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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人生：平衡的法则》
【美】迈克尔·海亚特

【美】梅根·海亚特·米勒著

长江出版社

2021年10月

《时间是良药》

【日】比留间荣子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1年8月

《在身边:大有多大，远有多远》

【德】LittleGestalten工作室著

岑骏绘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年8月

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士习惯用

加班挤占本属于生活的时间，用过

度工作置换了人生中其他领域的

投入，把其他领域的收益边缘化。

只有当人生的多个方面和谐发展、

相互促进时，成功才是可持续的。

全球知名高效能专家迈克尔·

海亚特及其高管女儿梅根提出的

“高效能人生法则”，在组织科学和

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下，

通过大量来自各个业务领域的成

功人士和他们的训练班学员的案

例，总结出工作和生活双赢的五项

原则，引导读者树立正向的职业观

和生活观，用高效的工作为生活提

供空间，实现自我保健、人际关系

和谐、工作成就感高的良性循环。

及时雨

《乡食美刻——

广西传统糕饼印模

珍赏》，王来华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9月出版。

小饼模 大文化

桂慕梅

力津报 荐

是为序

我们的祖国拥有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虽然
人文地理，经济强弱各不相同，但每个地区都是祖国
的缩影。了解了城市，也就了解了中国。

国际化大都市——上海

从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计代理处，
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贸银行开始，上海就是
中国国际化的象征。

而现在，上海也确确实实成为了金融中心、国
际大都市。来上海创业的外国人不计其数。上海
的繁华让无数人向往。

但有时繁华不过是过眼云烟，想是要成为众
城之城，替代纽约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达到这个目标，上海需要更加开放，更加国际
化，法治化。更加开放，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化、服
务全球。除此之外，还要善于发挥新技术的作用。

上海的国企很强，但如果想永远立于中心，那
么就需要超越自己，敢于参与竞争，努力创造出更
好的用户体验。因为不争不抢，哪怕坐拥天时地

利，你的奶酪也会被人抢走。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湖州

从古至今，中国哪座城市最适合人们居住
呢？很多人会说是杭州。因为古话说得好：“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但这句话的后边还有一句，“天
堂中央，湖州风光”。

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了4200多年前的丝片，
被命名为“世界丝绸之源”。唐代茶圣陆羽在此访
茶，完成了世界首部茶学著作《茶经》。翻看历史，
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几大文化，丝、笔、茶、瓷、
酒，都与湖州相关。

而在现代，湖州也不遑多让。吉利汽车的自动变速
器工厂、天能电池集团、久盛地板都在这里选址建厂。但
湖州最让人喜爱的地方不在于企业，而在于乡村。

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思想”
的发源地。这里有21世纪美丽经济的典范余村。

余村位于湖州安吉天荒坪镇最西侧。这个村
子最大的特点是——集体制。村里6000亩竹林和
580多亩耕地作为集体财产，加上农民5万元一股

入股，形成合作社。与旅行社合作，开发本地资
源，发展农家乐。

其实，农村集体制不仅仅只有余村。在河北
省晋州市的周家庄也是集体制。周家庄乡现在是
中国唯一一个保留人民公社的乡镇。目前周家庄
有周家庄采摘园，每年到那儿旅游的人不计其数。

农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有了领头羊，再
加上资源的合理开发，土地就会成为人们致富
的宝贵财富。

脱贫攻坚 走向富裕——丹寨县

我的老家是邯郸的一个小村庄，每次回去的
时候，路上都会看到脱贫攻坚的标语。大城市很
繁华，繁华的程度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还有那么一
群人处于贫困交加的状态。

我国有国家级贫困县585个，丹寨县就是其中
之一。在政府的帮助下，丹寨县人们的生活状况
有所改善，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只靠政府救济，
只能处于温饱，不能致富。想要致富，就需要产
业，需要和市场对接，需要带头致富的人。

卡拉村村支书王玉和带领全村人做鸟笼，走
向了致富的道路。鸟笼经济的火爆，带动了农家
乐的发展。现在，卡拉村还设置了蜡染等“非遗”
项目的体验基地，这又是一门生意。

丹寨县海拔1000米，常年云雾缭绕。这里有
大片茶园，这里的茶园因常年荒废，所以没有化
肥、农药残留，是真正的无公害、绿色食品。

万达集团企业文化中心在这里设计了扶贫茶
园项目。爱心人士通过线上认领，每年出资4900元
认领一亩茶园。茶农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相应
的报酬。这种形式比单纯的给予救济金更加实在。

这样的例子，书中列举了很多。通过这本书，
我们可以知道，“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
是实打实的行动。

每一座城都有它的历史，每一座城都有它的
故事，每一座城也都有它的生存之道。人有千面，
城市亦如此。文化与城市、经济与城市、政治与城
市，城市与城市，看似独立却又相互依存。它们的
差异性和相似性共同构成了发展中的中国。

