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逆潮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经典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的重著改版，新增一半的篇幅讲述了特朗普时代在美国出现的全球化逆潮。

作者简介：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鸟瞰古文明

作者：【美】让-克劳德·戈尔万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130幅城市复原图，重现古文明全景。 借细腻画笔，溯着时间之流，触碰千年前的繁华巨梦。 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横跨九大地域，近百座建筑群跃然眼前。

作者简介：让-克劳德·戈尔万，法国建筑师、考古学家。 曾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长期致力于古代遗迹的复原工作，是当今古代城市复原图制作领域的巨擘。

书籍的历史

作者：【法】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全书着眼于15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详细探讨了西方关于印刷书从诞生到传播各个方面的问题，观点独到，史料详尽。

作者简介：吕西安·费弗尔，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是如今公认的20世纪史学大师。 其法文作品包括《为历史而战》等。

亨利·让-马丁，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究主任，著有《17世纪法国的印刷、权利与人民》等。

智能制造

作者：【德】奥拓·布劳克曼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从大量的企业实践案例入手，通过分析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期建立智能制造环境下的新商业模式和新价值生态链。

作者简介：奥拓·布劳克曼，多年来在多家制造业企业从事制造执行系统的引进、安装及咨询工作。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英国内阁办公厅百年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贾敏

“汉弗瑞，请告诉我，在购置三叉戟导弹这个事情上，究竟是英国内阁说了算，还是美国总统说了算，到底谁说了算？ ”“哦，首相大人，我自然认为是前者。 但事实上，我的观点无疑和少数派站在一起。 ”

以上桥段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受追捧的电视剧《是 首相大人》。该剧以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和精彩纷呈的剧情演绎，向公众展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讽刺和厚黑之处。据说在该剧上映时，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治家们都早早告别公务，围坐在电视机旁，欣赏既萌且蠢的哈克首相和他的私人秘书伯纳德，与集狡黠、自负、才华于一身的

内阁办公厅秘书长汉弗瑞·阿各比爵士在唐宁街10号上演的幽默谐谑剧。 毫不夸张地说，《是 首相大人》塑造了公众对于英国高层政治人物持久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那位“衣着考究、八面玲珑、布道诡辩、滑稽得令人觉得可爱”的汉弗瑞爵士，堪称荧屏所塑造的经典英国人。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却不能完全展现生活。 现实之中，内阁办公厅在英国政府治理中所扮演的枢纽角色和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殊为重要。 作为办公厅最强大脑的秘书长，除服务首相和内阁大臣们外，还需与政府诸部门沟通协调，监督各项决策决议落实落地，承担国家安全与情报搜集、协调包含英联邦事务在内的诸多国内国际事务。 在关

键的历史时刻，秘书长在幕后运筹帷幄，甚至可以左右国家的前途命运。 故而，如若我们不能真正读懂内阁办公厅，也就无法真正领悟现代英国政治的精髓所在。

这正是当代英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传记作者、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尔登爵士在其近著《内阁办公厅———现代政府的诞生：1916-2016》中提出并再三宣扬的观点。 恰如书名所展示的，塞尔登试图通过历史性的叙述和对政治人物品格的客观评价，向公众与读者展现在过去百余年间，内阁办公厅筚路蓝缕，通过其领导者的不懈努力，依靠英国

文官体制独有的历史传承及其秉持的行为准则，引导、服务、塑造、掌控、顺应时代潮流，并以开放姿态应对挑战拥抱未来的精彩故事。

塞尔登以政治领袖研究闻名学界，揭开内阁办公厅的神秘面纱是他多年的愿望。为撰写本书，塞尔登积累了30余年的政府高层访谈资料，走访英美多家文献档案馆，掌握了大量一手权威信息。 他还遍访在世的历任内阁秘书长，诸多内幕轶事都由该书首次披露。 该书撰写亦得到英国内阁办公厅的鼎力支持，时任秘书长杰里米·海伍德爵士为该书

欣然作序，赞许该书是一部姗姗来迟的秘书长工作指南，同时也是一部用卡莱尔式英雄史观记述历任秘书长功绩的翔实信史。 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泰晤士报书评认为该书做到了“权威叙事与细节深描”的完美平衡，可读性与知识性俱佳。

