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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情/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
一个平凡女孩如
何通过自身努力
嫁 入 豪 门 的 故
事，也真实反映
了人性在财富、
真爱及世俗面前
的挣扎。

其实嫁入豪
门是很多女孩的
理想，只是很多
人 不 肯 承 认 罢
了。就因为每个

女孩都希望嫁给既有钱又英俊的男人，很多
人都说当今女孩拜金，然而，希望自己的生活
过得富足是每个女孩正当而合理的想法！可
是能有这样机会的女孩少之又少，所以，女
孩，你可以有梦想，但是你要为自己的梦想努
力，永远不要丢弃善良、努力的品格！

岳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南渡北归》
三部曲全景描绘
了抗日战争时期
流亡西南的知识
分子与民族精英
多样的命运和学
术追求。所谓“南
渡北归”，即作品
中的大批知识分
子冒着抗战的炮
火由中原迁往西
南之地，而后又
回 归 中 原 的 故

事。整部作品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
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
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
恪、钱钟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命
运做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读来令人心胸豁
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慕容雪村/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该书是慕容

雪村继《成都，今
夜请将我遗忘》后
的又一力作，也是
他的首部纪实文
学作品。书中详细
描写了传销人员
的生活状况、洗脑
的具体程序、传销
骗局的种种荒谬
理论。作者用 23

天惊险卧底，揭示
黑暗传销世界的
无知与疯狂，只是

为了告诉世人：因为缺少常识，所以愚蠢无处
不在。他以自身性命为筹码，只身进入传销魔
窟，他说，我有一个希望：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
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
良的心。

（宗文）

大大家家悦悦读读

《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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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毛泽东和儿女们之间的情感史

《毛泽东和他的儿女们》
作者：邸延生 邸江楠/人民日报出

版社
毛泽东一生有十个儿女：六个儿子，

四个女儿。但在残酷的战争和苦难的环境
下，一些子女或不幸夭折，或失却音信，或
壮烈牺牲。全书紧紧围绕一代伟人毛泽东
和儿女们之间的真情实感，按照时间顺
序，一一铺排开来：其中，既有毛泽东对子
女的严格教育、铁面无私的场面，又有“怜
子如何不丈夫”的催人泪下的情感流露场
景；既有毛泽东听到儿女不幸遇难时的悲
痛，又有和儿女共享天伦时的惬意……全
书将着力点放在毛泽东和毛岸英、毛岸
青、李敏、李讷几个儿女之间的点滴纪事

上，通过这些点滴小事，折射出一代伟人
毛泽东的伟大情操和宽广胸怀。

作者简介
邸延生，1948 年 4 月生于延安，祖籍

河北省深泽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

年加入空军高炮部队，1973 年调至武汉空
军从事文艺创作。1983 年考入河北大学，
毕业后先后担任宣传干事、记者、编辑等
职。出版专著近 20 部,代表作有《毛泽东风
雨沉浮五十年》、《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

《毛泽东生活纪事》、《“文革”前夜的毛泽
东》等。邸江楠，1977 年 9 月生。1991 年开
始发表文学作品，近年来发表作品多篇。

（新文）

打开这本书之前，请做好失眠的准备：一旦翻开就停不下来！

《玛雅预言书Ⅱ— 2013 圣婴降临》

1 不可思议的年代【美】乔舒亚·库伯·雷默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 毛泽东的最后七年风雨路
顾保孜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郎咸平说：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
郎咸平 东方出版社

4 鲁迅箴言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 送你一颗子弹 刘瑜 上海三联书店
6 民主的细节 刘瑜 上海三联书店
7 城门开 北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8 上学真的有用吗？【美】约翰·泰勒·盖托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 论信望爱 【古罗马】奥古斯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0 带孩子去旅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史蒂夫·艾尔顿/著
译者：杨佳蓉 郭凡玮 陈家逵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玛雅预言中的第五太阳纪在 2012

年底进入尾声，人类虽然有惊无险地
度过灭亡危机，但是仍未脱离末日阴
霾，惊心动魄的灾难仍在全球肆虐，
邪恶的力量暗地骚动，威胁着地球及
人类的存亡。

正如五百年前的玛雅古书《波波
尔·乌》里所预言的那样，迈克尔的两
个儿子在 2013 年降生了，玛雅古书预
言他们将在 20 岁的时候前往西芭芭拯
救自己的父亲，从一出生他们就肩负
着拯救人类的重大使命，可是同样具
备胡那普基因的憎恨者会阻挠他们的
行动。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在成
长的过程中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奇遇
呢？

