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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从模糊
的地域认知到窥探宇宙
星辰；从肉眼可见的维
度到量子化的世界；从
日心说、大爆炸理论到
多元宇宙理论等空间假
说和概念，人类求知的
脚步从未停止，对空间
的探索也从未停止……

《空间简史》按照时间线
索，向我们展现了一段
人类探索无涯空间，找
寻自我定位的崎岖旅
程。并激励着“后来的
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宇
宙中留下属于人类自己
的脚印。 (本报综合）

《空间简史》

托马斯·马卡卡罗
克劳迪奥·M.达达里 著

桑兵 著

内容简介：本书是
浙江大学桑兵教授多
年来发表于学术期刊
上的文章结集，共计八
篇。晚清的政权鼎革
是近代史上一场大戏，
风起云涌的中国政治
舞台上各种势力的博
弈角逐，也就是严格意
义上辛亥革命的历史
进程。

《旭日残阳》

魏斐德 著

内容简介：本书收
录了美国汉学家魏斐德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
的所有重大演讲稿和访
谈文稿。这位写过《洪
业：清朝开国史》《中华
帝制的衰落》《间谍王：
戴笠与中国特工》《大门
口 的 陌 生 人 ：1839—
1861 年间华南的社会
动乱》《上海警察》《上
海歹土》《红星照耀上
海城》的著名历史学
家，对中国历史有独特
的理解和认识。本书
绝大多数文字都是首
次出现在中文世界中。

《远航：魏斐德演讲访谈录》

蒲圻办事处切实抓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录入工作

蒲圻办事处

蒲圻办事处党委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信息录入工作，为此成立工作专班，安排专人，自
2018年11月6日开始，蒲圻办事处二楼服务大厅，迎
来了辖区内退役军人信息录入工作。

信息采集对象为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12类
相关人员，主要信息为个人基本情况、生活状况、享受
待遇等，涉及到户籍、医保救助、社保住房、安置诉求
等方面。目的是为其家庭悬挂光荣牌，健全服务对象
档案和数据库，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

为残疾退役军人的录入方便考虑。针对伤残军
人行动不便，工作人员从每个细微环节考虑，在一楼
台阶与大厅的连接处，铺上一块铁板，开通了“残疾军
人绿色通道”。

紧张有序实施退役工作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录
入。开始信息采集的前几天，每天有200多名排队，
为了避免混乱，工作人员早晨7：40分便提前到岗，下
午二点左右到岗，同时开设四个窗口，实施取号排队，
赤壁市民政局分管领导及时安排工作人人员，到办事
处帮忙采集；考虑到年老体弱的退役军人，大厅里安
排了茶水，放置了10张凳子供退役军人坐着等待录
入；为了加快录入进程，参加信息录入工作的人员一

连两个双休日不休息照常上班，直至信息采取工作接
近尾声时，才正常上班。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原参加过淮海、上甘岭战役
的92岁老兵，他颤颤巍巍来到二楼大厅，工作人员热
情接待，给他递上茶水，耐心细致的询问。退役老兵
看到工作人员热情的服务态度，荣誉感、自豪感油然
而生，他笑着对工作人员说：“谢谢你，小姑娘！”。在
外务工人员，由亲朋帮忙提供资材实，提交本人微信
实时照进行信息采集。参加越南自卫还击战退役军
人潘某，全家都在海南务工，家里没有亲人和朋友，他
把所有的证件寄给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廖某帮他采集，
廖某在采集所有信息之后，再把相关证件给他寄回。

蒲圻办事处辖区内大约有3200余名退役军人，
由于党委重视，多措并举，上下努力，截止12月4日
止，已完成2600余名退役军人的信息录入。

（何浩 游凰玲）

遗失声明
湖北众众合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212023260383839，特
声明作废。

咸宁市怡家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证 号 ：
421200685627024，特声明作废。

金光华遗失收据一张（鄂
LT0123），号码：3999140，金额
40000元，特声明作废。

父亲凡春明，母亲张李京，遗
失凡梓涵（女，出生日期：2015年
3月30日）的出生医学证明，出生
证编号：P320184403，特声明作
废。

徐学军遗失高级工程师职称
证书（公路桥梁），任职文号：鄂职
改 办 [2010]92 号 ，证 书 编 号 ：
W0672011200025，特声明作废。

咸安区信隆建材经营部遗失
财务专用章以及个人私章（金良
波印）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北众众合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3260383839）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湖北众众合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注销公告
咸宁市金元宝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MA487G7H7K）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咸宁市金元宝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电话：3066175 3066171 3066230
地址：崇阳县天城镇程家巷36号

崇阳中医院崇阳中医院
骨伤科骨伤科

（（咸咸））医广医广【【20182018】】第第001001号号（（广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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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
版，该书主要作者董振华是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创新工
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
党的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
国家二三百年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中国奇迹”。

中国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到底领导这个泱泱大国走
出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样的成功密码？这是世界普遍关注和迫切需要知道答案的
一个时代课题。

“揭示‘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破译中国道路的成
功密码，不仅为我们更加自觉和坚定地迈向民族复兴的伟
大征程提供战略定力，而且会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路
径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必将为人类未来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后记”中指出编写该书
初衷时说。