本书更可以被视作过往百余年来，英国文官体制与政党政治互为倚靠，应对变革与挑战，“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写照。 众所周知，当下英国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困境，脱欧进程深陷泥潭，政党斗争日趋激烈，民粹情绪愈发显著。 当下英国能否走出至暗时刻，不仅需要政治领袖摒弃私心，拿出真正的智慧与远见让民众信服；一支忠诚且高素质的公

务员队伍来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更为需要，也更为迫切。

作为一本并不厚重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作者用洗练的笔法勾勒了11位内阁秘书长的从政故事，以及与之相伴的19位首相，使得内阁办公厅更为广大公众所知晓。 从阅读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来看，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也是颇有影响力的。

但我们并不应止步于“揭秘” ，或许能更进一步追问，内阁办公厅的百年历程，对于当下的英国政治困境、对于西方政党政治、对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变局，究竟有何借鉴与启发意义？ 是否真如已故秘书长海伍德所言，本书围绕内阁办公厅所展开的，乃是一部卡莱尔式的英雄人物赞美史诗？

其实恰相反，塞尔登并不认同卡莱尔式的英雄史观。 作为资深学者，他对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提炼思想有着深刻的体悟。 在他看来，百年内阁办公厅的历程，恰似一部衡量现代英国政治成败得失的参照尺标，恰如这段话所表达的：“历任首相，无论何种党派、何种政见，若想取得最理想的执政效果，必须与内阁办公厅，特别是内阁秘书长密切

合作，并在内阁政府的惯例下行驶职权，譬如履行集体责任，而非大权独揽，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统治……没有内阁办公厅的沉着冷静、专业卓越的辅佐，首相的日子会艰难得多。 ”

作为传统政治与现代行政相结合的组织产物，内阁办公厅的地位在百年内亦来回摇摆。它在首相、内阁政府、政党阁僚间穿梭往来，既静水深流、影响深远，却又时常以模糊性展现在世人面前。塞尔登将其比喻为人的左脑，善于想象与分析，尽量保持客观；而首相则相当于右脑，负责直觉与决策，发挥主观能动性。 这种比喻是否恰当，尽可以讨论。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一个正常人的任何半脑出现症状，那么整个肌体都会出现紊乱，诊断症状要比治愈更显难度。

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曾认为，“在任何渐进的变化的社会中，拥有优势的总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紧紧把握旧体制残留下来的精髓，同时也能抓住新体制提供的精华。 ”这段话被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建者沃勒斯坦移用描述英国乡绅阶层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所采取的生存智慧。 由此观之，内阁办公厅的适时出现，恐怕也是英国传统文明

再造的产物，百年历史对它而言，或许才刚刚开始。

莎士比亚曾有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当下的英国重新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当前英国所面临的绝大挑战，也绝非约翰逊·鲍里斯一人能独自肩负，毕竟丘吉尔一生也失败过多次。有人说，每每到历史关头，英国人总能化险为夷，百余年前由汉基爵士创建的内阁办公厅就是最好例证。那么，今日的英国精英们是否还能像先辈们那般，保持冷静，

奋力前行，成功上岸呢？要知道，这个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所拥有未来的最大不确定性。 如果必需寻找一个答案，那么不妨沿着本段开头的那段莎士比亚名言继续下去，那就是———“爱所有人” ，真正以全体民众的最大福祉为至高至善；“相信少数人” ，赋予政治领袖真正的道德与荣誉感；以及“不负任何人” ，作出并承担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

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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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共享经济重构社会劳动关系

