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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漫画：再次发现中国》
《讽刺与幽默

（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0月

《滑铁卢战役》

【英】艾米·贝斯特编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1年9月

《动物爸爸》

【意】奥莉丝·科洛德尼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1年9月

人民日报漫画增刊《讽刺与

幽默》创刊42年，全景式记录共

和国改革开放步履，展现中国人

四十余年民生百态、中国四十余

年峥嵘岁月，唤起所有中国人的

回忆，倾听中国真实的心跳。

本系列整合《讽刺与幽默》四

十余年累积的素材，精选“中国味

道”“中国方式”“中国态度”“中国

制造”“中国颜色”五个主题，让更

多的人了解除了日漫、美漫之外，

中国漫画的魅力和价值，打造中

国漫画的概念。

温星

《我想知道你的名

字》，左昡著、苏童绘，新蕾

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用一首写给春天的诗

许一个有温度的童年

张杨

力津报 荐编辑 记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史研究在中
国内地的兴起，天津城市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
喜的成绩。复旦大学教授樊如森的《天津港口·城
市与腹地研究（1860—1960）》一书（下文称为樊
著），尝试“引入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历史地理学视
角”，以期从新的视角深化近代天津城市史研究。

从历史地理学视角研究天津城市史

在近代天津城市史研究领域中，罗澍伟、张
利民、刘海岩等代表性学者更擅长历史学的理论
和方法。樊如森教授则力倡从历史地理学视角
展开研究。樊著在研读和总结邹逸麟、戴鞍钢等
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识到，即便是从历史地
理学视角展开的港口城市与腹地经济关系的研
究，也经历了一个由“港口—腹地”的二维关注到
“港口—城市—腹地”的三维思考。在此基础上，
樊著又进一步指出，相对于“港口—腹地”关系的
二维分析，关于“港口—城市—腹地”的三维考察
“不仅是在中间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型’参数，更
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多维考察视角。它对某一
区域经济地理时空进程的实证剖析要更加多元
和立体，理论思考也更为全面和深刻”。

显然，樊著总结以上海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
视角的城市史研究成果，目的不仅在于总结上海
城市史研究的成功经验，更在于对近代天津港
口、城市与腹地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多维度的实
证梳理和理论探索，“以期把对天津和中国北方
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从港口·城市·腹地关系维度展示天津城市影响力

考察天津城市与腹地间经济关系，是天津城
市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罗澍伟、张利民、
刘海岩等学者对此多有述及。樊著则力求从港
口·城市·腹地关系维度，更加全面地展示天津城
市对腹地（三北地区）经济发展及其转型的影响。

在具体论述中，樊著既强调了天津港的近代
对外贸易、城市近代工业等对腹地经济发展和转
型的推动作用，又观照了腹地对天津城市发展的
重要意义。从这些具体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天津城市对腹地经济发展的巨大辐射作用。

首先，樊著展示了天津港对腹地对外贸易发展
的重要影响。樊著在考察天津地区早期的港口与
航运、近代港口建设与海向位移、内河与海上航运
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天津近代港口

是“联结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空间契合点”。
其次，樊著展示了天津近代工业对腹地经济转型

的推动作用。随着天津聚落形态实现由直沽寨到海
津镇，由天津卫到天津府，由直隶省会到中央直辖市
的转变，其城市功能也相应地由京畿门户、漕运枢纽
上升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和近代工商业中
心。天津对腹地其他城镇近代工业的拉动，明显遵循
了“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的就近原则。

第三，樊著展示了天津对腹地商业发展的促进
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口岸—市镇”市场
网络的转变上，还体现在商品流通和金融网络上。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论证天津定位

探讨天津城市的定位，是天津城市史研究中必
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樊著关于天津定位的探讨，自
觉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两大战
略相对接。其一，樊著认为近代上海与天津的经济
关系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在很大

