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对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有着独

到的见解，一直以来，希拉里·克林顿都

是世界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从律师到

第一夫人，从参议员到国务卿，希拉里拥

有着多重身份，而且无不演绎得游刃有

余。在《见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一

书中，BBC驻美特派记者金·伽塔丝独

家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向我们

还原了“全球最有权势的女强人”是怎样

炼成的。

从2009年1月21日正式就任美国

国务卿，到2012年年底因疲劳过度而病

倒家中，希拉里总计在飞机上度过了四

百多个日夜、飞行150多万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赤道37圈，出访了112个国家。

这份勤勉有加的成绩单是之前66位国

务卿无法比拟的，因此被媒体誉为“国务

卿劳模”。伽塔丝甚至感慨说，虽然自己

的岁数是希拉里的一半，但在跟随采访

过程中，也只能勉强跟上希拉里的步子，

“她的日程非常满，有时一天要去4个国

家，跨越近6个时区。”如此“拼命三娘”

的打法，自然收益颇多，使得希拉里从一

个当初被奥巴马贬损为“不过是作为第

一夫人同外国领导人喝喝茶”的政治花

瓶，成长为奥巴马颇为倚重的外交老手。

事实上，伽塔丝通过一己以贴身

紧逼式的记述，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

维度的希拉里——一个将女人心与总

统梦共存的希拉里。在家庭中，她是

不离不弃的妻子，也是循循善诱的母

亲，在总统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的偷情

细节被公诸于世之后，依然坚定地站

在克林顿的身后。而在职场中，她是

总统身边最得力下属，也是旁人眼中

平易近人的领导。她既可以在维基解

密公布的大量机密材料后的重重危机

里，与受害国首脑逐一通电话致歉解

释，也可以在出访法国时与同萨科齐

调侃，“我也许不是灰姑娘，但您永远

是我的白马王子。”；既可以在上海世

博会中，要求展厅对公众开放，并与大

人和孩子一一握手寒暄，与商贩合影

留念；也可以成为“巧实力”的积极践

行者，重塑美国在全球外交的领导地

位，在以巴冲突、阿拉伯之春，甚至针

对中美关系等问题展现铁血与强硬的

一面。曾有人向希拉里求教，如何平

衡工作家庭，她的回答是：要对自己真

诚，自己作出抉择。

或许，希拉里四年国务卿生涯所见

证的，不仅是美国的现世镜像，更是当

今国际政治的缩影。美国到底有多强

大？如果美国真的衰落，哪个国家或者

什么势力会取代它？伽塔丝的重重追问

的确难以回答，即便精明强干如希拉里

者也会一筹莫展，毕竟时事之局一如个

体命运，难以先行窥测，亦难数字量化，

只能在岁月之流中拭目以待。

在《见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的最后，伽塔丝写道：“希拉里卸任之

际，我也走到了我的旅途的尽头。”不

过，希拉里私下里也曾对她透露，会参

加2016年美国大选。不可否认的是，

超过20年的政治生涯让希拉里在美国

民众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甚至

有国家元首公开承认“与其他女性政

治家相比较而言，希拉里更有政治风

度和手腕。”

尽管民主党能否连庄，69岁高龄能

否胜任的猜疑不绝于耳，但“美国需要女

总统”的呼声也同样愈发高涨。可以肯

定的是，如果希拉里参选2016年大选，

她将是美国历史上准备最充分的总统候

选人。

本书是希拉里继自传
《亲历历史》后唯一授权传
记。本书由BBC首席记者
金·伽塔丝历时四年亲随
希拉里飞行数万公里，独
家专访数百小时后撰文而
成。书中独家透露了大量
鲜为人知的内幕，完整披
露了希拉里四年来台前幕
后的工作和生活。

希拉里的女人心与总统梦
□洪洁

《见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作者：（美）金·伽塔丝/著, 方志操/译
定价：58.00元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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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机遇·改革:当代中国大局

大势大事观察与思考》

作者：何平

定价：38.00元

新华出版社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新华
社围绕“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
和“全面深化改革”，先后组织两
次专题调研。在半年时间里，调
研组分赴国内东中西部29个省
区市，采访了近千位各界人士，
并对上海浦东等6大国家级新区
和中国（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
的改革开放探索实践进行了深
入总结，收集到各方面有关抓机
遇、促改革的真知灼见，形成专
题调研报告，并在此基础上编撰
成书。

3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

作者：（英）皮拉尼/著

姜睿 钟晓辉/译

定价：33.00元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本书并非报告文学，而是作
者认为最重要的各类事件和问
题的回顾。

作者参考了各种书籍、文
章、俄罗斯媒体的大量报道以及
他个人所作的研究，但本书并非
面面俱到，例如对俄罗斯外交政
策方面作者并没有着墨过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作者：人民出版社 编