□邓宇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共享经济充满了

话题性。 一方面是互联网公司、 科技型企

业、创业者和投资者对共享经济的粉饰，充

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手段， 极力宣传

共享经济所带来的便利、 舒适和个性化的

生活享受，其核心便是以优步、滴滴为代表

的网约车出行平台；另一方面是普罗大众、

网约车司机、 监管部门和媒体对于共享经

济的矛盾心理， 选择共享经济带来便利和

实惠， 同时也承受着共享经济所引发的风

险。 共享经济的引领者网约车更具有互联

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分享、传播、时尚、

个性等，因而迅速掀起了一波浪潮，并且这

种模式很大程度上重构了社会劳动关系。

美国作家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的新

作《优步：算法重新定义工作》，从科技革

命、 社会分工和互联网文化等多重视角出

发，为我们探索优步的演进逻辑，揭示出以

优步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引发的社会劳

动关系的转变。事实上，优步作为作者探讨

的核心案例对象， 更多的是专注于共享经

济背后的驱动，包括技术支持、大数据、算

法思维等等， 进而集中反映在网约车出行

平台的司机管理、工作规则、劳动关系的重

新定义。

从大众化的视角来看， 以网约车出行

平台为代表的共享经济的确带来了便利，

作者并不避讳科技对生活方式的巨大影

响， 并且这种科技隐含在算法的深度学习

上。 共享经济的诞生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

背景。

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在《优步：算法

重新定义工作》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

劳动关系模式，即用算法驱动的雇佣模式，

改变了我们对工作的定义以及工作的组织

形式。 作者经历了25个城市的走访和体

验， 观察超过400名网约车司机， 采访了

125名司机， 对于优步的运营模式和监管

有非常广阔的视野。 优步的运营模式与商

业化营销、科技消费等密切融合，撬动了共

享经济的大转盘， 深刻改变了各个利益相

关者所处的关系和环境。但是，作者在数年

的研究中不断产生对优步这种共享经济和

算法模式的质疑。事实上，基于算法的科技

并未如硅谷科技精英所宣扬的那样改变收

入不公的问题，相反，网约车出行平台的算

法违背了其中立精神，更像是中间商，通过

数据、预定价利用网约车司机，从司机和消

费者身上获利。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亚历克斯·罗森

布拉特的研究富有浓厚的社会学、 经济学

和文化内涵，而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分析，这

与作者本身的学科背景、专业出身、职业生

涯和研究兴趣密切关联。因此，作者也提出

优步的算法打破了既有的法律和标准，重

新定义员工的法律地位、工作方式和规则，

这种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优步的成功并不偶然， 而是科技时代

所赋予的自由空间， 算法的介入和互联网

的商业运营填补了因经济衰退、 高失业率

的空白，为更多的失业人群、自由职业者提

供就业机会。起初这种模式非常人性化、开

放和自由，极富想象空间，劳动者和消费者

的互动性更强，似乎是一片蓝海，打开了共

享经济的新局面。但是，这本书翔实的研究

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思考，关于共享经济、算

法和社会劳动关系的重构并非理想状态，

而是夹杂着大量的法律、监管、伦理和社会

问题。 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多起网约车出行

平台事件已经敲响了警钟， 盲目的发展和

不合规的运营已经打破了共享经济模式的

最初设想，亟待整治和规范。

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在书中同样关

注到以优步为代表的网约车出行平台的

诸多问题，而这不仅仅是优步与司机的矛

盾关系，更重要的是逃避监管以及逾越法

律的行为已经饱受诟病。 作者的研究和分

析显得异常冷静。书中写道，“在共享经济

所做的天花乱坠的市场营销与是谁为了

什么来从事司机这份工作的冷峻现实之

间，有一道残酷的鸿沟。” 这本书的结构比

较独特，穿插优步司机、乘客以及大众形

象的实证分析，通过六大章深度剖析优步

在共享经济崛起中的语境、优步不同群体

司机的动机、优步的故事和话术、优步的

内部规则、公平性问题以及重新审视优步

的问题。

科技的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一直是学

术界、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虽然科技改

变生活，而且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甚至深刻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和工作

模式， 但是其中存在的诸多社会伦理与法

律问题却无法回避。 早期的共享经济受到

了投资者、消费者和市场的高度认可，迎合

了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自由开放的文化，

但是，随着以优步、滴滴等网约车出行平台

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模式相继出现风险事

件， 对这种算法和数据管理的质疑声也愈

发密集。 亚历克斯·罗森布拉特认为，即使

优步消失了， 这种共生关系留下的影响也

会重塑整个社会在劳工关系、 科技和法律

方面的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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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弗瑞，请告诉我，在购置三叉戟

导弹这个事情上， 究竟是英国内阁说了

算， 还是美国总统说了算， 到底谁说了

算？ ”“哦，首相大人，我自然认为是前

者。但事实上，我的观点无疑和少数派站

在一起。 ”

