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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绘出中国碳中和战略全景图

2015 年，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达
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国在
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
标，具有全球性意义。清华大学气候变化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内 24 家研究
机构，从2019年年初起，开展了“中国长期
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项目研究。

该项目聚焦于在实现 2050 年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全球温
升控制 2℃目标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下，到 2050 年我国低碳转型的发展路径，
以及资金、技术和政策需求；在满足全球温
升控制1.5℃目标下，研究论证我国在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可能性，并评价相应技术
路径、成本、障碍以及对经济和社会的影
响。

在碳中和领域，这些系统性研究具有
极强的前瞻性，汇聚了120位专家撰文，深
入解读碳中和新目标，为政府部门、行业、
企业制定双碳目标提供路线指导，涉及未
来 30 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投资趋势，从中
读者可以推测未来的产业布局。

该书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
目标、战略与路径出发，剖析国际经济环
境的影响，对中长期宏观经济进行预测，
从而对经济增长进行前景展望，给出对
新时期发展路径的建议，概括起来有三
个方面：“一是消除发展隐患，尽最大可
能规避发展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二是
填平发展鸿沟，为发展寻找可持续的动
力；三是突破发展瓶颈，使发展的动力有
充足的施展空间和回旋余地。”

多个主题研究提出发展对策

围绕实现碳中和发展目标和抢抓碳中和
机遇，该书围绕能源、电力、工业、交通、建筑、
贸易、政策、投资等多个主题进行了研究，并
在每一个主题后都设置了专门的“政策建
议”。

提起“双碳”，能源往往是人们最先关注
的领域。《“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从生
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全过程对“十四五”时期
循环经济发展作了系统部署，加快促进我国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循
环利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围绕正在推进
的能源低碳发展，书中提出将减少煤炭消费、
扩大天然气替代规模、安全发展核电、高比例
发展可再生能源、持续提高电气化水平、高效
利用氢能和热力等一系列建议。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其转型升级和
低碳发展意义重大，推进过程中也难免存在
诸多更为艰难的挑战。书中提出，在加快推
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解决传统产
业产能过剩，引入与工业低碳发展相关的新
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形成新动能，将有效推
动工业部门深度减碳，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并提升发展质量。

“全球绿色转型已成共识，需树立工业
低碳发展新样板。”研究提出了工业部门低
碳发展的四大途径，以及工业转型升级与低
碳发展的“三步走”战略。2020—2025 年：控
产能、提质量、抓能效、促环保；2025—2035
年：优势重构、系统优化、产城融合；2035—
2050年，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低碳化。在
不同的时间段和关键时间节点上，都有相应的
里程碑目标。

从低碳消费看未来绿色前景

“低碳消费是全民参与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直
接途经。”伴随着改革开放，居民消费规模持续扩
张，消费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
领域对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影响不
容忽视。

如何实现将生活质量提升与碳排放量增长的
脱钩？书中认为，要从提升需求侧的低碳消费能
力，推进供给侧低碳发展，在食品、衣着、居住、家
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等领域
让公众形成低碳化的价值取向和消费偏好。低
碳消费的概念强调，人们在日常购买、使用和处
置低碳产品及服务时，尽可能进行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并且降低能耗的节约型消费。在这个过
程中，必须理顺并协调好低碳消费与经济目标、
低碳发展与大众消费等利益关系，通过创新手段
进行引导。

从国际到国内，纵观各个维度下的低碳经济
发展，书中再次关注了碳市场，并建议继续完善全
国碳市场顶层设计，推动碳交易市场配套制度体
系建设，择机推动碳税政策落实。在一系列举措
的基础上，把握低碳技术创新的市场规律，为实现
低碳排放战略、占领未来绿色市场超前布局。围
绕气候投融资，也应当逐步构建相应的政策体系。

气候变化是重要的全球议题。“中国如何在大
变局中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并把握其带来的机遇，
在确保自身发展的同时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
作并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清晰、坚定的全
球气候治理长期战略。”通过课题的深入探究，书
中回顾历史形势，并结合新形势对中国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的整体思路进行系统性梳理，让读者在

