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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生活》
丰子恺 编著
新星出版社

丰子恺用文学家
的笔，生动翔实地记述
了梵高三十七年的艰
辛人生及创作历程，同
时用画家的眼，对其创
作、作品进行了深入的
阐述与解读。

《家世》
余世存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书从“家风家教
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
了中国家族的传奇经
历，读后最大的收获是
联想到自家、自身，自己
要传承什么，自己要做
什么样的人。

【传记】 【人物】

《许倬云说历史：中西文明
的对照》
许倬云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地理环境、社会
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以
两相对照的方式剖析了东
西方文明发展的成败因缘，
并指明了中华文明复兴可
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历史】

《重新发现上海：1843 —
1949》
王千马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上海地标天平社区面
积仅 2 .68 平方公里，却曾与
许多人的命运交错相连：盛
宣怀、蒋介石、陈毅、宋庆
龄……一百多位历史名人
都曾在此亲身经历着中国
近代的历史变迁。

《中国经济史》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1954 年至 1955 年期
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
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
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
门课程，评价经济情况、财
政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日本漫画 60 年》
[英]保罗·格拉维特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作者是个英国漫画
迷，他用“恣意放纵”来总
括日本漫画的特点，并认
为这种“恣意放纵”也许正
是日本漫画最强的力量。

城市化的财富效应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北上广
深的房子太贵，在这个地方，长
安居大不易，还是回老家吧。这
个口号前两年很流行的呦，可这
两年怎么样？这些年轻人都蔫不
出溜地回来了，为什么？他们发
现老家更没有机会。相反，北上
广深这样的城市，相对来说制度
建设比较规范，不需要认识熟人
或投亲靠友，就可以正常地生活
和工作，这是最大的区别。

城市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陌生人的大规模肉身聚集。有人
会说：“为什么一定要拥挤在城
市里呢？现在很多作家比如韩少
功跑到长沙的乡下隐居，莫言也
是在高密县东北乡一直以农民
的状态生活。这样不也可以建功
立业，可以写文章，可以写作
吗？”没错，但是他们的工作需要
非常低的协助度，而现代生活的
本质是，只有聚集才能产生大规
模的财富。

那么财富是怎么来的？我们
这一代中国人，从中小学教科书
中得到的经验都是：财富是由劳
动创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
下土。靠辛勤的劳作，一颗汗珠
掉地上摔八瓣，这是可以创造财
富的。但这只是农耕文明的财
富，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财富就
不是这种形态了。比如李约瑟说
中国人发明了水排，又发明了风
箱，那为什么没有把它们凑起来
变成蒸汽机呢？这就是聚集的最
后一步没有完成，水排是水排，
风箱是风箱，没有凑成蒸汽机，
财富就没有产生。

那财富是什么呢？财富是聚
集的产物。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一个小区旁边开了一个商场，小
区的房子就升值了。也正是因为
这个“小区的人流”，商场的生意
也变得好了。所以把它们放一
起，各自都得到了好处，这就是
城市化聚集带来的财富效应。有
人说互联网可以形成这个效应，
山南海北的人通过微信、短信、
电子邮件以及 QQ 可以完成协
同。没错，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
新名词叫 1/8 秒门槛，或者 1/8

秒大限。
1/8 秒是什么？是指光或者

电波从地球最远两端传输，过程
中产生的延时效应。只要通过电
脑、电波、无线互联网等等进行
联系，1/8 秒延时永远在，所有精
细的体验面临这 1/8 秒延时的
时候都会崩溃。比如谈恋爱、重
要的商业谈判或者朋友之间的
把杯言欢这些事情，难道能够一
边聊着 QQ，一边完成那种精密

的人性之间的贴近吗？这是不可
能的。

如果我们都不能在城市用
肉身的方式聚集，不能跟亲朋
好友不时地约在咖啡厅坐一
坐，不能去串个门子，不能在
做重要的决策、谈判和协商的
时候完成直接的肉身接触，那
么这 1/8 秒延时会让人类所有
精细的体验合作崩溃掉，财富
也将不再发生。

年轻人是用肉身的方式，而
不是仅仅通过一根电波线来到
城市，这是未来和他人进行自由
协作，也是积累终生财富的根本
源泉。这样看来，你能离开北上
广深吗？
罗胖荐书：《网络经济的十种策
略》
作者：[美]凯文·凯利

见识贫乏糗事多

年轻人在城市获得的更多
东西，远不仅仅是肉身之间非延
时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见识。其
实见识跟经济地位和聪明程度
没多少关系，和是否在大城市生
活有关。北京随便一个四五岁的
小孩站在街边上，也许什么名车
都认识，他们家的车库可能跟国
贸的车展也没什么区别。而一个
外地的农村大学生，可能学问很
高但缺乏见识。这就是城市生活
给人类灵魂世界带来的最丰厚
的一笔财富。

说个《水浒传》的典故。比如
宋江出行的时候，最爱带的是哪
几个人？第一个是李逵，打手嘛，
最听他的，所以要带着。第二个
是特务头子戴宗，这是给他搞情
报的，跑得快嘛。这两个人带着。
另外他最爱带的是谁呢？一个是
燕青，当时著名的民营大企业家
卢俊义的跟班，是一个在大城市
生活，混迹歌馆酒楼的人，另一
个是皇族后裔柴进。为什么要带
后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其实是后
入伙的，就是因为他们有见识，
这个很重要。

