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模仿也是一种创新。按照约瑟
夫·熊彼特的经典创新理论，模仿只是一
种简单重复，算不上创新，中国企业间流
行的模仿甚至山寨也被视为我国创新水
平不足的标志之一。实际上，模仿通常并
不等于单纯的复制，在模仿和创新之间难
以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例如，熟悉科
技史的人都知道，瓦特并不是蒸汽机的原
创发明者，其只是在模仿基础上改善了蒸
汽机的功能。

模仿者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其必须提

供与原产品并不完全一样的东西，或者在
质量上更好，或者在功能上更多，再或者
至少要成本更低——这些都意味着在原
产品上添加了新的特征。模仿很多时候
需要加入一些本土化的创新。马化腾的
腾讯在创立之初有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其
对核心产品的本土化改造同样为企业赢
得了成功，之后才会有微信支付之类的原
生创新。中国的山寨手机一度在印度市
场上卖得很火，原因就在于中式产品待机
长的创新点适应了印度的国情——印度

广大农村地区手机充电不方便。
可以肯定的是，模仿类产品需要适应

新消费者的偏好、新的法律法规、新的地
域市场的气候和软件、硬件、湿件特征。
这些适应性调整其实都是创新，产品的品
质往往在这种渐进式创新的过程中得到
了改善。日本的经济起飞就是从创造性
模仿起步的，现在则已演化为一个自主创
新的大国（截至2016年有25名日籍人士
获得诺贝尔奖）。既然日本人可以，我们
中国人为什么不行呢？ （本报综合）

在老百姓的心中，说到创新，涌现出的首先是牛
顿、钱学森、屠呦呦等大科学家，抑或是乔布斯、马云、
王健林等大企业家。于是，创新对我们这些老百姓来
说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但若果真如此，创新又何以
是万众之事呢？

实际上，创新并非都是阳春白雪，草根的创新可
能性无处不在。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创新
就是各类生产方式和手段的重新组合。创新的方向
至少包括五种：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新

的原材料来源、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于是，发明蒸汽
机是创新，创立淘宝购物平台是创新，第一个吃螃蟹
也是创新。也许我们没有发明蒸汽机和原子弹的本
事，但吃螃蟹（当然，运气不好的话也可能吃的是毛毛
虫）应该还是做得到的。所以，创新对于我们每个人
来说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是可能的愿景而
非遥不可及。

创新是万众皆可以企及的，这一道理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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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阿伦特是
20世纪著名政治思想家。
本书讲述了汉娜·阿伦特一
生的故事。传记材料一方
面来自阿伦特留下的文稿，
另一方面来自作者对阿伦
特的亲戚和周围友人的访
谈。全书叙事细腻，注重对
阿伦特内心经验的揭示，向
读者展示了一位立体的、多
面的女性思想家的形象。

作者：汉娜·阿伦特传

《爱这个世界》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

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

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

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
——张小娴《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

我就像瞧不起这个仗势欺人的世界一样，瞧不起
你。

这个世界把我搞得狼狈不堪，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个
柔软的地方，心疼着它的短处。

所以我还是爱这个让我失望透顶的世界的，正如，
我爱你。

——笛安《光辉岁月》

最初，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
光，变成好日子。

——钱钟书《围城》

内容简介：互联网时
代，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数
字移民，在虚拟的世界中
真实地活着。本书是一
本反思互联网时代对普
通 人 日 常 生 活 影 响 的
书。作者认为：技术无所
谓好坏，对于技术的发
展，我们需要使用，但必
须以客观批判的态度来
面对。

