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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时代脉搏
应对百年大变局
推荐理由：本书是《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的姊妹篇。张蕴岭、张宇

燕、陈文玲等十余位国际问题专家，既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从国家发展战

略、地区战略、全球战略入手，分析国际战略大格局演变和全球治理中的中国

角色，解析周边未来大战略、海洋强国大计，研判中美关系，对保障军事安全、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进行全方位剖析。多角度对未

来发展大势进行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研究，回答了百年大变局下中国如何

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实现发展、赢得未来。

摘自《世界大势：

把握新时代变化的脉

搏》，张蕴岭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

大家 书读

分享 读悦

力津报 荐 书津报 架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本书定名为《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
的脉搏》，旨在对大变局进一步深入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思考与谋划。变局既有挑
战，也有机遇，因此，基于大战略谋划未
来，既包括如何应对挑战，也包括如何抓
住机遇。既然是进行大战略思考与谋
划，就需要有大视野、大思路、大胸怀，既
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

不确定性是大变局的一个突出特
征，一是没有现成的答案可用，二是任
何答案都需要经过艰辛的试验。尽管
如此，对于发展的大势还是可以研判
的。在未来，世界的相互依赖与一体性
特征会更强，而不是更弱。变局之下必
然有乱，但新格局也在孕育之中，要和
平，不要战争，要竞争，也要合作，把大
局把握好，世界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文
明时代。

一、应对变的挑战

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大变局，无论是
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是如此。大
变局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个层
面。作为大战略思考，我们聚焦那些具
有重大、重要影响的大变化、大趋势。

在经济层面，严峻的挑战是发展范
式需要改变，多边体系面临危机，逆全
球化趋势上升，因疫情和其他因素的影
响，经济发展陷入困难期，在许多国家
甚至陷入停滞。短期而言，回归正常发
展，积聚新发展能量需要较长的时间。
经济是基础，经济环境向差的方向变
化，会引发很多相关的问题。

在政治层面，严峻的挑战是政治协
同性变差，分裂加剧，国家内部、地区和
世界都有这种趋势。

在社会层面，严峻的挑战是基于多
种原因的社会分化加剧，既有排外主义
引起的社会冲突，也有收入分配两极分
化导致的社会对立。社会的分裂也必
然反映为政治的分裂，从而使得社会政
治的包容性降低，未来社会的不稳定性
可能会加剧。

在国际关系层面，最为凸显的是世
界力量格局对比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
战。力量格局决定着国际秩序关系与
秩序的导向，世界力量格局转变必然反
映在格局与秩序重构的导向上。

新技术革命带来很多新的挑战，以
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变化的重要影
响是改变现有经济与社会运行的方式，
引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变革。

气候变化加速，最严峻的挑战是改
变地球生态环境，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
严重威胁。。阻止气候变暖需要各国集
体行动，承担责任，加快传统生产方式
与生活方式的变革，而国际利益之争、
变革与发展的矛盾等阻碍责任共识的
形成与决断行动的采取。与其他变化

不同，气候变化涉及全局、全球，是长期累
积的结果，变势已经不可阻挡，但需要阻
止灾难发生。

总的来看，世界进入一个“不确定期”，
诸多挑战前所未有。因此，积极应对挑战，
以战略高度谋划，防止局势向更坏的方向
发展，特别是要阻止发生大的战争，这是大
变局时期应对挑战最需要做的。

二、抓住变的机遇

世间没有不变的事物，变是常态，变
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在多数情况下，
机遇只是一种潜在可能性，把可能性变为
可行性，大多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

在经济领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经济
增长处于下行期，机遇在哪里？分析经济
波动变化，可以基于两个视角观察：一是短
周期波动，主要受到短期变化因素的影
响。按照经济周期运行的规律，在经过下
降之后，经济会复苏，通过调整重聚增长活
力。二是长周期波动，一般为30 年左右，
主要受到大宗产品价格波动、技术革命、经
济结构变化以及新兴经济群体崛起等因素
的影响。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长周期的
底部，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将会进入上行
状态，而上行是经济之变的机遇期。