定价：3.50元

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
次全体会议通过)

让改革旗帜在中国道路上
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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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

作者：李怀宇

定价：29.00元

中华书局

余英时、张充和、唐德刚、夏
志清、王鼎钧等12位海外名家
倾吐旅美心史，评点过往风云。
他们大多成长于战乱频仍的民
国岁月，旅美生涯或短或长，家
国之情或隐或显，但无一不是远
离中国乡土而承继中国文化的
衣钵，内心涌动着深沉的中国文
化情怀。

作者亲赴北美访问，以生动
畅达之笔记录受访者人生历程、音
容笑貌与创作生涯，见证1949年
后中国知识分子海外奋斗历程。

5
《一把盐：人间有真味，

半酣意尤长》

作者：左壮

定价：46.00元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这世间的美味和真意，不过
去除芜杂，一把盐足矣。

走南闯北的加拿大华裔厨
师最拿手的私房菜，最独到的家
庭健康厨艺理念。

真正的美食，只有你自己可
以做到:吃应季、品原味，知行合
一，和谐有度。

6

《秋冬进补好，来年生病少》

作者：陈惊蛰

定价：19.90元

广东科技出版社

本书作者纵观数千年的中华
养生史，将老祖宗经过无数实践
总结出来的朴素道理，与自己几
十年来宝贵的临床经验融为一
体，为现代家庭提供科学、全面、
方便的秋冬食疗进补方案。

在本书中，作者详细解读了
数十种秋冬进补食材的进补功效
及烹饪方法，且选用的进补食材
皆为最平常、最应季的谷肉果蔬。

（本栏书目由东方书城提供）

2013年中秋、国庆节前夕，我收到

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龙生先生不久前出

版的新著《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

（上下两部）。这是他第九部研究毛泽

东经济思想理论的专著，全书近90万

字。龙生先生从1978年调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开

始，凭借他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扎实

的专业基础，便开始了对毛泽东经济

思想的关注与研究，经过十多年坚韧

不拔的努力，最早于 1992 年 7 月出版

了我国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第一部

专著——《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

著作等身的巨大成果，与他几十年

的奋斗、与他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是

分不开的，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

一是慧眼识珍宝。以这部《毛泽

东经济理论与实践》为例，仅他列出的

“主要参考文献”多达93种，其中有的

文献资料竟有二三十册。要全部翻阅

如此众多的文献资料需要多少时间，

需要付出多大努力啊！顾龙生先生就

这样孜孜不倦工作几十年，实现了他

研究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些梦想。

二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正如龙

生自己所说：“穷尽一切有关信史，引用

了许多经过考证的权威材料，或经过权

威部门审核鉴定过的材料，参考的书

刊、报纸数百种，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提炼、精选和采撷”，才会有十部毛泽东

经济思想理论的著作相继出版问世。

《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这部上

下两册，近800页，90万文字的大作，精

选了从1893年毛泽东诞生至1976年逝

世期间毛泽东经济思想理论的主要内

容。这些主要内容，每条资料来源，都

注明了出处和原书刊文案作者姓名，真

实可信。每读一条资料，不仅知道毛泽

东在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内容，所发挥

的作用，还知道史料来自何处。

三是慎之又慎的工作态度。从龙

生先生所著作的毛泽东一系列经济思

想理论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光辉，也体会到顾龙生先生几十

年如一日地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顾龙生先生的每部作品，不仅详

尽介绍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主要内

容，还中肯地分析了毛泽东经济思想

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的主要作用。比

如：在《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一书中，

他开宗明义阐明了研究毛泽东经济思

想的主要认识，他认为：“我们应该正

确看待毛泽东经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

中的地位，完整的、准确地研究毛泽东

经济思想，发展毛泽东经济思想。”

顾龙生先生按照自己设计的图纸，

不断深入研究，连续出版毛泽东经济思

想理论专著达560多万字，为发展毛泽

东经济思想理论贡献了主要精力。

顾龙生简介:
顾龙生，1943年生，浦东新区祝

桥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研究员、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
学系，1967年毕业。长期研究毛泽东
经济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为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研究和宣传，做了一些力所能及
的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经济
思想引论》、《毛泽东经济年谱》、《江
泽民经济思想研究》、《毛泽东经济思
想大辞典》、《党的基本路线知识全
书》等等。

