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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学英语，

我的孩子不抵触》
李存忠 周昱崴 著

作者是加州大学的企管硕士，他
利用自己的管理经验，独家创造出了
适合孩子学好英语的有效方法。作
者主张一个教育理念：英语单词千万
不要背。带着这个理念，作者独创的

“一三五七九”法则，帮助了众多爸妈
们解决了孩子学习英语时遇到的难
题。告别了传统的教学角度，让亲子
互动零压力，真正把学习融入到日常
生活中去。

《销售经理的22条军规》

仲崇玉 著

销售管理实战派专家仲崇玉，
以自身在医药行业营销与销售管理
20年以上的丰富经验为切入点，全
面揭秘销售管理过程中，在团队建
设、改善沟通、提高业绩、危机应对
四大方面的行动方向。在书中，作
者针对如何带出高效的团队，提出
了 22条简单实用、切实有效的行动
建议，系统性地回答了，销售经理究
竟应该管什么。(本版综合)

席慕蓉的散文人生
作家席慕蓉以诗情闻名于

世，其实她的散文同样柔美，富
有深情。她是看重散文、珍视
散文的人。在谈到散文观时，
她说：“画笔和钢笔，总是混在
一起使用的。如果一定要分类
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绘画是
我的理想，诗是我的痴狂，至于
散文，则是我的生活笔记，且行
且注记，作为对自己生活的记
录和整理。”

摘去名人的光环，真实走
进席慕蓉的内心世界，你才会
真正了解她是一个懂得感恩幸
福，享受生活的女人。《写给幸
福》是席慕蓉亲自编选的散文
精选，纵横整个创作生涯。不
同的文章见证了她不同时期的
思想动态，早期的灵动诗意，中
期的睿智淡雅，晚期的家国情
怀。她将自己几十年来所遇、
所看、所思、所感，用真挚的笔
触记录下来。流淌于文字之间
的情感里，享受自己内心随之

而来的喜和悲。
全书内容包括《生命的滋

味》《写给幸福》等七个章节。
涉及爱情的甜蜜、亲情的温暖、
友情的坚韧，记录了作者对爱
情、乡愁、人生、艺术等的感悟
和思考。生命是何种滋味？不
同年纪，想必应当有不同的感
触，同样的，不同的人生经历，
也会品出不一样的人生滋味。
年轻时，总爱随波逐流，急得想
拥有所想要的东西。可是人到
中年，却发现对那些曾经被自
己忽略的东西特别在意，更加
关注友情、亲情。更加学会了
从容面对所要面对的人生。

席慕蓉年轻时，曾经当过
老师,带过一班可爱的孩子。
她被淘气的小男生用蛇吓哭，
被捣蛋鬼们气得发狂。可是，
她又被孩子们集体团结所感
动。多年之后，她仍想念那帮
学生，怀念那段教书的日子。

迎着酷日的阳光，去寻找

一朵荷花。尽管有好心的老人
提醒她：“真正好看的荷花是在
早上，你现在是找不到的。”可
席慕蓉觉得，有一朵花始终在
等待与她的邂逅。如果错过
了，将不只是一个清晨而已，还
错过了一个长长的下午，错过
了一个温柔而又无怨的灵魂一
生了。所以说，人生许多错过，
有时就是轻易的放弃。

席慕蓉的母亲在世时，她
的母亲会在除夕祭拜时，在爷
爷奶奶遗像上轻放一条哈达。
而母亲去世后，哈达是席慕蓉
对母亲的念想。席慕蓉的一
生，几经辗转，走走停停，走过
许多地方，经历过离别与伤痛，
因此，更加珍惜所拥有的。

在这个人人忙碌为生活打
拼，人心浮躁的社会，很需要适
时的静心。读一读席慕蓉的文
字，会让你懂得知足感恩，体悟
生命的丰盛美好，去珍惜所拥
有的幸福。

《写给幸福》
席慕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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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为何发明数字
我的外婆目不识丁，却认

识数字。识数或许是因生活必
须，得算清柴米、得分清钱币，
不然如何成为独当一面的主
妇。

数字固然重要，不过它的
重要性是与社会环境相辅相成
的。若身处一个没有数字的社
会，也未必就寸步难行。作者
在《数字起源》一书中，就介绍
了几个没有发展出数字的社
会，他们虽然辨识大数的能力
有限，譬如知道1个苹果和2个
苹果的分别，却辨不清 7个苹
果和 8个苹果——无法借用数
字工具思考，不代表一个母亲
认不清她的七个孩子。既然如
此，人类又是为何发明数字的

呢？作者分析了多种文化中的
数字，发现 5、10、20“举足轻
重”：玛雅数字中的竖排图案代
表的是 20进制，印加文化的绳
结计数采用了 10进制，曼福语
更有趣，数字 6直译就是“手抓
住了 1”，数字 11则是“脚抓住
了 1”。于是作者猜测，数字的
起源跟我们的身体有关，最早
发明数字的时候，可能正是物
体与手指偶然对应产生的灵
感。发明了数字，人类的思考
能力也随之改变。有了数字工
具，高级的数字思维发展起来，
人类能够处理更复杂的计算、
设计更繁复的机械，新的发明、
发现应运而生。

