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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下的困惑

□陶冬

自从加入投行， 我专注研究中国经济

已有18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困惑。困惑

源自对经济不确定性的焦虑， 源自对显而

易见风险的不安， 源自对经济转型原地踏

步的挫败感，源自对结构性改革的期待。

旧的出口拉动、 房地产拉动的增长模

式已经难以为继， 新的消费主导的增长模

式尚未成型，“增长难” 这个这一代人并不

熟悉的环境，像一座大山横亘在政府、企业

家、消费者面前。为了维持就业水平和社会

安定，只得听任地方债务、影子银行和房地

产泡沫壮大。 增长稳住了，但是“潘多拉的

盒子” 也由此打开了。 在金融海啸中，中国

是一个无辜受害者， 不过如果下一次金融

危机真的爆发，那就是我们自找的。所幸的

是，离定时炸弹爆炸还有时间，我们愿不愿

意正视问题、有效地解决问题，将决定未来

十年中国经济的走向。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大约每隔十年，

中国会有一次大的体制上的异变。 农村改

革、 经济特区、 加入WTO （世界贸易组

织）， 这些结构性突破带来了生产力的跃

进，让经济站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 然而

在过去的十年，结构性改革消失了，代之以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补丁式” 宏观

调整，而且许多措施根本是反市场的，其结

果是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 出口企

业凋零了，国营企业通过垄断赚取利润。 但

垄断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改善， 经济逐渐

失去了活力，失去了创造性。这些内部经济

中出现的结构性下滑一度被全球金融海啸

所掩盖，直到最近人们才重新审视。

民营投资消失了， 政府唯有通过财政

刺激、货币扩张来“制造” 增长。 但是这些

增长的质量不高，后遗症不小，而且拉动经

济所需的政策成本越来越高。 中国经济目

前遭遇的另一个尴尬是， 几年前我们号称

中国需求拉动全球复苏， 今天其他国家开

始复苏，美国就要退出QE（量化宽松），我

们却进入了周期性下滑。

房地产是所有中国人所关心的话题。

“有房族” 问要不要再买，还是卖出；“无

房族” 在问要不要追，还是等一等。 一线城

市的房价太贵，北京、上海、广州的房价已

经超过了东京的水平， 而我们的收入比东

京差一大截。三线城市房价不算太贵，但是

比起当地的收入却不便宜， 而且库存量惊

人，“鬼城” 不少。常识告诉我们，中国房价

已进入高危区， 可是开发商和部分专家却

说“还有十年牛市” 。 更麻烦的是，中国那

些财富载体中， 好像只有房地产是跑赢通

胀的。银行储蓄利率太低，钱放在银行里只

会被通胀缩水，理财产品百花争艳，可那些

钱最后去了哪里，能不能收回来，谁也说不

清楚。

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60条改革方

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全面、最

具雄心的改革，笔者为之喝彩。 但是改革成

功与否，取决于细节，取决于执行，取决于

能否冲破利益的藩篱。笔者相信，哪怕三中

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只有一半得以贯彻，5年

后的中国会和今天大不相同。

美国经济好像好了一点， 可是财政悬

崖已经逼近。欧洲财政上改革不大，不过经

济好像复苏，投机者不再炒作，欧元怎么不

知不觉间变成强势货币了， 欧洲央行甚至

要放松银根来抑制汇率过度升值。 安倍搞

出个疯狂的“安倍经济学” ，日元急贬、股

市飙升，这套把戏对经济到底管不管用？新

兴市场过去欣欣向荣的， 但最近突然货币

狂贬危机四伏，新兴市场会不会出事？这对

中国又意味着什么？最后，一旦美联储开始

退出，接着欧洲也收水，全球的流动性何去

何从？ 对市场有何影响？ 对中国有何影响？

笔者手中没有水晶球， 但试图在本书

中对上面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解

答。 无论是全球市场还是中国经济，隐隐约

约的变局正在产生中，你准备好了吗？

这本书中的文章， 几乎全部是在飞机

上写的， 是在别人看电视或睡觉时创作出

来的。 写作激情产生于飞机起落架收起与

放下之间的短暂宁静之中， 文字演绎跳跃

在小桌板的方寸空间之上， 引擎声乃上佳

的写作音乐， 舷窗外的星月便是我的红袖

添香。（作者为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

区首席经济分析师）

大数据治国时代的诗意人间

□李婧怡

曾经觉得， 一个充斥着亟须快餐化处

理的海量信息和数据的现代社会， 是没有

任何诗意可言的。一切都被格式化了，事物

甚至是人，都成了数据符号的集合，因此对

今后社会的呆板单调深感担忧。然而，读过

《智慧政府： 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之

后，我的看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据和

信息不再是缺乏人情味的庞然大物， 它们

在我眼里变得可亲。 我开始憧憬未来，当大

数据治国时代到来时， 会有一个怎样的诗

意人间。

该书围绕着社会治理这个中心， 用翔

实的案例， 全方位地展现了大数据治国将

为这个社会带来的深刻改变。 大数据资源

的科学开发使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 从方式到理念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数字让社会事务处于