>>书海畅评

顾龙生——研究毛泽东经济理论的浦东人
□李廷芝

《毛泽东经济理论与实践
（套装上下册）》
作者：顾龙生
定价：98.00元
红旗出版社

>>精彩书摘

>>书海畅评

在古代中国，民间有一句歇后

语，叫“闭灯看家书——公私分明”。

公私分明的道理，被我们一讲再

讲，公家的东西不能为私用，就像大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公出力就

不能徇私情；而私人的东西为公用，

所谓毁家纾国，则是一种大德。

然而却鲜有人知，“公私分明”这

个词其实最早出于商鞅的《商君

书》。在《修权》一篇中他说：“公私之

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

功。”其意，与今日庶几近之。

如果看过《商君书》，我们应该还

会记住商鞅发明的另一个词“壹民”，

“壹民”的培养靠“壹赏”、“壹刑”和

“壹教”三种手段，“壹赏”是说利禄官

爵、富贵之门都是出于军功；“壹刑”

是人人平等，刑罚面前不分等级；“壹

教”是只受一种教育，法家就是国教。

商鞅说，壹赏之下，士兵无敌；壹

刑之下，令出必行；壹教之下，下皆听

上。这样的手段培养出来的“壹民”，

“入使民壹于家，出使民壹于战……

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

出”，意思就是说，壹民在家只会种

地，因为种地所以“朴”——不是朴

素，而是愚蠢；在外只会打仗，在战场

上士兵们“皆尽其胸臆之知，竭其股

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

这样的社会，今天的人听起来不

免不寒而栗。在商鞅这个国家主义者

的变法下，秦国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军

国主义国家，君主集权发挥到极致，就

像吴思所说的，“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

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

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

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以

至于普天下之下只有国家秦国，没有

社会，没有民间，更没有人世。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做

到了秦朝这样，把社会和人简化到如

此地步，把集权和效率发挥到这种程

度，以至于弱小的秦国一跃而极强，

在弱肉强食中创建了第一个大帝国。

亨利·梭罗说，我们首先是人，然

后才是公民。秦国百姓连人民都谈

不上，更遑论公民，但按照梭罗的理

论，应该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

人民。要做一个人，就要在“公”之

外，还要有“私”。秦国虽然千乘万

骑、铜盔铁甲，但是不可以渔樵闲话，

不可以匹夫匹妇；岁月虽然悠悠，但

是秦人却没有盼头，没有低头喘息之

际，没有民间私情之美。

郭沫若说，商鞅和秦孝公都是大

公无私的人。不错，他们的确是大公

无私，但是小盗窃家，大盗窃国，他们

的大公无私是大公为私，是要把天下

众生变为一人。在商鞅的治理下，所

有人都是一个人，所有脑袋都是一个

脑袋，只能想、只能做两件事：种田，

打仗。

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说：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因为吃得上饭、穿得上衣才能讲

究礼仪和操守，有恒产者才有恒心，

有恒德。管仲拜相，变的是蓝色的

法，以商富民富国富人世；商鞅拜相，

变的却是黑色的法，以农养战，打烂

人心。

管仲又说“善莫于奢靡”，这几乎

就是孟德斯鸠的“富人不奢侈，穷人

将饿死”。

他自己也是如此，吃要吃味道最

好的食物，听要听韵律最美的音乐，

鸡蛋要先在蛋壳上画图再煮吃，林柴

要雕成艺术品再烧，所谓“尝至味而，

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

爨之”。他为齐桓公出山时，还提过

几个条件，一曰“贱不能临贵”，桓公

任他为上卿；二曰“贫不能役富”，桓

公又赏赐给他齐国市租；三曰“疏不

能制亲”，桓公又立他为仲父。

而商鞅呢？在他眼里，只有种田

才会有收成，只有打仗才能扩张国

土，消费游食都是坐吃山空，空谈辩

论更是蛊惑人心，所以不准经商，不

准游历，不准入幕，不准辩论。客观

地说，这确实把秦国推上了大国崛起

之路，然而这场“国进民退”，老百姓

在人的层面上节节后退，无论是种地

还是打仗，都要迸发所有的“私”满足

国家的“公”，公绑架了私，国家绑架

了人民。所以到后来商鞅被五马分

尸，老百姓没有一个为他叫屈，也可

见民心所向。

《谋国者》
作者：林东林
定价：32.80元
上海三联书店

这是一本带有文学和美学
视野、个人性情和观点的历史笔
记。

秋水长天，物换星移。作者
吹去尘封在商鞅、王莽、王安石、
张居正、李鸿章、康有为生前身
后的千百年风烟，蓦然回首，细
细思量，回味他们的生死成败，
揣度他们的笑声泪影，用文学和
美学私情历史，用私心和公谊重
温热血，在久远的人和事背后打
捞江山岁月丢掉的细节，明辨而
温暖，理性而清明。

人是最好的风景

研究毛泽东经济思
想，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经济建设实践，
从而去发展毛泽东经济思
想，无疑对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有重要价
值，应该被视为一种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