由此，董振华等在书中从“思想的威力”“正义的事业”
“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基因”“制度的优势”“务实的态度”
“实干的精神”等方面，去揭示“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
破译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譬如，在“第五章 制度的优势”中，作者指出，中国道路
的成功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
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大原则下不
断发展，也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救国救民的历程中几乎把世界
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进行了试验，包括君主立宪制、五权分
立制、议会制、总统—内阁制、多党竞选制等，都失败了。只
有中国共产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相对
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式民主不断暴露出的政
治僵局、权力掣肘、金钱选举、缺乏效率等固有弊端和局限性，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保障了中国的持续
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而受到了世界普遍关注。中国民
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进人民
福祉，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该书进一步指出，这些
独特的制度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制定正确的方针
政策和重大决策，能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
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有效避免了权力掣肘的问题。
相反，西方民主培养出个人主义，难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
证、有效统一。

二是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
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作出科学决策，保证人民
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够汇聚各个群体
的意见、智慧、力量，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集中力量办大
事，形成共同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而西方民主
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全民民主，但实质是资本的民主，是适应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

三是能够使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政策具有明显的
连续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

(本报综合）

近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改变中国：经济
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一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本书由经济学博士新望主编，高尚全等四十余位经济
学家著。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
历史起点上，四十余位经济学大家重新检视中国改革开放
所走过的道路，详细回顾和梳理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
训，系统阐述了为什么改革开放被称为“伟大觉醒”“活力
之源”“重要法宝”和“必由之路”，进而从市场化改革、发展
与转型、三农及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对外开
放、专项改革等方面，深刻剖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难
点，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
作了系统研究，为新时代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
经验，探讨下一个时期的改革之路。

高尚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
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
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
题。他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6
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尚全在本
书中提出：“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
变化的新特点。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历史变化的基础上，通过“五位一体”改革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推向前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并非
自然而然，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化改革要有紧迫
感，尤其要有历史责任感。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
仍处在追赶期。到21世纪中叶前，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
我们在某些领域能够赶上或领先，但总体上还是处在追赶
期。”

近年来，房子一直是大众关注的民生热点。改革开放
以来，住房相关制度经历了数次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秦虹在本书中说，这一重要思想为构建适应新
时代要求的住房制度指明了方向，为今后城镇住房的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标志着我国住房制度迈入新的历史阶
段。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书不仅有理
论总结的高度，而且还有打动人心的个人生活深情回顾。
回顾社会巨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不禁
赞叹道：西方发达国家中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当他们出生
的时候，前两次工业革命早已完成，只能经历第三次工业
革命，但作为中国人，我有缘享受“后发优势”，用短短的
40 年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走过了西方世界10代人走过
的路！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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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中
国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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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25岁生日的朋友小朱患上了
单身焦虑症。在亲戚朋友的安排下她见了
很多的相亲对象，却还是没能找到那个一
见钟情、一拍即合的人，她为此老是抱怨、
时时念叨，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甜。

身边像小朱一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因为未婚未恋便整日整夜处在不安之中，
花掉每天大段的好时光胡思乱想，以至于
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朋友小莫也单身，但她的生活状态则
截然不同。除去每天运动和偶尔旅游花掉
的时间，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
上。照她自己的说法，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只想着脱离了高中苦海、可以任性玩乐了，
后来走入社会才发现身边有如云的高手，
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尘沙。

在受过几次专业上的打击之后，她开
始醒悟过来，重新捡拾起曾经不屑一顾的
专业知识，一下班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并因
此养成了广泛阅读的习惯。

“列书单”是她最近两年养成的习惯，
比起漫无目的地看各种各样的书。她发现
有目的地去看书友们推荐的好书能让自己
收获更多，也避免了被一些用处不大的书
瓜分了有限的阅读时间。

她还拟了一张阅读时间表，根据自己

的空余时间安排适当的阅读量，“每天各项
活动后，连阅读的时间都显得那么的珍贵，
哪还有时间去想东想西。”她说很满意现在
的生活状态，即使有时候被家人或朋友“催
婚”，她也能十分淡定地去接纳和应对。

还有一些患上了孤独症的人，他们会
觉得生活空虚无望。比起内心焦虑的人，
极大的空虚感可能更令人畏惧。阅读能填
补时间上的空缺，让人感到满足，为这些深
陷精神囹圄的人推荐一份适合他们的书
单，或许能弥补他们内心的缺口。

无论是至今还在为脱单焦虑的人，还
是倍感孤独、虚无度日的人都应该为自己

列一份书单，因为阅读能带给人的不仅是
时间和精神上的富足感，更能让人在思考
中收获一颗平静的心，甚至在阅读体验中
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让人重拾生活
中的快乐。

前不久，小莫突然告诉我，就在常去的
图书馆里她邂逅了那个“对的人”。她很兴
奋地说，共同拥有一份彼此都喜欢的“书
单”，让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近。

有“书单”不“输单”
○ 丁婉莹

书海

杂谈

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
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
牺牲的、辜负的……

——村上春树《且听风吟》

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
的尊重。

——余秋雨《欧洲之旅》

曲调很古老。节拍很缓慢。歌声悲壮苍凉。坦
荡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的歌声，空气因歌声
而起伏，没散尽的雾也在动。

——莫言《大风》

人最大的“任性”就是不顾一切坚持做自己喜欢
的事，只有这样，人才可以说，我这一生不虚此行。

——贾平凹《自在独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