更高效的运转之中，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

更多便利和保障， 它所构成的数字世界弥

补了人类生理所不能及的许多遗憾， 它让

公民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之中， 也将

带来政府与公民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 大

数据不再是冷冰冰没有表情的数字， 而是

让今天这个社会更有人情味，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缤纷的一道彩虹。

大数据治国， 首先就为公民提供了更

为便利、更高水平的生活。在《智慧政府：大

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第六章“智慧政府：

大数据应用面面观” 中，作者就从公共安全

管理、交通管理、社会管理、卫生与医疗、环

境保护这几个方面介绍了大数据将如何造

福人类。 作者所言之处皆是今天的民众不

甚满意的地方， 而大数据能帮人们解决这

些棘手的问题。

当预警信息与救援需求在一个公共

数据平台上共享之时，整个灾后救援工作

部署就进入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机器中，

“黄金8分钟” 里， 更多生命之灯将被托

起；当最令人忧虑的食品安全问题处于被

各项数据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国人下筷时

就更多了几分放心与享受；当道路和车辆

的状况通过大数据来调节时，城市的交通

高峰时期不再是上班族们头疼的来源；当

大数据处理技术与人类的日常生活越来

越紧密地联合在一起时，蓝天碧水也将重

新回到我们身边。 正是大数据治国理念中

蕴含着的人文关怀，让诗意有了更多的生

长空间。

大数据给了人们“圆梦” 的机会。我们

曾经想象一个小东西就可以涵盖一个人的

全部信息， 今天的“一卡通” 、“一张表工

程” 、“通行证” 等正将一个大大的数据库

通过一个小载体越发紧密地与我们的日常

生活结合起来， 并展现出也许我们自己都

不曾发现的那一面自己。 今天谷歌推出的

智能隐形眼镜， 通过内置无线芯片和葡萄

糖监控传感器来测量佩戴者眼泪中的葡萄

糖水平，进而计算出其血糖状况，并内置报

警装置来提醒人们的健康状况。 其他的许

多大数据技术可以让亲人、朋友、甚至陌生

人处在一个更加紧密联系的环境中， 他们

的接触将不仅仅能穿越时空的阻隔， 甚至

可以更为立体化。当梦不再是梦，这个社会

的人们就有了更多做梦的愿望， 更多的梦

想就能够被实现。

大数据让公民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

务当中， 带来政府与民众之间更为亲密

的互动。 《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

来临》 的主旨是在为政府今后的治理提

出建议，这正是其创新之处。 正如该书开

篇“大数据的一天” 中的展望一样，当路

灯出现故障之时， 居民可以通过拍一张

照片并上传到城市公共平台， 将路灯的

受损信息报告给市政设施维修公司。 这

样的便捷就让公民的热心肠有了更好的

发挥空间。 人们不会再因为各种麻烦而

对关心公共事务顾虑重重， 因此将更多

地融入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之中， 成为社

会名副其实的主人。

大数据时代也为政府这个掌握最多数

据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思路，正如《智慧政

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所说，“大数

据要求颠覆传统的、线性的、自上而下的决

策过程，建立一个非线性的、去中心化的、

自下而上的、 发现群体智慧的方案编制模

式。 ” 这就要求政府更多地利用民众的智

慧。 大数据时代，“数据开放能激发全社会

的智慧和创意， 产生巨大的数据红利” ，这

让我想起政治哲学家哈耶克的知识论，一

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个人手中， 只有自

由发挥每个人的智慧，文明才能进步。大数