三、大战略思考

（一）新发展观
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经历历史性转

变，需要判断转变的大趋势，把握转变的
大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经
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主要得益于越来
越开放与一体化的大市场。开放的市场
环境和政策环境，使得各国特别是后起发
展中国家有了可以进入世界市场、利用外
部资源加快发展的环境，使得企业可以进
行基于开放的区域和世界市场经营布局，
从而推动了企业全球化供应链的构建。

如今，环境发生变化，国家如何对未
来进行发展战略定位与政策导向？企业
如何制定面向未来的经营战略？这里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需要考虑。

第一，世界由“自由放任的开放”向“平
衡与有管理的开放”转变，前者以实现市场
最高水平的开放为目标，后者以实现经济
社会均衡为目标。新的开放也会适应和反
映新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经济的发展，如
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未来，世界市
场的总体趋势是在维护现有开放基本规则
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适应新的技术经济发
展，体现新发展中经济的需求，深化市场开
放的内涵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均衡。

第二，由于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所导
致的综合影响，世界经济向新发展方式转
变的压力和动力都在加强。新发展方式
必然与新生活方式的发展相配合，形成可
持续、均衡、包容的新发展结构。转变发
展方式得益于人的新认知，即可持续的新
发展观，也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动，即以节
能环保的智能化技术为导向。因此，以新

发展观为指导，以新技术为推动，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

第三，在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经济与
社会的均衡会得到更多的重视。在新的发
展方式中，需要进一步增加社会功能的因
素，加强资本的社会功能导向与社会共享
的构建。
（二）全球治理
世界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程度越来

越高，涉及全球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
哪几个国家能够有能力解决。因此，需要
加强国际治理制度建设，推动合作共进。

国际治理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可分为五类：其一，
联合国体系，鉴于几乎所有国家都加入了
联合国，因此是具有代表性、普世性的国
际体系。其二，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地区
性开发银行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
纳入这些组织框架，其制定的规则成为公
认的国际规则和行为规范。其三，国际条
约，涉及领域很多，如核不扩散条约、极地
条约、气候变化条约、海洋法等。作为国
际条约、法律，它们具有超国家性，各缔约
国都有遵守的义务和职责。其四，行业规
约。它们不是政府间组织，不是政府签
署，但对行业具有国际法规的作用。其
五，国际对话合作机制。其中比较重要的
是七国集团（G7），作为发达国家的集合，
它们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对世界经济
发挥导向的作用。2008年以后，二十国集
团（G20）成立，集合了世界最大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共商世界经济的发展大
事，提出指导性共识文件。

国际治理具有普遍性特征，无论在治
理范围还是在治理方式上，都在不断发
展。这种大趋势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
际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国际化发展相适应，
没有一个国家是处在独立的自我空间而不
受国际治理约束的。

世界需要新秩序，如今和今后，涉及全
球共性利益的问题越来越多，对全球治理
的要求越来越高，共同的危机驱动，使得各
国必须依靠国际治理制度构建和国际社会
集体参与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和危机。这是
新时代国际秩序构建的中心议题。
（三）维护和平
在大变局时期，防止大国冲突，特别是

战争，是加强国际治理的首要任务。现在
和未来，大国之间发生大战的代价越来越
大，因此，发生大战概率也可能会越来越
小，但也不可掉以轻心。

如今，我们看到战争大都是发生在小
国之间，或者国内对抗势力之间，尽管背后
往往有大国介入的影子，但与历史上不同
的是，大国之间尽可能避开直接的冲突。
新型权势转移的逻辑，即权势转移的典型
特征不是权势替代，而是权势的分解和分
散，那么，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权势的有
序与和平的转移。按照这样的逻辑，国际
社会，包括守成大国和被认定为挑战者的
大国，就可以寻求共同的话语、协和的利
益，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让竞争与
合作并行，而不是仅仅聚焦在两个大国你
死我活的对抗上。

四、谋划未来的思考

谋划未来，当然首先需要考虑中国的
发展，基于中国的利益来确定大战略。中国
的大战略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通过自己的成功与
影响力推动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实现
中国梦，当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在一
个开放和相互依赖的世界，实现自身发展的
成功必须对接世界，对外开放，有效应对变
化的外部环境挑战，要主动和有能力抓住并
利用好机遇。同时，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对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非同一般的贡献。