“一书读懂碳中和”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经济
观察视野。

《浪游记》
王恺 韩松落 尼佬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可以想见，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远方”会

被瞬间转译成“目的地”。当我们觉得困在当下，无
比渴盼远方时，这本非典型游记是一次极好的回
望，让我们重新发现属于自己的远方。《浪游记》呈
现的是写作者弥足珍贵的记忆中的“远方”，作者写
城市——兰州、宜昌、佛山、云南边陲的小城，也写城
市里遇到的人与事。正如王恺在后记中所说，这本
书“哀伤而真诚”。弥漫在字里行间的，似乎是转身
面对逝去时光时的不忍，那里有翩翩少年，有熙攘街
巷，有西域的晚霞，有奔涌向前的江与河……“没有
一次旅行，不是回到故乡。”

《我们为何无聊》
［加］詹姆斯·丹克/约翰·D.伊斯特伍德 著

袁铭钰 译
译林出版社

很多时刻，你被一种叫“无聊”的情绪击中，它
无所不在，甚至黏稠得难以摆脱。你是否仔细地想
过，你为何会感到“无聊”？这是一本研究“无聊”的
专著，实则是在为无聊正名。书中有一个观点认
为，当我们感到无聊时，其实是在寻找意义与欲
望。而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好奇心、足够的勇气审视
内心，在必要的时刻学会控制与深呼吸……无聊的
世界或许会展现出另外的模样。

《敬启，料理之神：到海边，进山里，去森林，在小镇》
［日］小川糸 著

吕灵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极其日系的标题，有如“断舍离”一般具有鼓动
性。这是一本讲料理的书，不单是讲料理的样貌和
味道，更讲料理制作者的心境。

作者走访了世界各地具有特色的餐厅和人
家。书里每一篇文章都有意去挖掘这些美食创作
者的内心活动，那是一颗对食物虔诚且充满温暖的
心，也是料理中非常重要的原料。书中也不乏人与
自然关系的图景描摹，还有收集食材的场景，充满
画面感的文字与实地拍摄的图片，让人暂时抛开那
些沉重的现实，彻底放空，游历在一个个自得其乐
的小世界。

《时间杂谈》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 著

王燕平 张超 译
译林出版社

时间是否有尽头？是否可逆？微生物如何感知
时间？打卡上班始于何时？这些冷知识在《时间杂
谈》里都有解答。全书由各种短小的片段组成，内容
有趣又不至于让人沉迷，通过碎片的时间不断拾起有
关时间的散落的知识，这本书是最佳读物。 李 魏

“莫高窟霸乐乐大王”的奇幻成长

三危山下、宕泉河畔，坐落着人类文明和
艺术的瑰宝——敦煌莫高窟。在这片神奇的
土地上，人类未知之处，有一群神秘、忠诚的战
士默默守护着敦煌文明，它们就是光明世界的
灵犬一族。千百年来，灵犬们恪尽职守，为守
护中华文明与文化，与黑暗世界展开了一场又
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敦煌灵犬》的主人公是敦煌守护犬乐乐，
乐乐确有原型，它是莫高窟的一只真实存在的

“守护犬”。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正来自于被
敦煌研究院收养的小狗乐乐。这只 2012 年 7
月出生于莫高窟的小狗，在5岁那年，跟随一直
照顾它的敦煌研究院退休工作人员回了城
里。城市的生活条件比莫高窟好很多，但是谁
也没想到，有一天它竟偷偷溜了出来，独自跋
涉 20 多公里，走了一天一夜，回到了最初的

“家”——莫高窟。
乐乐回归莫高窟的事迹令所有人震惊和

感动，从此游客和网友们给它封了一个“莫高
窟霸乐乐大王”的名号。《敦煌灵犬》的作者顾
春芳，在创作《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传》
之时，曾多次奔赴莫高窟采访、考察、学习，渐
与乐乐熟识。2021 年秋，顾春芳回到莫高窟，
又见到了乐乐。他们犹如老友重逢，分外亲
热。这次重逢，让顾春芳萌生了一个想法：为
乐乐写一本书，一本中国孩子都爱看的敦煌主
题的童书！