真正的大国是进取的、包容的、开放的，看《大
国之城》让你了解现在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中国
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只狮子真正的苏醒了，在不久的将来，它会以最
傲人的姿态再次登上世界之巅。

人生苦乐参半，我们该如何

度过才更有意义？面对人生的终

极问题，从业75年的“高龄在职药

剂师”比留间荣子，将其96年的人

生智慧，化为关于学习、爱、人际

关系、幸福等课题的诚挚箴言，陪

同数不清的人走过人生困难的时

期，为所有人开出绝妙“心药

方”。作者朴实、真诚的话语，总

有一句能让你豁然开朗，消解心

头烦忧，感受生命的力量。

《水彩慢行记：
小布老虎钢笔淡彩画集》

小布老虎有点忙编著

金城出版社

2021年11月

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法国，

希腊，意大利……每到一处，什么

会成为我们的怀恋呢？是一眼千

年的文化古迹，还是人潮流动的平

凡街景？作者选择了平凡的视角，

描画世间纯粹而生动的景致，在繁

杂的都市里、静谧的山林间、悠然

的小镇中，用水彩记录下每一份平

凡的感动。本书100余幅绘画作

品，明艳、生动，简洁、温暖，既有俗

世的烟火气，又有水彩的文艺气，

记录着生活中的小美好和真情感。

你的眼球和一个乒乓球大小差

不多大，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的速度

跟飓风的速度不相上下，一天分泌的

唾液能装满一个大水瓶……从“你”

的“牙齿”“眼球”“身高”“臂展”“体

温”“年龄”等与你有关的一切出发，

让你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起一组组

有趣的对比，用创造性的方式让你

加深理解大小、距离、重量和速度

等“测量”概念，启发你用数学思维

去看待这个充满奥秘的世界。

近日，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了《乡食美刻——广
西传统糕饼印模珍
赏》一书，这是天津
社会科学院二级研
究员王来华所写的
第二本关于传统糕
饼印模的著作。如
果说第一本《中国传
统糕饼模》展示了中国各地的饼模艺术，那么
第二本《乡食美刻》则聚焦于广西一地饼模的
艺术特质与民俗文化。

中国是农业大国亦是世界美食大国，
与美食相伴的精巧食具遍布全国各地，糕
饼印模便是突出代表。王来华先生独具
慧眼，历经20余载收藏传统饼模7000多
件，收藏之上，还在研究领域不断精进。
《乡食美刻》即是基于广西传统饼模藏品
完成的著作。全书除后记外，主体包含三
部分，各部分又分若干主题。第一部分，
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回顾了饼模收藏经
历及对这一传统文化的欣赏与热爱。第
二部分以图文并茂形式分类展示了广西
饼模的样貌。第三部分则总结了广西饼
模精美的艺术特点、丰富的审美蕴意和深
邃的民俗内涵。

早年间普通人家大多存有制作糕饼的
用具，这些用具主要由木、瓷、陶泥、石头和
金属几类材质、以手工刀刻制成。根据多
年的实地考察，王先生发现广西的传统饼
模多是木质和瓷质两种，木质饼模是大宗，
书中多展示的也是木质饼模。制作饼模的
工匠们大多就地取材，故从材质看，传统饼
模就带有独特的地方色彩。

虽然饼模材质不过五种，但纹饰图案
却是绮丽多姿。王先生从一千余件广西藏
品中精挑细选出百枚印模，在书中分为：花
卉、禽鸟、龙凤、果蔬、人物、吉祥语（字）等
共十三个种类，以图片展示，并在图片一侧
介绍饼模的出产年代、分布地域、形状大
小、纹饰图案和艺术意涵。读者可以看到
书中的饼模，阴刻和阳刻技法交相呼应，做
工精致。一枚枚饼模跃然纸上，细腻的刻
工，形式万千的图样，让人目不暇接，读者
不禁会为民间手艺人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赞叹不已。

饼模的纹饰造型不仅体现了制作者的
精湛技艺，而且也反映了制作者和使用者
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向往。在书中，王先生
谈到广西饼模在图案、形状、结构上都有独
特的地域美学。如，纹饰上讲究边牙的细
致匀称，构图上元素丰满，布局疏密结合，
最终形成小巧精美的效果。从民俗上考
察，饼模制成的美食不仅是百姓家的日常
食物，人们也将其供奉在台案之上，使其融
入到神圣的生命礼仪之中。广西各地民众
会将印有图案的糕饼或用于送礼或用于祭
祀，表达交往之情、敬畏之心。更加难能可
贵的是，广西一些地区至今仍延续用印模
制作和使用糍粑的习俗。质朴细腻的传统
文化得以代代相传。

从寻常百姓家走进收藏者的手中，再到
研究者的笔下，王来华先生为读者开启了品
味饼模绚丽文化的大幕。在日常生活中体
悟传统文化的精致绝美，这就是本书的迷人
之处。正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著
名民俗学家安德明教授在《乡食美刻》的序
言中所言：王先生数十年坚持不懈收集饼
模，是对这类物品的执着热爱，以及对其文
化价值的清醒认识。