以上桥段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受

追捧的电视剧《是 首相大人》。 该剧以

惟妙惟肖的人物刻画和精彩纷呈的剧情

演绎， 向公众展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诸

多讽刺和厚黑之处。据说在该剧上映时，

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政治家们都早

早告别公务，围坐在电视机旁，欣赏既萌

且蠢的哈克首相和他的私人秘书伯纳

德，与集狡黠、自负、才华于一身的内阁

办公厅秘书长汉弗瑞·阿各比爵士在唐

宁街10号上演的幽默谐谑剧。 毫不夸张

地说，《是 首相大人》 塑造了公众对于

英国高层政治人物持久的刻板印象，尤

其是那位“衣着考究、八面玲珑、布道诡

辩、 滑稽得令人觉得可爱” 的汉弗瑞爵

士，堪称荧屏所塑造的经典英国人。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却不能

完全展现生活。现实之中，内阁办公厅在

英国政府治理中所扮演的枢纽角色和所

发挥的桥梁作用，殊为重要。作为办公厅

最强大脑的秘书长， 除服务首相和内阁

大臣们外，还需与政府诸部门沟通协调，

监督各项决策决议落实落地， 承担国家

安全与情报搜集、 协调包含英联邦事务

在内的诸多国内国际事务。 在关键的历

史时刻，秘书长在幕后运筹帷幄，甚至可

以左右国家的前途命运。故而，如若我们

不能真正读懂内阁办公厅， 也就无法真

正领悟现代英国政治的精髓所在。

这正是当代英国知名的政治人物传

记作者、白金汉大学副校长安东尼·塞尔

登爵士在其近著《内阁办公厅———现代

政府的诞生：1916-2016》中提出并再三

宣扬的观点。恰如书名所展示的，塞尔登

试图通过历史性的叙述和对政治人物品

格的客观评价， 向公众与读者展现在过

去百余年间，内阁办公厅筚路蓝缕，通过

其领导者的不懈努力， 依靠英国文官体

制独有的历史传承及其秉持的行为准

则，引导、服务、塑造、掌控、顺应时代潮

流， 并以开放姿态应对挑战拥抱未来的

精彩故事。

塞尔登以政治领袖研究闻名学界，

揭开内阁办公厅的神秘面纱是他多年

的愿望。 为撰写本书，塞尔登积累了30

余年的政府高层访谈资料，走访英美多

家文献档案馆，掌握了大量一手权威信

息。 他还遍访在世的历任内阁秘书长，

诸多内幕轶事都由该书首次披露。 该书

撰写亦得到英国内阁办公厅的鼎力支

持， 时任秘书长杰里米·海伍德爵士为

该书欣然作序，赞许该书是一部姗姗来

迟的秘书长工作指南，同时也是一部用

卡莱尔式英雄史观记述历任秘书长功

绩的翔实信史。 该书出版后广受好评，

泰晤士报书评认为该书做到了“权威叙

事与细节深描” 的完美平衡，可读性与

知识性俱佳。

本书更可以被视作过往百余年来，

英国文官体制与政党政治互为倚靠，应

对变革与挑战，“同呼吸，共命运” 的生

动写照。 众所周知，当下英国正遭遇百年

未有之困境，脱欧进程深陷泥潭，政党斗

争日趋激烈，民粹情绪愈发显著。当下英

国能否走出至暗时刻， 不仅需要政治领

袖摒弃私心， 拿出真正的智慧与远见让

民众信服； 一支忠诚且高素质的公务员

队伍来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更为需要，

也更为迫切。

作为一本并不厚重的编年体历史

著作，作者用洗练的笔法勾勒了11位内

阁秘书长的从政故事，以及与之相伴的

19位首相，使得内阁办公厅更为广大公

众所知晓。 从阅读市场的受欢迎程度来

看，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也是颇有影

响力的。

但我们并不应止步于“揭秘” ，或许

能更进一步追问， 内阁办公厅的百年历

程，对于当下的英国政治困境、对于西方

政党政治、 对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

有之变局，究竟有何借鉴与启发意义？ 是

否真如已故秘书长海伍德所言， 本书围

绕内阁办公厅所展开的， 乃是一部卡莱

尔式的英雄人物赞美史诗？

其实恰恰相反， 塞尔登并不认同卡

莱尔式的英雄史观。作为资深学者，他对

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提炼思想有着

深刻的体悟。 在他看来，百年内阁办公厅

的历程， 恰似一部衡量现代英国政治成

败得失的参照尺标， 恰如这段话所表达

的：“历任首相， 无论何种党派、 何种政

见，若想取得最理想的执政效果，必须与

内阁办公厅， 特别是内阁秘书长密切合

作，并在内阁政府的惯例下行使职权，譬

如履行集体责任，而非大权独揽，实行自

上而下的专断统治……没有内阁办公厅

的沉着冷静、专业卓越的辅佐，首相的日

子会艰难得多。 ”

作为传统政治与现代行政相结合的

组织产物， 内阁办公厅的地位在百年内

亦来回摇摆。 它在首相、内阁政府、政党