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在推动改变、构建
人类新文明上肩负责任。中国本身的发展
有诸多困难，也有可以影响行进方向的问
题。然而，对中国来说，维护复兴进程的有
利国际环境，开拓发挥新型大国作用的空
间，推动世界向容纳新文明的新秩序转变，
是最为理智的定位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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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年的定瓷
马景文

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
秀良和庞永辉先生的新著《定瓷》，
装帧精美，印刷和用纸都很考究，
封面上一件庞永辉先生的《石榴花
开刻花瓶》很是亮眼，可见编辑和
设计者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从《定瓷》的书名来看，很容
易让人感觉这是一本枯燥的谈
定瓷制作流程的书，但展卷阅
读，书中的内容不由让人眼前一
亮。围绕着定瓷的用，又涉及了
定瓷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方
向。全书内容分为八个章节，第
一章谈的是定瓷的历史及失传之
后的复兴；第二到第七章谈的都
是定瓷制品，分别从茶具酒具餐
具以及十二生肖角度谈定瓷不同
时代的代表作品，侧重于定瓷在
生活中的用途；第八章谈的是定
瓷贸易及文化交流的纽带。书中
并没有专门的章节涉及制作环
节，著者对此的解释是，本书针
对的读者群体是定瓷的爱好者，
是普及性的读物，为保持本书的
可读性，因此并未涉及太多的制
作方面的内容。

本书最亮眼的还是书中的大量
插图和诗文。粗略统计，本书的插
图有百余幅，诗文亦有近百首（段），

这些插图和诗文与内容相得益彰，
真正达到了图文并茂与雅俗共赏,诗
文中甚至有外国友人的诗文，如书
中第11页和第12页引用的路易·艾
黎的两段诗文。尤其书中每一章的
开篇均引用定瓷恢复的领军人物陈
文增的诗词，陈文增的诗词与每一
章的内容都联系紧密，作为引子引
出正文内容的同时，借助定瓷的雅
致也提升了书的品位。每一章节的
标题也借用诗文来表述，著者用心
的良苦，读者应该能体会到。

本书在每一章节相应位置设置
了近20个二维码，读者通过扫描二
维码，可以看到一些纸媒不容易呈现
的内容，比如动态的影像、视频等，如
书中文字没有涉及的定瓷工艺流程，
就通过第17页的二维码呈现出来。
这些二维码的设置丰富了本书的内
容，相信会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增
强读者的阅读快感。

中国是瓷器的国度，史载唐宋
时中国瓷器就已远销海内外，英文
中“中国”与“瓷器”共用一个单词
“China”，可见瓷器在西方世界的影
响。创烧于唐，盛于北宋，失于元，
20 世纪 90 年代才得到恢复的定
瓷，是宋代与汝、钧、官、哥齐名的五
大名瓷之一。历史上的定瓷,其地
位与影响甚至是超越负有盛名的景
德镇，更是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
重要货品。在元代灭失的定瓷直到
上世纪的90年代才得以恢复，要想
让定瓷重新达到北宋时期的地位恐
怕只能是奢望了，但振兴定瓷事业，
让它不断壮大，应该是可以考虑的
问题，对此著者在书中也作出了相
应的思考。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之
后也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以童话视角窥探人性善恶
夜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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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悬疑推理类型作品在中
国文学圈、影视行业都呈现蓬勃发展
的趋势。国内原创悬疑推理小说的
迅速崛起，离不开许多悬疑畅销书作
家的贡献。其中雷米的《心理罪》系
列作品便以高口碑和良好的影视转
化，从被外国悬疑推理小说霸占多年
的中国悬疑小说市场突围，让中国悬
疑推理小说有了话语权。

在最新著作《人鱼》中，雷米从创
作时擅长的男主视角跳脱出来，转而
以两个女高中生为主人公，从受害者
与目击者视角，讲述了上世纪90年
代几个平凡家庭的善恶与悲喜。

