在他笔下，姿态万千，变化多
端，有自然美，诗意美，哲思美。

自然万物各有生命，给予人类诸多
启示。《桂湖》：“那么孤独，却又那般纯
净。也或许，只有孤独之物才是至纯之
物，像我们想象中的天堂。”《荒木寂然
腐熟》：“对于腐木来说，这个世界无比
荒凉，只剩下分解和被掠夺。对于自然
来说，这是生命循环的重要一环。这一
切，都让我敬畏。”山垄、鸟声、荒寺、虚
土、墓畔、寒冰、游鱼、土豆、小屋……他
将眼里所见细细描绘，将心中所思缓缓
道出，赐予自然以个人的生命思考。

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自然现象的
瞬逝之美、自然之美的永恒价值交织，
形成了一种傅菲所追求的“属于自己的
山地美学”：“自然是最伟大的艺术……

遵循着相同的美学：有情、有趣、有思、
有异、有美、有灵……”
他试图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价值观：

“人在自然面前，微弱且渺小。万物在
自然中，皆平等，和谐为至美。”“于自然
而言，最大的人性，是尊重生命，尊重一
切生灵的生和死……”
在大自然中寻寻觅觅的傅菲，以他

饱含温情的笔触，再现山间风物和气
象，将人类生活与自然万物相互映照，
写岀了一座风景殊异、别具生命体验的
自然文学之山。
“回归自然”是当代人“十大奢侈生活

方式”之一。身陷沟渠，眼望星空。你想
不想做一件“奢侈的事情”？在大自然中
放逐自己一次呢？灯火安顿肉身，星光安
抚心灵，傅菲的《深山已晚》融悲悯的情
怀、诗意的语言、哲理的思辨为一体。

推荐理由：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是党中央积极应对当前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

本书以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为视角，从扩大内需、
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畅通产业链、坚持双边开放等维度阐
述双循环战略的核心内涵和实施策略，帮助读者系统认知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新形势下抢抓新机遇，培育新优势。

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

樊纲

摘自《双
循环：构建“十
四五”新发展
格局》，樊纲、郑
宇劼、曹钟雄
著，中信出版
集团2021年1
月出版。

有助于研究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一本特色译著

灯火与星光深山凝望分享 读悦

《我讲述的铁路遗产故事（第二部）》
亢宾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20年12月

力津报 荐

“尼德兰”，意为“低地”，范围大
约包含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和法国东北部地区。11—14世纪，
尼德兰地区逐渐形成众多分散的公
国、伯国和主教领地，后在勃艮第家
族和哈布斯堡家族治下逐渐统一。
1568年，尼德兰的十七个省反抗西
班牙帝国的统治，1581年，尼德兰北
部七省废黜腓力二世，之后于1588
年正式建立荷兰共和国，最终于
1648年借三十年战争之机，彻底从
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世界上第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由此诞生。

本书以普及性方式介绍了尼德兰
八十年战争史，生动地叙述了当时主
要的历史人物、决定性的战斗、战争的
主要转折点以及尼德兰周边的国际局
势，给读者展示了尼德兰八十年战争
的缘起、衍变和结果。

本书是作者几十年从事铁路文化
遗产保护研究的真实写照，采用纪实
手法，向读者展现了丰富的铁路遗产
资讯。有的故事还揭开了一些尘封已
久的历史面纱，带你穿越铁路历史的
长河，领略铁路遗产的魅力。书中有
世界遗产的定义和类型、在阿尔山的
见闻、西陵铁路的故事、宣庞铁路的现
状、已成铁路遗产的机车、铁路文物购
藏的经历、痛失“杨子荣”号机车的遗
憾、难得一见的窄轨机车整修场面等
诸多内容，是铁路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及铁路企业文化建设不可多得的专业
参考资料。

本书囊括了210幅作品，将《西游
记》中的神魔百态通过线描艺术呈现，
中国画的气韵生动和古典之美贯穿始
终。本书可观赏，亦可临摹，于一笔一
画间感受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

作者李云中，专注于古典名著和
历史人物绘画，博采众家之长，师从著
名国画家戴敦邦，所绘人物，除极具想
象力外，又经多方考证，画外功夫深
厚，形神兼备，独具匠心。

小红帽在看《捣蛋大王》，大灰狼
在看《好狼日报》，小红帽的篮子都还
没来得及整理；彼得兔和三个强盗签
合同；小象波米诺和花格子大象艾玛
神奇变身；喜欢分享的彩虹鱼终于成
为了平底锅里的座上宾；好饿的毛毛
虫在衣物寄存处当实习生……

据不完全统计，书里面至少出现
了50个故事主角：大灰狼、小红帽、
彼得兔、三个强盗、匹诺曹、蓝狗、白
兔先生、小鼹鼠、野兽国的野兽、小象
波米诺……童书故事里的人物，从原
本的书里面走了出来，就像下班归
来，和其他故事里的人物相遇。这些
人物互相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
应，产生了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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