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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9月

《人间好玩》

蔡澜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

本书是一部自然文学书

稿。“羊狮慕大峡谷”位于江西

省吉安市武功山境内，拥有独

特美丽的自然生态，素有“植物

王国”和“天然动物园”美誉。

作者自2014年底至2020年春，

用长达6年的时间，远离尘世喧

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

大峡谷四季风光变化，以一手

资料，描述一个人和一个大峡

谷的故事，书写瞬息万变的山

间风景和内心变化，呈现了一

个写意与工笔的自然王国和精

神王国。

白重恩

《春山

谣》，张柠著，

人民文学出

版 社 2021

年3月出版。

青春祭 乡土志 家国史与爱的颂歌
刘小波

力津报 荐

自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
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以
来，双碳问题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一大
热点。从世界范围来看，气候变化是人
类共同面临的长期重大挑战，为此全球
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
和的目标，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绿色低
碳转型大潮正在形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当前社会年碳排放总量超过100
亿吨，约占全世界年碳排放总量的
30%。最近的十年间，我国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年均增长率为2.5%，约为全球
年均增长率的2倍。因此实现“2030年
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是相当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

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相比，欧盟约在
20世纪80年代便实现达峰，其宣布将
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从碳达峰至碳中
和预计有60至70年的时间；美国和日
本大约在 2007 年至 2008 年实现碳达
峰，同样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预计有40多年的过渡时间；我国计划达
峰后仅用30年时间，也就是2060年实
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
远，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不能有一
丝一毫的懈怠。

当前，各行各业均开始着力制定
碳中和实施方案，探索各自领域的碳
中和路径。各行各业也开展实际行

动，为碳达峰及碳中和做出贡献。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来说，我们组织多
位学者深入研究能源与环境经济学方
面的重要问题，例如通过经济学建模
分析全国碳市场对我国宏观经济、企
业竞争力的影响，通过碳税政策的综
合评估模型分析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

协同治理研究，进行碳金融市场分析，
等等，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
献智慧和力量。

如何实现碳中和目标？实现碳中
和需要以技术可行性及经济可行性为
前提，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技
术可行的前提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创新

动力及应用环境；能够给科研人员足
够的激励、给企业足够的动力去研发
新的技术，并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去推
广这些技术。同样，技术的创新会降
低减碳的成本，降低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难度。毫无疑问，金融行业可以在
这个过程中发挥核心及关键作用。金

融和投资机构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对
待“双碳”目标，直接或间接发挥作用，
涉及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市场机制问
题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型》

一书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很
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全书的内容非常
全面，不只讨论了绿色金融、碳金融，
对转型金融这一新兴概念也做了重点
论述，同时对转型金融、权益金融和绿
色投资的理念、作用、意义以及运行机
理都做了详细阐述。

经济要转型，人是关键。中国经济
是很有韧性的，这种韧性来自中国人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的企业家和普
通老百姓通过自身的努力，为中国经济
带来了无穷的动力。面对疫情对我国
经济的影响，只要企业保住了，疫情得
到控制，经济就会较快恢复。同样，实
现碳中和这样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需要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共同努力，也需
要我们每个人做出改变。

因此，我很赞同书中“实现碳中
和，企业是主力军”的论点，也非常认
可书中对企业家精神的肯定。碳中和
目标提出后，一批国企、民企包括能
源、制造、科技和互联网等领域的企业
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碳达峰及减碳综合
方案，这给我们实现“双碳”目标以非
常大的信心。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
认识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艰巨性，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
为功，在此与大家共勉。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教授）

蔡澜为人幽默风雅，以鲜

活、生动的文字讲述他的所见

所闻，与读者分享他的识见。

他说：“为了喜欢写而写，才是

一个真正的开端。除了文字

之功，还要够真、够坦白。”一

篇篇的小品文，真切动人，令

人感到趣味盎然，渐渐地，便

会感受到一点一滴的生活哲

学从文字中渗出来。

本书是蔡先生的散文

集，文章包含了蔡澜先生

“活出人间好玩样子”的“奥

妙”所在。书中谈人间的“好

物”“好吃”“好玩”与“有

情”，篇幅短小，一朵花里见

世界，有心人自会从文字里

感受到“活出人间好玩样子”