推荐理由：本书作者通过近年来实地走访调研，选取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贵州、河南

和北大荒等代表性区域的经济和文明发展实例，从资本、社会文明、营商环境、技术创新、

体制机制等维度，展现区域发展的前沿成果，洞察促动其发展的内在基因和核心竞争力，

探讨当前区域发展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趋势。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独具价值的参考，

也为读者了解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乃至国家发展和宏观趋势贡献新视角。

《大国之城:中国城

市经济与治理现代化》，

秦朔著，浙江大学出版

社2021年8月出版。

我是一名数字经济的研究者，专注于元宇宙、产
业区块链等新兴领域的研究和教学。

尽管疫情让很多朋友在物理世界暂时无法见面，但
大家在数字世界中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大家习惯了在线上办公、学习、
购物、娱乐。我们既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
去。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数字空间来承载我们数
字化的生活方式，但问题是，这种空间在哪里呢？

通过阅读美国风险投资人马修·鲍尔（Matthew
Ball）在2020年撰写的文章《元宇宙：是什么，如何找
到，谁来建设，以及〈堡垒之夜〉》，我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了元宇宙的魅力。一系列前沿的数字技术都将在
这种全新空间中实现融合应用，并构建承载人们交
流、协作、创意、工作和生活的“数字新大陆”，从而大
大拓宽互联网发展边界——这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代
互联网。从那时开始，我和团队就将元宇宙当作重点
的研究对象。现在你读到的这本《元宇宙》就是我们
进行了体系化的研究与思考得到的成果。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创作团队也采用了元宇宙
的工作方式，团队成员分布在北京、上海、郑州、兰
州。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线上开会，
还多次游览各种元宇宙数字空间，大家边逛边进行头
脑风暴，边讨论最新的进展边寻找灵感。我们将这些
经验记录在了书中，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元宇宙数字空
间中拍的一些“游客打卡照”。

那么，究竟什么是元宇宙？或许，每个人心中都
有不同的答案。在维基百科中，元宇宙通常被用来描
述未来互联网的迭代概念，由持久的、共享的、三维的
虚拟空间组成，是一个可感知的虚拟宇宙。

在我看来，元宇宙是人类未来娱乐、社交甚至工作的
数字化空间，是未来生活方式的主要载体，是一个人人都
会参与的数字新世界。元宇宙融合区块链、5G、VR、AR、
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技术，让每个人都
可以摆脱物理世界中现实条件的约束，从而在全新数字
空间中成就更好的自我，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在书中，我们将元宇宙定义为下一代互联网，也就是
第三代互联网。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互联网迭代升级
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个阶段，前沿的技术有望实现融
合应用，区块链创造数字化的资产，智能合约构建智能经
济体系，物联网让物理世界的现实物体向数字世界广泛
映射，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数字网络的智慧大脑并创造“数
字人”，AR实现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叠加，5G网络、云
计算、边缘计算正在构建更加宏伟的数字新空间。

互联网又一次来到了新的关键发展节点。我相信，
未来十年将是元宇宙发展的黄金十年。每一轮互联网
的升级，必定会出现一系列全新的“杀手级应用”，也会
诞生一批伟大的经济组织，创新创业的新机遇就在眼

前。元宇宙的建设和普及还将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从而助力“百行千业”全面转型
升级，为实体产业开辟全新的发展空间。

元宇宙不是数字乌托邦，而是一个全真的全新数
字世界，它将实现我们总结的“五大融合”：数字世界
与物理世界的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数
字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融合、数字资产与实物资产的融
合、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的融合。我认为，元宇宙会
让现实世界变得更美好。

元宇宙的浪潮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面前，给社会经
济带来了一系列变革的大机遇，这些变革又会影响我
们每一个人。在本书中，我们将围绕产业、数权、组织、
身份、文化、金融六大维度，通过最新的全球案例帮你
理解元宇宙时代的六大趋势。

趋势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资产
与实物资产孪生；趋势2：数据成为核心资产，数据权利
被充分保护；趋势3：经济社群崛起壮大，数字贡献引发
价值分配变革；趋势4：重塑自我形象和身份体系，数字
形象映射自我认知；趋势5：数字文化大繁荣，NFT成
为数字文创的价值载体；趋势6：数字金融实现全球普
惠，DeFi（分布式金融）加快金融服务数字化变革。

元宇宙热潮兴起后，很多朋友问我，如何才能拥抱
元宇宙的时代机遇。在我看来，当全新的变革浪潮来临
时，每个人的前途命运取决于对新事物的认知，努力洞
明事物的本质比急慌慌地行动更有必要。每个人都需
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思考，以真正地理解
元宇宙，特别是要打通思维层面的壁垒，掌握“元宇宙新
思维=技术思维×金融思维×社群思维×产业思维”，这
样才能从容应对未来一系列新技术挑战。

从小城看大国
这只雄狮已经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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