这场天使与魔鬼的战争，即将决
定人类的最终命运！

[编辑推荐]

有人说：这书太真实了，读完之
后真的相信 2012 ；有人说：这书太精
彩了，看完凌晨四点都睡不着。

可以说，第一部中的迈克尔是个
悲剧人物，忍受了 11 年类似牢狱之苦
的精神病院生活之后，终于找到了一
个相信他的人帮助逃出医院，在玛雅

预言的世界末日的最后时刻，牺牲自
己换取了整个世界的安全。那惊心动
魄的时刻和种种惊人的设想会让人仿
佛看了一场惊险的电影一般，印象深
刻。

而等到了迈克尔的儿子降生，有
如救世主一般的双胞胎兄弟的生活，
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和狂热的崇拜，小
说的所有情节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未
来世界，在关于太空科技和生物技术
的天马行空的想象之外，又巧妙地设
置了与古老玛雅预言的对照，情节更
为惊险和刺激。

日前，由北京博集天卷图书发行有
限公司推出的“新女学”发起人苏芩，在
她的新书《 20 岁定好位，30 岁有地位》
中大幅阐述了中国女性的优势和地位。
同时对时下流行的拜金女现象，也进行
了深层的心理剖析。

整整 2010 年一年，中国的舆论环
境都在狠批“拜金女”，觉得这是物化社
会中造就的女人耻辱。对此，苏芩却有
反对意见，认为，中国女人爱钱，是因为
缺乏社会认同感。越缺少地位优势的
人，越会市侩地追逐钱财利益。女人拜
金，其实是被社会、被男人逼出来的！

苏芩指出，从目前整个世界范围内
来看，中国女人野心最强，远远超过美
国女性。但中国女性的问题在于自身定
位不准，对自己潜力的开发程度偏低。
一方面是女性对自身优势的认知度偏
低，另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传统文
化给了女人不正确的性别定位！所以，
女人想要成功，却不知如何去成功。拜
金女背后隐藏了这个时代女性强烈的
成功意识，女人拜金绝不仅仅是因为爱
财，只是因为没有用对野心！

以新书《 20 岁定好位，30 岁有地
位》中的观点，我们看到，目前绝大部分
中国女性在职业范围内，还是屈居男性
之后的“第二性”，多数企业里，主要管
理者的数量分配上，男性远远多于女
性。但男人女人在成功的心态上其实都
一样：都追求人生成就感。能够得到更
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是每个人的共
同心愿，女人也不例外。

苏芩用她在新书《 20 岁定好位，30

岁有地位》中的观点告诉大家，“永远不
要把拜金女单纯当成是物质的奴隶，一
个女人爱钱，正是一种蓬勃生命力的表
现！当时代越来越盛产拜金女，我们应
该考虑的是：社会到底给了女人多大的
发展空间？社会到底把女人置于一个什
么样的位置？社会判定一个女人成功的
标准到底是什么？”

想让女人不再拜金，社会应该给予
女人更多的职业认同感。

我们的青春
与怀念，他们都曾

参与，关于人生，关于
命运，五十个明星男子的

人生况味，我们这一代女人
曾经最爱的男人，梁朝伟、林奕
华、陈奕迅、张国荣、齐秦、倪匡。
最有价值的人生，绝对不是不犯错
的人生，人生最残酷的地方也许根
本不是残酷本身，而是你必须穿越残
酷本身，到达彼岸。不犯错的人生怎
么叫人生，一段感情崩溃后，最大的问
题不在重建，而是太迅速地选择重建。
相信你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伟大，生活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有时，重建功德无量，是一种大智
慧；有时，离开功德无量，亦是一种大
智慧；原谅还是不原谅？在感情世界
里，男人与女人对伤害的承受力根本
不一样，同样是与有情人做快乐事，
对男人来说，是缘大于劫，过后可
以从容笑谈；而对女人来说，常常
是劫大于缘，咬牙切齿，至死都
不可以原谅。同有情人做快
乐事，不可有肚腩，但可以
有外遇，这是才子对自
己的自律。

（简言）

《最爱的男子》
五十个明星男子的人生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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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芩/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作家苏芩出新书力挺拜金女

《20 岁定好位，
30 岁有地位》

《南渡北归》

《中国，少了一味药》

梁梁朝朝伟伟 张张国国荣荣

齐齐秦秦 陈陈奕奕迅迅

（本版更多内容请见大众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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