的智慧，也有可能帮助到有

心人找到通往更好更通达生

活的路。

《破圈》

顾及著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

这是一本专注于突破认知

局限、实现跨越性成长的书。

作者顾及在担任真格学院院长

期间研究了各行各业众多的失

败案例，了解 200多名学员亏

损超过 20亿元的教训。

通过对这些失败背后原

因的深刻研究，她发现导致

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来自于

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认知。你

适合做什么工作？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人生

目标是什么？这些和自我认

知息息相关的问题，往往决

定了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人

际交往模式、思维方式……

而这些认知的错误往往来自

于自己认知的局限。如果不

能打破原有的认知圈层，我

们就会陷在重复失败的怪圈

里走不出来。

顾及在这本书里创造性归

纳出认知破圈的核心原理，提

出认知破圈的 3个步骤和3

个基本法则，帮助读者实现认

知突破和自我成长。

张柠的《春山谣》是一部主题多元
发散的作品，涉及成长、奋斗、青春、乡
土、时代等多个方面。从所写内容来看
是一部青春祭、乡土志、家国史与爱的
颂歌。小说书写“80后”父辈那一代人
的青春岁月，他们遭遇了时代历史的大
震荡，但仍以乐观的态度和充满爱的心
态对待生活，用激情和奋斗书写属于他
们的历史。与此同时，作家以外来者对
乡土的影响冲击书写中国乡土社会的
变迁。总的来讲，无论是书写历史的震
荡、描摹乡土的变迁，还是刻画人性的
复杂、表达情感的细腻，小说始终充满
着爱，是记忆中爱的恋歌和颂歌。

这是一部祭奠青春的作品，也是一
部青春的奋斗史诗。一群来自上海的朝

气蓬勃的“知识青年”遭遇全新的生活，
一开始为人生轨迹的突变而迷茫不安，
不断和周围的生活发生碰撞，但是很快
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状态，并开始了新一
轮的奋斗。小说呈现了出生于1950年
代一辈人的青春岁月。作家书写的是一
部关于成长的作品，那是一段实打实存
在过的岁月，但这是经过记忆的提炼后
的、多人生活的拼贴重组之后的岁月，注
定也是一支缥缈的歌。
《春山谣》是一部书写乡土的另类

之作，作品并不紧紧聚焦原生的乡土，
而是将外来者与本土书写结合了起
来。知青们的到来，引起了原本寂静的
山村、小镇的喧哗和骚动。故事发生场
所是长江中游一个普通的乡村，关于村

子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外来者的乡土
记忆。一开始踏上这片土地映入眼帘
的是落后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在深
入接触中又有人伦人情的美好，但是在
城市的感染中，也有东西在逝去。近代
知识分子笔下的乡土书写自鲁迅始，之
后一代代的作家都在书写这个主题，回
望、怀想、记忆、批判、反思……各种处
理方式都有。书中，在知青们成长的同
时，乡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特别是
乡村人们的思维在改变。

这也是一部家国史。小说对那一
个激情的岁月进行了回溯，对时代大潮
也进行了详尽的书写。小说多角度展
示了1970年代中国乡村生活的面貌，家
国命运与个体命运缠绕在一起。《春山

谣》是张柠庞大的“三部曲”创作计划的
第二部，三部曲书写三代人的青春。《三
城记》讲述“80后”的成长故事，聚焦当
下；《春山谣》讲述“80后”父辈的青春故
事，进入历史与回忆；第三部作品将把
视线投向“80后”的祖辈，三部曲最终汇
成了一部百年中国史。

三部作品都是关于青春的书写，青
春故事中蕴含的，是对我们的父辈、子
代，以及对我们自身的理解，也是对百
年中国的理解。作家自陈，选取年轻时
期作为书写对象和小说主题，不仅是因

为年轻人往往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他们
的境况和状态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绝佳
视角，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人在年轻
时期的行动，最能代表他们自身。年轻
时期最宝贵的是行动的能力，行动的方
式和逻辑，行动的激情和信念，会成为
一个人最好的注解。这些人的青春，也
成了时代最后的注解。
《春山谣》还是一部记忆中爱的颂

歌。在青春书写中，青春恋曲占据了
很重要的位置，几段情感故事在小说
中成了主要线索。当然，在他们的世
界中，不只有爱情，还有友情、亲情以
及和本地农民的新“鱼水情”，人与人
之间在特殊环境中建立的深厚情谊是
作品的着力点之一。每到重大关口，
人们心底的爱和善总是及时地突显出
来，支撑着他们的生存信念。小说中
“爱”的分量很重，成为一个极为重要
的主题。就像小说借人物所表达的那
样，“他生活着，爱着，写着爱的颂
歌”。书中一切的底色都是爱，是青春
之歌，也是爱的颂歌。

推荐理由：我国确立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

碳中和”的发展目标，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的里程

碑。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计划仅用 30年的时间减少

排放，实现从达峰到中和任重道远。在这一目标指引下，

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变革。消费、

市场、监管、投资等领域该如何应对？作为现代经济的核

心，金融部门需要做出哪些改变？《零碳金融》一书尝试回

答这些新问题。

本书聚焦碳中和实现的金融驱动力和经济分析，结合

金融投资的一线实践，提出金融支持绿色转型主要有三个

作用域：绿色金融、碳金融以及转型金融——尤其是后者，

在双碳目标落实中将发挥关键作用。本书还对碳金融、碳

足迹、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监管等前沿问题深入分析，提出

要完善绿色金融及碳金融体制机制，着重发挥转型金融在

孵化突破技术和驱动产业“转绿”方面的作用。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靠政策、市场、技术三者合力