阁僚间穿梭往来， 既静水深流、 影响深

远，却又时常以模糊性展现在世人面前。

塞尔登将其比喻为人的左脑， 善于想象

与分析，尽量保持客观；而首相则相当于

右脑， 负责直觉与决策， 发挥主观能动

性。 这种比喻是否恰当，尽可以讨论。 不

过可以明确的是， 一个正常人的任何半

脑出现症状， 那么整个肌体都会出现紊

乱，诊断症状要比治愈更显难度。

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曾认为，

“在任何渐进的变化的社会中，拥有优势

的总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能够紧紧把握旧

体制残留下来的精髓，同时也能抓住新体

制提供的精华。 ”这段话被现代世界体系

理论的创建者沃勒斯坦移用描述英国乡

绅阶层从传统向现代过渡所采取的生存

智慧。由此观之，内阁办公厅的适时出现，

恐怕也是英国传统文明再造的产物，百年

历史对它而言，或许才刚刚开始。

莎士比亚曾有名言：凡是过去，皆为

序章。 当下的英国重新站在历史的风陵

渡口，当前英国所面临的绝大挑战，也绝

非约翰逊·鲍里斯一人能独自肩负，毕竟

丘吉尔一生也失败过多次。有人说，每每

到历史关头，英国人总能化险为夷，百余

年前由汉基爵士创建的内阁办公厅就是

最好例证。那么，今日的英国精英们是否

还能像先辈们那般， 保持冷静， 奋力前

行，成功上岸呢？ 要知道，这个时代唯一

可以确定的， 就是所拥有未来的最大不

确定性。如果必须寻找一个答案，那么不

妨沿着本段开头的那段莎士比亚名言继

续下去，那就是———“爱所有人” ，真正

以全体民众的最大福祉为至高至善；“相

信少数人” ，赋予政治领袖真正的道德与

荣誉感；以及“不负任何人” ，作出并承

担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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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英国内阁办公厅百年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贾敏

全球化逆潮

作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

利茨教授的经典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的重著改

版， 新增一半的篇幅讲述了特朗普时代在美国出现

的全球化逆潮。

作者简介：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全球尖端的

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

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鸟瞰古文明

作者：【美】让-克劳德·戈尔万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130幅城市复原图，重现古文明全

景。 借细腻画笔，溯时间之流，触碰千年前的繁华巨

梦。 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横跨九大地域，近百座建

筑群跃然眼前。

作者简介：让

-

克劳德·戈尔万，法国建筑师、考

古学家。 曾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长期致力于古代遗迹的复原工作，是当今古代城市

复原图制作领域的巨擘。

书籍的历史

作者：【法】吕西安·费弗尔、亨利-让·马丁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全书着眼于15世纪至18世纪的欧

洲， 详细探讨了西方关于印刷书从诞生到传播各个

方面的问题，观点独到，史料详尽。

作者简介：吕西安·费弗尔，年鉴学派创始人之

一，是如今公认的

20

世纪史学大师。其法文作品包括

《为历史而战》等。

亨利·让

-

马丁，曾任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研

究主任，著有《

17

世纪法国的印刷、权利与人民》等。

智能制造

作者：【德】奥拓·布劳克曼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从大量的企业实践案例入手，通

过分析制造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以期建立智能

制造环境下的新商业模式和新价值生态链。

作者简介：奥拓·布劳克曼，多年来在多家制造

业企业从事制造执行系统的引进、安装及咨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