书中的乐乐肩负灵犬世界世代传承的使
命：守护敦煌艺术，守护莫高窟文物。它能穿
越古今，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能与祖先以及
莫高窟中的菩萨、罗汉、飞天交流……幼年、少
年和成年三个阶段的设定，每个阶段乐乐的外
形、性格和能力都会发生跨越式的变化，呈现
出不同的状态。

《敦煌灵犬》是围绕“逃离—回归”主题的
一部成长史，正如樊锦诗在序言中所说，“乐乐
的成长过程是人性化的”，从中“可以读出青少
年成长中必然会经历的恐惧、迷茫和叛逆”。
从伤心离开莫高窟到坚定回归的过程，也让人
不禁联想到樊先生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讲
述的自己经历过的相似的内心挣扎。正是这
些可以与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
的情感，让一只守护犬在奇幻文学的架构中依
然真实感人。

故事与知识的双重盛宴

既然要写守护莫高窟的灵犬，敦煌莫高窟
的背景知识便是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莫高窟为什么在敦煌？敦煌为什么是丝绸之
路的重镇？莫高窟是如何修建起来的？它有

多长历史，多少洞窟，多少雕塑、壁画与经卷藏
书？藏经洞里面藏了什么宝物？敦煌的飞天
和“最美菩萨”为何能惊艳全世界……所有这
些孩子们可能会感兴趣的问题，顾春芳都写到
了，而且写得生动有趣，与故事浑然一体。

乐乐的眼睛会看到洞窟中的壁画动起来，
眼前显现壁画中斑斓瑰丽的世界；它的耳朵可
以听到壁画里传出的美妙琴音以及雨点般的
鼓乐节奏；它在画册中看到了像蜂房那么密集
的莫高窟洞窟的全景；它做梦梦见了发现藏经
洞的王道士，以及偷盗藏经洞宝藏的英国人斯
坦因、法国人伯希和，还有敦煌县令汪宗翰，听

到了这些历史人物的争论。历史的真相究竟
是什么样的？藏经洞被偷盗还有多少我们不
知道的谜团……莫高窟守护犬的天职是保护
莫高窟，不能让洞窟遭到任何破坏。为此，乐
乐的父亲朝歌和母亲妙羽与企图毁灭莫高窟
壁画，以祸斗、沙艴为代表的黑暗世界进行了
长期斗争，乐乐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冒险和奇
遇。

从不愿意回莫高窟到重返莫高窟，从不知
为何守护莫高窟到明白守护莫高窟的意义；从
幼稚到成熟，从懦弱到勇敢。经受住了厄运的
考验，关键时刻能分辨正邪善恶，乐乐最终成

长为真正的莫高窟守护犬。
樊锦诗先生将书稿反复读了好几遍，以治

学的严谨态度，捉出了不少即使是专业人士也
很容易忽略的“虫”。敦煌研究院为书中涉及
莫高窟的内容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史料、照片、
视频和专业意见，以及守护犬乐乐的生活细
节。

大量真实细节的添加，架构起从现实走向
虚拟的桥梁，为这部奇幻作品带来了虚实莫
辨、亦真亦幻的双重维度。如同《哈利·波特》
的读者会去国王十字车站“朝圣”，《纳尼亚传
奇》的读者会在家中的旧衣柜里找寻通往纳尼
亚王国的道路一样，《敦煌灵犬》的读者也一定
会在三危山下、宕泉河畔的洞窟古迹中寻找灵
犬存在的痕迹。

读图时代的新文本新呈现

作为戏剧研究专家，顾春芳在创作《敦煌
灵犬》时自然运用了剧本创作的技巧，使得整
部作品的文字极具画面感与氛围感，这也为插
画的创作提供了基础。为《敦煌灵犬》绘制插
图的是90后插画师陈汉煜，本科毕业于上海视
觉艺术学院文物修复专业，主攻的正是敦煌壁
画的研究与临摹。

