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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字还原中国互联网走过的一段激情岁月

15

□ 亨通堂

未来会有哪些趋势与机遇

★品书潮

《互联网前沿》
腾讯研究院

E-mail：05172008@163.com

TechWeb编辑部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
定价：49.8元

2017 年， 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 双创在中国走过低谷， 也逐步重新回暖。 2015 年 3 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在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 制定“互联网 +” 行动计划。 “互联网 +”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新一轮互联网经济快车已然开启。
2014 年开始， 腾讯研究院联合 TechWeb， 共同推出了“互联网前沿沙龙” 活动， 参与嘉宾非常有代表性，
有热点企业创始人、 技术码农、 产品经理与行业分析师， 以及律师、 官员、 业内观察者等， 将近百人。 本书以
嘉宾的演讲、 讨论发言稿为基础编写而成， 包含互联网 + 医疗： 掘金 21 世纪的健康管理； 互联网 + 泛娱乐：
IP 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互联网 + 房地产： 寻找下一个黄金十年； 互联网 + 硬件： 合作还是逆袭等几大主题。
从产业发展角度共同探讨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生活、 人文环境、 法律政策的影响； 以不同的视角和深刻的解读来
探讨“互联网 +”。
腾讯研究院是腾讯公司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旨在依托腾讯公司多元的产品、 丰富的案例和海量的数
据， 围绕产业发展的焦点问题， 通过开放合作的研究平台， 汇集各界智慧， 共同推动互联网产业健康、 有序地
发展。 TechWeb 成立于 2005 年， 专注报道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行业动态、 产品及消费资讯。 TechWeb 目前已
经全面覆盖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手持设备、 智能硬件、 智能家庭、 游戏娱乐等相关领域。 TechWeb 由单一网
站逐步发展成为集网站、 WAP、 APP、 微信、 微博、 头条号等为一体的全媒体形态， 每日受众高达两千万人，
成为科技互联网领域极具人气和影响力的互动媒体。 同时， TechWeb 建立起一套连接线上和线下的立体交流模
式， “IT 龙门阵” “互联网前沿沙龙” “机情秀” 等线下活动已经成为行业人士交流经验的首选。 来自智能硬
件、 O2O、 大数据等 15 个“风口浪尖” 行业的 40 名创业者分享了他们的酸甜苦辣。 如今， 他们中有的已经初
具“独角兽” 雏形， 有的仍然在艰难挣扎， 而有的项目已经解散。 幸运的是， 有人用文字和影像记录了他们曾
经的所思所想， 记录了中国互联网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

一个懂得主动努力的人，就是一个懂得自醒的人

□刘

吉

如何做一个主动努力的人
★品书味

《自 醒 ： 从 被 动 努 力 到 主 动
进步的转变》
作者：凤红邪
古吴轩出版社2017年6月

★品书讯

你正在努力吗？ 努力时， 你的感受是什么？ 同一课堂上的两位同学， 同一岗位上的两名员工， 追求同一个
姑娘的两个男孩……他们在努力做着同一件事， 但努力的状态却可能完全不一样。 努力， 存在着主动和被动的
差别。 主动努力会带给你想要的结果， 被动努力则会带给你失望。
你想做一个主动努力的人吗？ 一个懂得主动努力的人， 就是一个懂得自醒的人。 自醒， 就是从自己迷茫、
困顿和疲惫的心中清醒过来。 自醒， 是为了走出努力时的心理困境， 更是为了实现从被动努力到主动进步的人
生转变。 如何从一个被动努力的人变成一个主动努力的人？ 《自醒： 从被动努力到主动进步的转变》 一书作者
凤红邪震撼来袭， 用犀利的文笔与你分享身边的努力， 直面你努力时的内心困境， 并且带你走出来。
自醒， 是为了叫醒在内心迷路的自己。 这个好奇的世界诱惑着年轻人积极向上， 却又没有任何一条天然的
成功之路， 一堂课， 一份工作， 一段爱情， 无不需要你用心努力。 青春是无知的代名词。 年轻时的我们， 总是
与成功失之交臂， 匍匐在各种生活挫折里， 其实是因为我们总是对自己的内心真实状况无知。
懂得自醒的人， 就是懂得主动努力的人。 主动努力， 不只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认知。 只有对自己有准确
认知的人， 才能学会努力的正确姿势。 《自醒》 这本书的特色在于， 帮助每一个年轻人找到自己心中一切不满
意的根源。 例如， 胆小、 内向、 急躁， 总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并让这些影响到自己的成长， 影响到自己的学
业， 影响到自己的爱情， 影响了自己的工作等。
自醒的目的不是让人推卸成长的责任， 也不是让人去怨恨那些给自己造成问题的人和事， 而是为了释怀、
改变和更好地成长。
自醒， 意味着改变。 改变是痛苦的， 因为那是在新生前的一种自我否定， 但是改变又是必须的， 因为那是
自醒者对自己的一种责任。 一个人的改变， 会带来所有相关人和事的改变， 那是一种对自己和周遭世界的美好
状态进行的一种完善， 是做一个主动努力的人的正途。