（本报综合） 作者：迈克尔·哈里斯

《缺失的终结》

《清明上河图》
内容简介：《清明上河

图》不仅是艺术品，更是
记载中国城市发展历史
的宝贵资料。该书作者
将《清明上河图》画卷分
解为 200 多个细节，以画
中图像来展现汴京这座

“新城市”在经济、人文和
管理诸方面的运行状况，
从而还原了 1000 年前中
国古都的繁荣状况和鲜
活的市民生活。 作者：薛风旋

万众创新的经济解释
对全社会来说，万众创新是提供

人生出彩和搭建上升通道的一味良

药。也正因为此，万众创新注定会不

断增加复杂度。但是，不对自己进行

极限测试，怎么可能找到心甘情愿的

人生？《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给出启示：

创新是“万众”皆可以企及的，中国的

有些模仿式创新，算是后发先至。

读书管见

书海

杂谈 名作欣赏

有部惊悚电影也叫《摆渡人》，我读的小说
可不是这部电影的剧本版，而是英国作家克莱
儿·麦克福尔创作的《摆渡人》小说。

单亲女孩迪伦，15岁的她，世界却一片狼
藉:与母亲总是无话可说，在学校里经常受到
同学的捉弄，唯一谈得来的好友也因为转学离
开了。这一切都让迪伦感到无比痛苦。

迪伦决定去看望久未谋面的父亲，然而，
路上突发交通事故。等她拼命爬出火车残骸
之后，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好像是唯一的幸存
者，眼前是一片荒原。此时，迪伦遇到了一个
男孩，男孩将她带离了事故现场。

事实的真相是：迪伦死了，从真身只抽离
出来了灵魂，再也无法见到她的父母、老师和
朋友；这个神秘的男孩作为“摆渡人”，要带迪
伦穿越整个荒原，去到所谓她心底最想永久常
待的地方。命运，从他们相遇的那刻开始，发
生了无法预料的转变……

乍一看，是不是觉得小说有些“魔幻现实
主义”？这是一本读者无法放手的书籍，从一
开始故事情节的设置，到最后故事的结尾，作
者的巧妙构思会指引着你一口气看下去。

迪伦畏惧死亡，同时对未知的世界也充满
好奇，男孩是她的保护神和精神支柱。在荒原
的尽头，迪伦相信男孩会遵守承诺跟着一起跨
越过来，而对方却违背了诺言。

迪伦获得了重生，可是她珍视的却是和男
孩一起穿越荒原的日子。于是，她以一种无人
尝试过的方式，以一种孤身一人战胜恐惧的勇

气，义无反顾地
踏出了寻找崔
斯坦的冒险历
程。

为了爱，放
弃已经获得的
自由和重生，是
否 值 得 冒 险 ？
关于爱，关于孤
独，关于选择。
作者不一定会给
明确的答案或提
示，却一定会让
你有醍醐灌顶
之感。关于爱，是在乎过程还是结局？每个人
的心里尺度都不同。如果爱能治愈心灵，将灵
魂“摆渡”到幸福的彼岸，便是最终的意义。

作者从少年人的角度洞悉人性的温情，通
过男女主人公的所见所感，道出所有人对亲
情、友情和爱情终极幸福的向往。“爱”是生命
中最广袤的命题。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经
历过迷茫、恐惧、痛苦。感谢那些愿意给你忠
告的引路人，你或许也给过他人帮助。佛说，
他人“渡”我，我“渡”他人，大抵也是如此。

爱能治愈心灵
——读《摆渡人》有感

记者 陈希子读书很重要。从中央到地方都
在号召好读书、勤读书、善读书。因
为读书能开拓眼界，能更新知识，能
提升素养，更能洗涤心灵。

其实，读书是件挺私人的事，当
你全身心沉浸其中就能发现里面的
好处。清代学者萧抡说：“人心如良
苗，得养乃滋长，苗以水泉溉，心以
理义养。一日不读书，心臆无佳想，
一月不读书，耳目失精爽。”

这话表达的意思是，人的心灵
如果没有正确义理观的滋养，就会
干涸和荒芜。一个人的心灵如果没
有智慧之光的照亮，没有书卷的滋
养，没有反思和内省，就可能变得褊
狭、粗陋。

大家不妨抽个时间来回忆过
往，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在物质
世界努力拼搏、挣扎，追求着金钱、
名誉、地位，追逐着奢靡与享受。其
实，我们并没能收获长久的快乐，甚
至在夜深人静之时遭遇茫然、空虚
来袭。

有学者曾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认为人性本纯，而人们在追逐财富
的过程中，常常不得不接触沾染各
种污浊。其中，内心的欲望与贪
婪，会像血管里超标的血脂在心灵
深处不断淤积，堵塞了人们“本纯”
天性。