后来宋江搞招安，要跟皇上
搞好关系，所以他们就去找李师
师。宋江是一个土老帽，他在郓
城县卡拉 OK 厅里还算是气派
的，可到了“天上人间”就不行
了。李师师那是“天上人间”的小
姐，以至于跟他之间的交流变得
非常困难。

《水浒传》里写宋江几杯酒
下肚之后，捋袖揎拳，现出梁山
泊的手段来，搞得柴进很不好意
思，反复跟李师师说：“我这个表
兄喝完酒就这个样子，娘子担
待。”这就叫见识，不是宋江不聪

明，不是个英雄，而是没在大城
市混过就是不行。

民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笑
话，比如秦牧的散文里写到，两
农民吹牛，一个人说：“我见过皇
上的金銮殿，左边一个油条铺
子，右边一个烧饼铺子，皇上想
下来吃哪个就吃哪个，都不给钱
的。”一个农民能够想象的世界
上最好的生活就是那样。

一个捡粪的人坐路边上叹
气，说：“我要是当了皇上，这捡
粪的叉子得是金的，而且路两边
的粪都得归我一个人捡！”

再比如打倒“四人帮”之后，
民间传说江青腐败，床头搁一红
糖罐子，床尾搁一白糖罐子，夜
里起来就吃。当时老百姓觉得能
吃上糖就是皇上、娘娘的生活，
觉得江青的生活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见识贫乏对一个人
的妨碍，所以能不留在北上广深
吗？
罗胖荐书：《闲看水浒》
作者：十年砍柴

孤立环境让天才不自知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芒福德，
他写过一本书叫《城市文化》，进
一步论述了城市对一个人生命
的好处。他在书中的一小段里算
了一笔账：假设一万个人中能出
一个天才，城市里人多，所以出
的天才就比较多。如果是比较孤
立的小群体，比如乡村，可能出
现一个天才的时间就会变得很
长，要多少代才能出一个天才。

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
处于一个孤立的小群体时，你是
天才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

比如你出生在一个乡村，可
能具有绘画的天赋，但是你没有
办法去听陈丹青的讲座，没有办
法周六周日去中国美术馆参观，
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有绘画的
天赋。也许你终生作为一个铁匠
的小徒弟，叮叮当当敲了一生，
而根本不知道如果锤头变成了
画笔，你将是璀璨的巨星。

乡村或者小城镇并非没有
天才，而是天才也许永远没有办
法知道自己是天才。只有在能提
供大量机会的城市，每个人生命
中的种子才可能被激发、被照
耀，然后完成一次闪亮。

因此，不管北上广深的房价
有多贵，居住条件有多艰苦，北
京的空气有多糟糕，道路有多拥
堵，很多人还是要留在这里，等
待城市以及互联网社会的光芒
照耀到他的天才之上。
罗胖荐书：《城市文化》
作者：[美]刘易斯·芒福德

拒绝逃离北上广

【书摘】

《罗辑思维》根
据罗振宇的互联网
视频知识脱口秀《罗
辑思维》创作。《罗辑
思维》的口号是“有
种、有趣、有料”，做
大 家“ 身 边 的 读 书
人”，倡导独立、理性
的思考，凝聚爱智求
真、积极上进、自由
阳光、人格健全的年
轻人。资深媒体人罗
振宇对正在到来的
互联网时代有深刻
的洞察，他认为，互
联网正在成为我们
生 活 中 的“ 基 础 设
施”，它将彻底改变
人类协作的方式，使
组 织 逐 渐 瓦 解 、消
融，而个体生命的自
由价值得到充分释
放。

《满城尽带黄金甲：史话黄
巢》
荣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考证了黄巢起义
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
阐释了黄巢起义的社会价
值和影响，客观地分析了
黄巢的个性特征、用人之
道、军事战略思想和成败
的原因。

【文化】

《丝绸之路》
[美]比尔·波特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
特在书中勾勒出一幅壮美
的“丝绸之路”画卷，丝路
沿线壮美的风景和无数历
史传说带读者穿越时空，
沿着张骞、霍去病、玄奘等
人的足迹去看一看千年丝
路的沧海桑田。

《一半是天堂》
曹永胜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小说聚焦因孩子
教育成长而引发的夫
妻关系和家庭其他成员
关系的变化，借“隐性单
亲”这一主线引爆 80 后
夫妻的婚姻大战，唤醒
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对
另一半的关心、对家庭
其他成员的关注。

《爱情，两好三坏》
九把刀 著
现代出版社

小职员阿克爱上
了漂亮干练的同事文
姿，为了在文姿的生日
那天向她倾吐心声，阿
克向所遇到的不同女孩
进行了 100 次的搭讪告
白，却遇上了一个奇怪
的女孩，开始了一段意
外的爱情之旅。

【小说】

《罗辑思维》
罗振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 年 10 月出版

□罗振宇

【经济】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瀚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
在收集整理解密档案和大
量当事人私人文件的基础
上完成此书，记述了杨虎城
将军为了促进团结抗日、实
现民主，首倡“兵谏”捉蒋而
因此丧失军队、惨遭杀戮的
悲壮人生。

【动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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