完成。本书另外从数字化减排、有为政府以及新实体企

业行动等角度，梳理绿色转型的综合路径。现代企业实

施“减碳为零”战略，更多企业家抱着“重做一遍”的精神

躬身入局，吸引更多长期金融资本，投向低碳零碳科技，

提高能源效率，实现规模化绿色产品和服务，才是全社会

实现碳中和愿景的通途。

摘自《零碳金融：碳中和的发展转型》，王广宇著，中译

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分享 读悦
一对博物馆院子里长大的小兄

妹，哥哥叫丁小丁，妹妹叫丁小乙，再
加上哥哥的同学和一只似小狗而非小
狗的小怪兽小淘，于博物馆在一天行
将闭馆的时候，演绎出惊天大案。在
这一套三卷本的带强烈玄幻色彩的图
文并茂读物中，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有
温度的，都是鲜活的。丁小丁一干人
马的“上天入地”的穿越，以“巡天遥看
一千河”的迅捷，从时空隧道中进行
“探险+奇幻”。21世纪都市孩子的敏
感好奇加上知识面的宽广，使得这几
个孩子在时空隧道中以过人的智慧，
借助古代武士侠客和神兽的力量，绝
境逢生，柳暗花明。历史上真实的霍
去病、司马迁、赵充国等人物，也一个
个充满人情味地与他们如同久别相

逢，执手言欢，让人讶异不已。
书中作家巧妙地运用了传说中“时间

谷”概念。在遥远时代，人所处的世界与
现在并非完全相同，那是一个神族、人族
和兽族三族共存的世界。彼此既有和平
相处，又有战事交杂。后来，据说是互相
达成了协议，彼此不再往来，世界一分为
三，三个种族被隔绝于不同的时空维度，
形成传说中的“大流散”。在这个纷扰的
过程中，有一块小小的土地被遗漏了，它

掉入了时间的缝隙之中，成为了一粒时间
胶囊，既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再受
到时间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时空维
度，游离于旧世界和新世界之中。

与传说中的“仙界一日人间一年”
正相反，在这个神奇的时间谷里，人间
一刻钟，这里却是数周或数月，能发生
发展演绎出一个高潮迭起、峰回路转
的悲欢离合故事，故事中的重要道具，
就是博物馆中诸多国宝藏品。所以，

故事的发生往往都是在博物馆闭馆前
的片刻时间，故事悄然撩开神秘大幕，
大漠孤烟，驼铃叮当，刀光剑影，人喊
马嘶……闭馆之前，丁小丁们从历史纵
深处优哉游哉抽身而出，返回现实的博
物馆中，随同众多的参观者一同离开。
博物馆还是那个博物馆，但在读者眼底
心中，博物馆容纳进了漫漫历史的灿烂
星空，诸多的人物、宝藏、恩怨、人性纠
缠不绝，博物馆也寓无限于有限。有了
好朋友小淘，丁小丁兄妹俩以及他们的
朋友们，就得以神游了商朝、西周和西
汉，在原始丛林、皇宫庙堂、沙漠古国中
展开了一系列冒险，又在这冒险之旅中
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博物馆下午四点半》是系列的总

题，分别由《石鼓迷阵》《精绝古国》和
《玉蝉之谜》三部组成，每一部都完整而
独立，却又彼此互相呼应。

故事有《一千零一夜》里的奇幻，不
过故事里的那盏神通广大的神灯在这
里是由更可爱可亲的小怪兽小淘来担

任，它如雪白圣洁的精灵，小小狗儿状
又长着一对小牛犊样的犄角，而且有着
小小的脾气，许多时候还有孩子的任性
和童心。在众多神奇瑰丽的经历中，这
小怪兽神通无边，它其实是怪兽丛林中
的老大，愤怒之下能吞噬万物，包括它
自己。它还是一只时间怪兽，能让时间
倒流，让过往的故事重新排列组合，这
样一来，这时间谷里的故事就大开大
合、石破天惊。博物馆里，这小神兽乃
是一只青铜器，它的出神入化也带动了
孩子们眼里整座博物馆都一派生动，灵
气四溢，让孩子们在博物馆里寻找飞翔
的翅膀。

本书作者李北山是大学教授，主讲中
国传统文化及艺术史等课程。他也在撰
写讲义之余，抱着给两个痴迷听故事的孩
子找不到可心的故事，就自己上场写一个
好故事的初衷，一不留神写出了“神秘美
术馆”系列三部曲《清明上河图谜案》《洛
神传奇》《大唐奇遇记》，广受好评，如今再
来到博物馆，再次推出一个三卷本。

实现碳中和
企业是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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