整部作品的插图用动画电影式的构图和富
有质感的色彩，将敦煌艺术与现代绘画风格相
融合，用图像传达出文本中亦真亦幻的双重视
界。其中对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表现尤其值得称
道，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插画师的专业功力。

本书的设计师薛顾璨也是一位90后，她在
深读文本后，结合插图，以“戈壁、蓝天、绿洲”为
主题，对全书的版式与封面进行了整体设计。

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
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
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
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敦煌灵犬》
既以“敦煌”冠名，便必然要承载与之相称的重
量。一只敦煌守护犬的成长串联起了敦煌莫
高窟的“前世今生”，也串联起以常书鸿、段文
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的坚守与奉
献。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评价这本书：“在
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在古今人物中聆听，在灵
性世界里感悟，真是别有洞天的奇妙之旅！”著
名科学家、“中国好书”作者苗德岁则在阅读中
多次动情，泪满双颊；特级教师周益民则认为
这本书不仅是动物小说、成长小说，更是独特
的敦煌文化小说，它表现了文化的伟大力量，
启示我们：古老的文化才是我们心灵的家园。

《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刘易斯曾说过：“只
讨孩子们喜欢的故事，不能算好的儿童文学。”
立意高远、意蕴深刻的《敦煌灵犬》绝不仅仅是
孩子们的专利，成年读者同样能从中获得知识
的博览和心灵的共鸣。

在创作《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同时，顾春芳也为她的首部奇幻童书
《敦煌灵犬》积累了素材——

三危山下、宕泉河畔的灵犬故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 魏

看碳中和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转型创新——

碳中和，绿色发展的共识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莫高窟的夜晚一如既往的静谧。
“静”是莫高窟的精神气质，“静”是莫高
窟的庄严气象，莫高窟每一窟的塑像都
透露着气定神闲的“静”。

那些裹衣端坐、闭目沉思的禅僧进
入了“形如枯木”的寂静境界；水月观音
周身宁静素雅，散发出一种深旷清净的
意境，让人一望便可丢弃心中的一切杂
念；九层楼里高达35.5米的唐代大佛，
也已经静静地在此端坐了1300多年。

乐乐心想，只有在喧嚣的城市迷失过
自己的人，才会珍惜这可爱的宁静……

这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敦煌
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好书”作者顾春芳
的首部奇幻儿童文学作品《敦煌灵犬》
中的段落。书里的主人公，一只 2012
年出生于敦煌莫高窟的富有灵性的小
狗，串联起这一历史胜迹神秘的前世今
生。这只名叫乐乐的小狗并非空穴来
风，它是真实存在的敦煌守护犬，还被
熟悉它的游客赋予了一个霸气的名号

“莫高窟霸乐乐大王”。故事中的神犬
乐乐最终获得了成长，孩子们则在阅读
中汲取了虚构与非虚构的双重盛宴。

顾春芳的上一本传记《我心归处是
敦煌》的主角樊锦诗担任了《敦煌灵犬》
的名誉顾问并写下寄语。这本9月19
日由译林出版社在“2022当当传统文化
节”上首发面市的童书，也获得了敦煌
研究院、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的大力支持，以及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
东、另一位“中国好书”作者苗德岁和特
级教师周益民等专家的鼎力推荐。

2020 年 9 月，中国明确提出了 2030
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短
短两年时间，碳达峰、碳中和在顶层设计
和政策执行等层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效，
也开始与普通人的生产、生活、消费产生
重要联结。

《巴黎协定》确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长期目标：到21世纪末将全球平均
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
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1.5℃以内。《读懂碳中和：中国 2020—
2050年低碳发展行动路线图》多领域、多
维度探讨了2℃与1.5℃情景下的能源、
技术、产业变革，为读者绘就了一幅国际
国内双视野下的中国2020—2050年低碳
发展行动路线图。

《读懂碳中和：中国2020—2050年
低碳发展行动路线图》

即将到来的假期，诗与远方并不遥远，翻阅
一本书就是一次现实与精神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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