认识数字能让我们生活的

更好吗？答案或许存在自然
中。书中写到，有一种周期蝉，
每隔 13或 17年从地下钻出一
次，而它们的捕食者多为 2到
10年的繁衍周期。试想，倘若
蝉以 12年为周期钻出，就会遇
上繁衍周期为2年、3年、4年和
6年的天敌。相比之下，以 13
年或 17年为周期的蝉，遇到的
天敌要少得多，显然更有生存
优势。蝉不懂数字，生存还依
赖本能。掌握规律的人类应当
比它更擅长生存之道，却切忌
自作聪明——总结出生态的复
原周期、动物的活动规律、经济
的波动趋势，亦需善加利用，不
为眼前小利所贻误。

《数字起源》
（美）凯莱布·埃弗里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1月17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
布了 2019消费维权年主题“信用
让消费更放心”。近年来，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
动下，“线下体验”与“线上社群”
深度融合的新零售，让消费不断
升级，但假冒伪劣、虚假宣传、霸
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
却时有发生。如何才能切实保障
并提升消费者的权益？即将成立
60周年的安利认为，唯有坚持生
产安全优质的产品，优化消费体
验，不断满足和保障消费新需求，才
能走在提升消费者权益的前列。

匠心品质，引领自然生活

在最纯净的土壤种植，最适
合的时间采收。生产的每一步，
都严格按照规范，精心呵护，让自
然的精华体现在每一个产品中，
这就是安利旗下的营养保健品牌
安利纽崔莱。从种子到成品，从
生产到包装，全程严苛把控，每一

步都可追溯，用匠心将最安全优
质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安利 60年如一日，始终坚持
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规定，消费者享有“7天无理由退
货”的权利。为了让消费者享受
到国际水准的消费保障，安利在
此基础上，推出了 30天无忧退货
保障机制。在保障期内，顾客如
对购买的产品不满意，可以依据
公司规定在 30天内随时退换货。
甚至对于已开封使用的日化产
品、美容化妆品等，如果使用未过
半，都可退货并获得等值购物券
补偿。

安利连续12年荣获中国食品
安全年会颁发的“百家诚信示范
单位”称号；连续 8年荣获中国质
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全国产品和
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称号。
安利用优质安全的产品和卓越的
服务，让消费不断升级。

多维体验，提供个性化解
决方案

面对消费升级和体验经济大
潮，消费者需要的不仅是产品，而
是融合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解决
方案，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近
年来，安利积极动作，陆续实施数
字化战略、体验战略和年轻化战
略，打造线上移动电商平台，布局
线下体验馆、体验店，开展社群经
济，为消费者提供全新的安利式
O2O卓越体验。

在线上，安利不断完善数字
化平台建设，优化网购体验。
2017年“安利云购”全新升级，深
度整合了包括安利易联网、安利
数码港 APP等多个 PC端和移动
端的自有电商平台，可对消费者
行为进行记忆与分析，智能化推
荐产品，精准化满足和引导消费
需求。而 2018年 9月上线的“安
利微购”平台，更是吸引年轻人，

在工作之余也能轻松兼职“轻创
业”，收入即时可见。截至目前，
安利自有线上平台上产生的销售
额已超过安利年销售额的 80%，
发展成为中国颇具规模的O2O直
销电商平台。

在线下，安利的体验实体升
级也在稳步推进。从 2014年至
2019年年初，在国内建成 96家体
验实体，覆盖了全国核心城市、大
部分省会城市以及区域经济中心
城市。全国店铺的升级改造预计
2019年全部完成，届时现有的266
家体验实体及传统店铺，将全面转
型为体验实体。通过差异化定位，
更好的服务消费者，落实体验战略。

智能服务，时效全面升级

在物流端，安利与京东物流
合作，打造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
为安利自有移动社交电商平台

“安利云购”，提供面向终端消费
者的物流配送服务，并为安利提

供店铺补货等其他仓储物流服
务。目前，安利家居送货一、二线
城市 24小时即可到达，偏远地区
也缩短到3天以内。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安利
早在 2017年 4月就引入智能客服
机器人“小安助手”，7×24小时随
时在线，有效解决消费者非工作
时间找不到客服咨询、长时间排
队等待客服响应等问题，一经推
出便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月
交互量高达 70万。截至目前，智
能机器人可以解决 90%的顾客问
题、回复准确率高达 98%、顾客满
意度高达 97%，这是安利推进智
能客服的高效创新举措。

“3·15世界消费者权益保护
日”，安利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

“正品源于正道”，请选择从安利
营销人员、店铺、安利云购等正规
渠道购买安利产品，享受安利式
卓越体验，莫贪便宜，谨防其他渠
道假货侵害。

60周年新安利：用卓越体验提升消费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