怎样打通堵塞的天性？最有用

的办法是读书，只有好读书、勤读
书、善读书，通过书本传递的知识、
情操、价值等来清理思路，清洗心
灵，才能保持身心洁净、神清气爽。

书海浩瀚，有些书是写给特定
人群的，有些书是要某种素质或禀
赋才能读出味道来。所谓“阅历”，
不仅说阅读的时间和数量，还包括
人的经历、感悟，更重要的是指人
的综合素养。“读书有益”是句笼统
话，总的来说，读该读的书才是有
益的。

读一些经典名著。经典之所以
为经典，它是历史沉淀下来的精华，
它凝聚了前贤圣哲的大智大慧，浓
缩了人类文明的思想荟萃，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让我们的眼
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厚重。

读专业成长的书。读专业书籍
的过程就是知识更新累积的过程，
大家无须刻意强求。从事金融工
作，就去找些经济金融方面的书翻
翻，从事文字工作，就找些散文、作
品集读读；从事教育工作，就找些教
育管理类书籍看看；从事管理工作，
就找些经管类书籍看看。

阅读时最是神清气爽
记者 甘青

第一，各行各业都可以有创新。创新
并非只能发生在硅谷一类的高科技部门
和大型企业，在小企业和非商业机构中也
可以有创新。换句话说，即使你不是一个
科技工作者或大企业的经营者，创新的机
会也不会远离你，只要你拥有开放的心
灵。用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话说：“创
新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是否新颖、巧妙或具
有科学内涵，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赢得市场”
（[美]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
神》）。所以从本质上看，创新并不是一个

科技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只有当生
产方式的新组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要时，才算实现了创新。

例如，非科技类小企业可以实现创
新。如果你开的是一家普通的饭店，那么
算不上有何创新。可是哈兰·山德士上校
创设的肯德基快餐店可就满是创新点了。
且不说肯德基在口味上确有独到之处，光
是其在产品标准化上的创新，就大大降低
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肯德基的另一项创新
就是产品的本土化，为了适应中国人的口

味，卖炸鸡的已经开卖卤肉饭了。
非商业领域中照样可以产生创新。

我国高校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创新，当前的
去行政化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创新
的一种体现。当今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慕
课”，也是高等教育创新的突出表现。所
以还是如德鲁克所说，“无论是哪个领域，
企业家精神的差异都是微乎其微的”，不
同领域的企业家“所做的事情基本相同，
使用的工具基本相同，遇到的问题也基本
相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第二，创新无法独立完成，而是一项
需要协同的工作。在这个阿尔法狗已经
能够完胜人类最强棋手的时代，无论是勇

于攀登科学高峰的理工男，还是擅长营销
管理的商科人才，甚至是投身于文史研究
的学究，个个都跃跃欲试，希望能成为创

新的弄潮儿。他们之所以可以统统参与
进来，是因为万众创新不是人人都要主导
创新，而是人人都来参与创新。

嘉鱼审计参加《准则》《条例》知识竞赛获佳绩
本报讯 通讯员周文娟、李轶群、秦妮报道：日前，嘉鱼县

审计局代表队在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
《准则》《条例》知识竞赛中，力战群雄，获得第二名。

此次竞赛主要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
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等。知识竞
赛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部分。经过激烈的角逐后，审计局
等8支优胜队顺利进入了决赛。充分展示了各参赛选手丰富
的理论知识和学习成果，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经过一番
激烈的角逐，审计局代表队获得第二名。

湖北科技学院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
学院唯一一家直属的集医疗、教学、科研
为一体的综合性二甲医院。儿科为湖北
省儿科医疗联盟成员单位，现由咸宁市
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医师、教授毛
开新担任科主任，设有门诊和住院部，门
诊常年由主任医师、教授坐诊，住院部分
设普通病房和新生儿病房。病房有中央
空调、电视、微波炉及24小时热水供应，
全院覆盖免费wifi。常年特聘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分会呼吸哮喘组委员、湖北省小儿呼吸
系统疾病知名专家“彩虹学者”姜毅教授
坐诊。

特色专科：小儿哮喘、矮小症、癫痫、
儿童保健及发育行为专科，监测儿童体
格生长、智力、注意力、心理及行为能力。

暑假期间（07 月 01 日-09 月 01
日）我院儿科开展“暑期快乐长高免费义
诊活动”，帮助孩子建立系统的成长计
划，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武汉大医院同
等级的医疗。

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儿科

健康热线：0715 -8102571
附二儿科医患交流平台
QQ群号：435361901
附二医院儿科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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