一场别离

□钟

奕

一段唯美清新的情感愈疗之旅

《分开旅行》
作者：陶立夏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定价：58.00元

★品书序

我要一个人去完成你许诺过的旅行， 我要为我们两个人， 去看一看永恒。 那一刻我知道， 曾以为这一生会
有说不完的话给你， 但很多话留在心底会更好。 爱一个人很难， 不爱一个人更难， 而最难的是真正离开一个
人。 我不明白人心， 我不明白时间。 所以我只有远行。 罗马、 伦敦、 北德、 乌兰巴托、 拉穆、 阿拉格、 赫尔辛
基、 墨尔本、 新加坡、 得克萨斯、 奈良、 耶路撒冷、 米兰……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的路上， 我开始对人世
的离别， 深信不疑。 当所有的碎片渐渐拼凑成一个人看的风景， 我开始明白， 走那么多路， 并不是要再次找寻
到你， 而是为了失去你。
于是， 我在哭墙前对世界上所有的神明说， 让我们自由。 翻过这千山万水， 再不用回头。
治愈系情感旅行小说开山之作， 用温润流畅的文字， 内敛厚重的情感， 摄动人心的风景， 通透深刻的哲
思， 给你无限的勇气与力量， 去天地的尽头会一会自己， 在时间的长河看一看永恒， 和不快乐的自己告别， 和
失去的爱情告别。 陶立夏的文字和摄影风格独树一帜， 享有盛名， 她的视角充满深情与生活情趣， 她的旅行随
笔和生活分享， 被诸多媒体连载， 深受广大读者和网友的喜爱。 在旅行文学领域， 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陶立夏
的旅行文学作品充满对世界、 人文和自我的探讨， 启迪了诸多都市白领、 青年学生的心灵。 她倡导的旅行方式
和生活方式， 也日益被广大青年人所接受。

民国史、国民党史、蒋介石研究的重大新收获

□ 林孝庭

从海外解密档案中解读冷战与台湾

《困 守 与 反 攻 ： 冷 战 中 的 台
湾选择》
作者：林孝庭
九州出版社2017年6月

1949 年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与海峡两岸关系史， 亦是全球冷战对抗架构下， 不可被忽视的一
环， 20 世纪 50 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 至今仍是吾人研究亚洲冷战史时， 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 然而
遗憾的是， 除了这两次外岛危机之外， 整个冷战时期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究竟曾扮演何种角色， 以
及台湾在亚洲区域冷战战场上的历史定位如何， 在当今中外学术界里， 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本书所收录的十个章节， 是作者过去十余年来， 在华府、 伦敦、 台北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等地收集、 爬梳、 整理、 研读、 分析与消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后， 所积累的一个初步结果。 撰写这本书的一个
主要目的， 即在于回答如上问题： 除了审思 20 世纪 40 年代晚期起， 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 在亚洲
冷战战场上所处之角色与地位， 同时还尝试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经验， 进行全面观照、 陈述与诠释。 诚
然， 在吾人过去普遍认知里， 1949 年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与竞争对
手， 是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直到蒋介石 1975 年撒手人寰为止， 在迁台以后 20 余年中， 他所
领导的国民党当局， 依恃着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防承诺与“外交” 上的支持， 在各个领域里， 与北京之间进行
着似乎永无止息的对抗， 此一态势，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主政后， 逐步改变对华政策， 才出现
结构性转变。

★品书秀

《两个她的奇幻之旅》：相伴 40
载的老伴米莉安突然离世，这让亚
瑟十分难过，甚至一度对生活失去
乐趣。 直到有一天，他收拾米莉安
的遗物，意外发现了一条镶有 8 颗
吊坠的黄金手链：嵌着绿宝石的象
轿，栩栩如生的银质老虎，可以翻
开的书页，还有顶针和调色盘……
一串神秘的电话号码，让亚瑟开启
了一段奇妙的寻找妻子前半生的
探秘之旅。
亚瑟从未想过，自己竟然对婚
前的米莉安一无所知，不知道她曾
去过多国旅行，曾有着丰富的冒险
经历，甚至还曾计划要嫁给别人！
难道过去幸福的婚姻只是谎
言堆叠的假象？ 难道妻子从未深爱
过自己？
。

《大唐的惆怅》以人物为主线，
贯穿起唐代的兴亡史，描述了曾经
赫赫屹立于世的大唐帝国，如何在
腐败阴影的笼罩下，一步步走向深
渊， 并最终导致帝国崩坍的全过
程。书中既展示了腐败在大唐的种
种外在表现，又探讨了制度上的缺
失是大唐帝国深入肌理的慢性病。
书中既有精彩纷呈的历史人物与
故事， 又不乏较有深度的理论分
析，语言通俗晓畅，历史知识丰富，
在较高的可读性中寄予历史的启
迪与思索。
本书稿以人物为经，以事件为
纬，以时间为序，条理清晰，脉络分
明， 多角度展示了腐败的可怕后
果，并探讨了制度上的缺失是大唐
帝国深入肌理的慢性病， 发人深
思，成后车之鉴。

★品书榜
8 月 6 日 -8 月 12 日
1.《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珍藏版）》
2.《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
机》
3.《中国诗词大会》
4.《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的逻
辑》
5.《追问》
6.《平凡的世界（全三册）》
7.《孩子你慢慢来（彩插新版）》
8.《解忧杂货店（精装）》
9.《苦难辉煌（全新修订增补版）》
10.《你要在最好的年纪，活得无
可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