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沿海口岸城市的基本发展
轨迹，也从另一个侧面映衬出天津在近代中国和北
方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其二，樊著认同到清代中期天津已经成为“华
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的观点，同时强调，
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对
外贸易中心，最大的工业中心，最大的金融中心、城
市人口增长最快的都市和北方综合经济实力和辐
射能力最强的经济中心。

其三，樊著认为，无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还是
“雄安新区建设”，都是党和国家立足历史和现实，更好
发挥北京的首都功能和天津的经济中心城市功能，保
障北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长远大计。为此，天津应“紧紧围绕有序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任务，立足比较优势，把握
好‘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更好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
动作用，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尽管樊著在探讨腹地经济对天津城市发
展的重要性、天津城市与腹地城镇经济关系等方面
还稍嫌薄弱，但其在引入历史地理学视角（尤其是
对空间的强调）、多维度展示天津城市对腹地经济
发展的影响和探讨天津城市定位等诸多方面所作
出的努力，不仅对天津城市史乃至天津史研究的多
元化和立体化推进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何更好地把握天津定位、发
挥天津优势，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暨天津历

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0年，朋友圈常见关于珍稀物种资源的专
栏图片刷屏，云南网策划的，叫“云南生物多样性
数字化百科图谱”，图片灵动逼真、华美绝伦，令
我为之惊艳。这份惊艳并非点状发布，零散呈
现，而是形成了固定且长期的持续更新。如今，
当幸运地第一时间拿到首批样书，当那些多数都
闻所未闻的奇异物种“组团”映入眼帘，当馥郁的
墨香与清新的大自然气息交融着扑面而来，我更
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震撼。是的，我为这部《奇妙物种在云南》所
深深震撼。

这部画册，最突出的特点，是各物种完美图
片的完美运用，比如，被誉为“地衣中的‘大熊
猫’”的金丝刷，造型神似藏地经塔的塔黄，好比
纱裙裹身、颜值与诱惑并存的苞叶雪莲，犹如“白
色幽灵”、又如“冰川圣女”的水晶兰，等等。

这部画册，告诉了我们许多大自然中容易
被忽视或被误解的常识。全书共六章，第一章
《真菌地衣》，第二章《植物》，后四章分别为《鸟
类》《哺乳动物》《两栖爬行》及《昆虫蜘蛛》，等
等。真菌地衣为何与植物分列，难道说，它们
并非植物？尤其我们云南人无比热爱的各种
野生菌，都不是植物？对，在生物学严谨的分
类里，菌类与地衣独立于动物和植物之外，自
成一界，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对于菌类，一
个常识是“色彩鲜艳的多半有毒”。这部画册，
却给了我们惊人的统计，“在所有的蘑菇中毒
死亡案例中，近90%的罪魁祸首都是外表朴素
的剧毒鹅膏菌——臭名昭著的‘致命天使’鳞
柄白毒鹅膏菌，食用后死亡率高达95%以上的
致命鹅膏菌、灰花纹鹅膏菌，看起来都是纯洁
无害的白色或低调的灰白色。”画册里，便举了
凸顶红黄鹅膏菌的例子，它通体火红，娇艳欲
滴，却可食用，且极为鲜美。

这部画册，借各物种的生存规律，也在讲述着
人类社会许多或温情或残酷的真相。《云南杓兰》一
节写道：兰科植物的“骗术”五花八门 , 能利用各
种“坑蒙拐骗”的手段引诱昆虫为它们传粉，它们可
以模拟产生花蜜的植物，或模拟昆虫的巢，或释放
极具诱惑的气味……《尼科巴弓背蚁》一节，阐述蚁
群的社会分工，“我们常见到的是工蚁，小型工蚁负
责照顾蚁后、卵和幼虫；中型工蚁是整个蚁巢的主
力军，负责扩展建造蚁巢、清理蚁巢垃圾、外出觅食
以及保卫家园；大型工蚁也被称为兵蚁，是团队中
的大力士，主要负责运输大型货物，同时充当卫士，
在捕猎中用大颚钳制猎物……它们坚信：只有成员
各司其职，种群才能繁荣强大”，如此的分工协作之
道，又何尝不是人类的竞争与发展之道？