1994年，高二女生苏琳偷穿同
学马娜《海的女儿》英语话剧主演服
时被抓住，遭受一番羞辱之后，离奇
失踪。当天夜里，暴雨从下水渠冲出
了三具裸体女尸，警察邰伟全力调
查，却毫无线索。邻居爷爷顾浩发现

了女孩的失踪，苏家父母却对此含糊
其词，还忽然给一直藏匿在家的小儿
子落了户口。顾浩察觉异样，开始了
暗地调查。这时候，苏琳的同学姜庭
找到了他，告知自己目睹马娜霸凌苏
琳致其失踪后，他们来到了苏家，可
苏父坚称孩子无恙。苏父不知道的
是，他放弃女儿的这一幕被苏琳亲眼
见到。而绝望的苏琳只能自我放逐，
回到下水道里，和一个流浪汉开启了
另一种人生……
《人鱼》是雷米首部关注女性成

长治愈之作，小说里的受害者女高中
生苏琳，在遭遇恐怖的人生经历后，
无论是邻居顾大爷，还是下水道里神
智昏聩的流浪汉，都给予了她无私的
爱与关心，是这些爱支撑着她心中的
火苗不灭，让她继续勇敢地活下去。
而目击证人同学姜庭及姜庭的母亲，
更是为了寻找苏琳，多次进入恶臭的
下水道，这也让人为陌生人之间所拥
有的善意而感动。这种平凡却伟大
的“爱”会让我们有勇气承认黑暗，更
有能力相信美好。

本书也是一部直面现实困境
的作品，深刻剖析了“重男轻女、财
富暴力化、父权理想化、原生家庭、
邻里关系”等一系列社会现实议
题，但最终以“成长救赎、爱与治
愈”引导读者冲破短暂黑暗，迎接
温暖和光明。

本书是一部随笔集，源于央

视知名导演、作者孙滨的工作与日

常生活感想。在作者的视野下，如

果假设人的理想寿命是100岁，那

么50岁起，就意味着开始了人生

的下半场，而精彩也大都埋伏在玄

机重重的下半场。作品是年过五

十的作者对人生上半场的回顾，以

及对即将到来的下半场的思索，内

容分为“人生智慧感悟”“名人幕后

故事”“生活逸闻趣事”“家庭温情

记录”四个单元。

《对生活轻吟以待》

孙滨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烧杯君和它的伙伴们”是科

普作家上谷夫妇创造的化学实验

器材系列IP作品，将实验室器材

拟人化，如烧杯君、放大镜君、漏斗

妹妹、指南针爷爷等形象。将艰

涩难懂的理科变得生动有趣，拉

近了广大读者与实验室的距离。

本书通过实验室新人烧杯君一步

步寻找自我，成功参与溶解实验

的过程，让小读者在欢乐的故事

中熟悉化学实验器材，启蒙对化

学的基本认识。

保护主义、科技发展、气候变

化……影响全球经济未来发展走

势的因素有很多，本书重点关注人

口结构和全球化对金融和实体经

济长期趋势的影响。

作者认为，过去三十年的低

通胀乃至通缩，主要源于世界人

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但人口老

龄化和逆全球化的叠加，将会逆

转之前的趋势，带来一系列的改

变，包括通胀和利率的高企，高负

债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不平等的

缩小，民粹主义，债务融资等。本

书从全球的角度看人口结构变化

的影响，而不仅仅限于一国。

满载的工作压力，无尽的家

庭琐事，繁复的社交关系，容貌与

身材的焦虑……当时间与精力被

切割成无数碎片，我们很难专注自

我、享受当下。

作者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及众多

客户案例，定制了一系列专门解决

“超负荷女性”困境的实用方案。跟

随本书的“重置思维”练习，女性将

学会排除外界纷扰，专注真正实用

的东西，从而告别忙碌，精简人生。

《烧杯君和放学后的实验室》

【日】上谷夫妇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

《人口大逆转：

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

【英】查尔斯·古德哈特、

【英】马诺吉·普拉丹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8月

《成为自己》

【美】伊冯娜·塔利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