这部画册，文字风格通俗易懂，颇为风趣幽
默。正如后记所言，选编者所追求的是大众审美，
而非专业考量——该领域专业著作从来不少，奇缺
的正是权威又可读可传播的大众读物。写棉参的
样子，说，“你没法拒绝这样的小可爱”；扯白腹锦鸡
的八卦，来了个拟人化自夸，“听说宋徽宗被我的美
貌吸引”；写到滇金丝猴的红唇，更是惊呼，“哇！它
的‘口红’色号也太美了吧！”

各类让人眼花缭乱的“神奇物种”“明星物种”
“网红物种”，这部画册中比比皆是，亚洲象、滇金丝
猴、绿孔雀、贡山羚羊……在我个人的认知和情感
上，以前总让滇金丝猴坐“头把交椅”，亚洲象屈居
第二，但如今，我认为论网红程度及对整个森林生
态的重要程度，首屈一指当数亚洲象。自2020年
上半年以来的“大象北移”所吸引的全球关注目光，
达到了极为惊人的以十亿计的量级，而我颇为自得
亦自豪的是，我原创童谣《小象宝》的点击量就突
破了一亿次。

全世界人类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如此理念，已渐成共识。自然不能给每

个物种排座次，不管是庞然大物的鲸鱼、大象，还是
“渺小”如蚂蚁、细菌，抑或貌似并无生命的泥土、岩
石，其实，都受一个科学规律“管控”，那便是“蝴蝶
效应”——任何一只蝴蝶扇动翅膀，都可能在遥远
的另一方、地球的另一端，酝酿成一场暴风雨。生
态系统中的每一环，都举足轻重，都同样重要，敬畏
地球上的每一个成员，这是应有之义。

近期，我频频受邀举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讲
座，多次阐述一个观点：全世界范围内为何对“大象
北移”如此关注？因为全球环保压力越来越大，各类
极端自然气候和生态事件层出不穷，各国人民对于
纯净的蓝天和空气，对于醉氧的青山和绿水，对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作为全球
生物多样性典范地区的云南，恰好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能满足这份向往。云南在当下大时代背景中的独
特价值，正是联合国将COP15大会交由昆明承办的
原因所在。
《奇妙物种在云南》已然自成体系，它不仅包含

了洋洋大观的生物多样性，还蕴含着世界大同的价
值追求与努力方向。

当然，这部美轮美奂的画册肯定还有不足。作
为享誉世界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及“物种基因
库”，云南的珍稀物种资源何其多也，限于篇幅，《奇
妙物种在云南》仅选择了50多个物种。我想，这只
是一个美妙的出发，这个画册一定会成为系列，不
断出版，“云南生物多样性数字化百科图谱”实际上
也一直在更新推进，那么，其实也就不存在这第一
部画册里有什么“重大遗漏”的问题。但我还是想
说，最具有代表性和知名度的那些物种，还是应该
放入“首发阵容”，让外界网友和读者第一时间看
到。比如，被西方人和日本人吃成天价的松露，几
乎就是整个菌类家族的王者贵族；比如，每年一到
季节就会反复在网络上走红的“水性杨花”，那可是
云南湖泊水质的“监测神器”，意义非比寻常。

拿破仑在滑铁卢曾无比接近

胜利。

本书将带你踏上动荡的欧洲，

与米歇尔·内伊、威灵顿公爵、冯·布

吕歇尔等决定欧洲命运的将帅一起

重回霍高蒙特和拉海圣的关键战

场，以多元参战视角，还原真实的滑

铁卢之战，真切了解滑铁卢战役是

如何让拿破仑付出一切的。

《健身饮食的科学：第4版》

【加】苏珊·克莱纳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21年10月

你是否吃了大量蛋白质，但肌

肉依旧生长缓慢？尝试过各种节

食法，但体脂不降反升？运动时提

不起劲，休息时很难恢复？不了解

胰岛素和生长激素的作用？所有

这些有关运动营养学和人体代谢

的困惑，本书将为读者清晰解答。

市面上的健身补剂越来越

多，它们真的安全、有效吗？到底

要不要吃补剂，该吃哪些补剂？本

书提供了充实、可靠的补剂信息。

无论是保持身材、增肌、减脂、

提升体能，还是参加比赛，针对不

同的健身目标，本书推荐了个性化

的饮食计划和菜单，便于读者自主

选择食物和用餐方式，不受时间、

地域和饮食习惯的限制。

这是一本兼具科普功能的幼

儿情感启蒙绘本。本书由两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以柔情的语言讲述了动物宝宝

和爸爸最初的亲密时光；第二部

分，将前面12种动物的育儿行为

进行了详细介绍，让孩子和父母获

得更多科普知识。12个动物宝宝

分享和爸爸在一起的最初时光，画

面和文字温情诗意、令人动容。

在2020年开年的疫情
中，左昡感动于所有中国人
民的守望相助、凝心聚力，
她在一夜之间写在《我想知
道你的名字》，用这首写给
春天的诗，致敬熟悉的城市
中每一个勇往直前的普通
人，温暖努力成长过程中的
每一个童年。

作品以疫情防控中的真实案例为原型，紧
凑又严肃的抗疫行动却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城市
“柔软的内心”。我们不知道，口罩后面一张张
面孔的模样；我们不知道，这些勇往直前的普通
人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我们要铭记他们的付出
和牺牲，要给孩子们讲述他们的善举和大爱。
但怎样从这些故事里寻绎出诸如生命教育、励
志教育、爱心和感恩教育、科学和健康教育等成
长课题？无疑，《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在润物无
声中给了我们答案。

图书以诗歌记录抗疫一线的热情，以充满
张力的画面传递无言的感动。作为世界上最古
老的文学形式之一，诗歌不仅是一种阐述心灵
的文学载体，更有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基础。
因此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语言，让诗歌成文的《我
想知道你的名字》营造了极强的感染力。

作者采用反复和叠句等修辞方法，书中“一
个 一个/我想知道你的名字”“一个 一个/我好
想知道你的名字”等感叹的复出现，“把家和团
圆丢下的人啊”“从来不觉得自己神奇/却真的
创造出奇迹的人啊”“忘记了自己会渴，会饿，会
累，会怕，会哭/却不后退的人啊”“创造出奇迹
的人啊”等叠句的交替使用，不仅使作品语言呈
现出整齐、变化的美，更以分明的层次感、强烈
的节奏感表达感情，赋予作品广泛传诵的基础。

这本书没有用口号式的语言讴歌英雄，它不
止聚焦于光鲜的事迹，更关注事迹背后的平凡生
活；不止聚焦于医生、战士等一线工作者，更关注
默默守护在后方的工人、快递员、司机……他们都
是抗疫战场的战士，但他们都是普通人，在家里，
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父母、兄弟、子女……正如书
中写道：“他们用自己的命运，承担起所有人的命
运。”正是因为这些勇往直前的普通人，才铸就了
一座英雄之城，一个英雄之国。我相信，这本书将
是一个真正的纪念，纪念那些在艰难的时刻里，勇
往直前的每个人。

推荐理由：云南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生物多样性宝库，享有“世界

花园”“真菌王国”“物种基因库”等美誉，同时也成为中国西南边疆雄

伟的生态安全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乎人类福祉。认识、了解这些和我们生活在同一家园的物种，是一

件有意义也极有趣的事。

本书介绍了60个云南省特有或极具特色的物种以飨读者，生态

摄影师们记录下这些生命美好的样子——在精妙绝伦的图片和娓娓

道来的文字中，越是了解这些物种，越惊叹于自然之神奇，生命之可

敬，生物多样性之美妙。在这里，每一个生命都奋力绽放，成为生态

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奇妙物种在云

南：生物多样性之

美》，云南日报报业集

团、云南网编著，云南

人民出版社、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21

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