据时代首先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数据提供

者”的身份，公民日益增加的参与度让他们

本身成为了数据的提供者， 政府则需要充

分重视公民数据源， 进行更为民主科学的

决策， 并通过各种数据平台与民众达成良

好的沟通。 由此，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

更为紧密和谐。

不要让焦虑控制你的情绪

□朱文婷

偶尔在和朋友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宣称

自己是“间歇性狂躁症” 患者，我并不知道

医学上或者心理学上是否有这种病症，但是

在看过阿尔伯特·埃利斯的《控制焦虑》后，

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是一个焦虑症患者，虽

然不算严重，但是一直困扰着我，而且近期

大有越来越肆意的趋向。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学时期， 第一次

被老师拉上讲台当众进行演讲， 结果话还

没开始说就因为害怕和焦虑晕倒在讲台

上。 虽然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还有经历的

增加， 上台演讲已经不是一个能困扰我的

事情，然而我却面临一个新问题，害怕陌生

的环境，害怕与陌生的异性进行交流，直接

导致的结果就是我沦落为单身大龄青年。

在这个单身就是“罪” 的时代，这显然是一

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焦虑是件折磨人的事情，但是埃利斯在

《控制焦虑》一书却提出，焦虑是件好事，不

过焦虑分为健康焦虑和不健康焦虑两种。 埃

利斯提出焦虑有助于你保持活力、舒服的生

活，而且还助于你保持人类的特性。“正常”

的人生具有欲望、期望和目标。 人如果没有

焦虑感， 完全不在意如何去实现这些愿望，

你就必须容忍各种令人不悦的事情，如缺乏

安全感、他人的反对、他人的攻击或者试图

谋害你，你也不会采取行动来抵御或逃避这

些事情。

举例来说，当你感觉到你有失去工作的

危机时，健康的焦虑会促使你努力表现认真

工作，让老板对你重新评估，进而解除危机；

而不健康的焦虑则是过分担心，自怨自艾不

采取积极的措施，反而因为担心失去工作而

更加消极，最终真的被解雇或者害怕解雇主

动离职。 这就是健康焦虑与不健康焦虑的区

别。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就像

所有的事情一样，太过分纠结只会导致更坏

的结果，凡事适量便好。

用埃利斯的话来说， 健康的焦虑或担

忧可以维持生命的存续， 并能产生一些有

益无害的结果， 但是不健康的焦虑可以轻

易将你摧毁。 实际上，健康的焦虑或谨慎，

能让你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并能让你以

一种高效的方式来应对危险或困难的状

况。 不健康的焦虑或者恐慌则完全相反，它

会使你丧失自控力， 在面对风险和问题时

也会因此应对不佳， 甚至有时会产生极其

严重的后果。

当存在严重的实际问题或生活压力，

而你又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或解决时，焦

虑会控制你的情绪， 这也是我近期面临

的问题。 如何应对呢？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

书中提到的“问题解决法” ，基本上我是

属于过度思考的类型， 很多小事往往因

为自己想太多而陷入恐慌和焦虑， 而这

种焦虑给自己带来的困扰真的是让人无

比厌烦， 所以我一般比较倾向于将最症

结的问题拎出来，然后找出解决的方法，

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 这就是埃利斯在

书中提到的理性情绪疗法， 因为害怕被

焦虑控制情绪所以解决这种潜在的恐慌

因子就迫在眉睫。

拿单身这个事情来说，解决的方法其一

是扩大社交圈子，这就要自己克服与陌生人

打交道的情绪， 每周参加一个社交的活动，

在豆瓣、微博、微信那么火的年代，找一个好

的活动并不难。其次发动身边的朋友、同事、

父母介绍好的资源进行相亲，更有甚者可以

参加电视台举办的相亲节目 （虽然炒作成

分比较多）。 方法很多，关键是取决于你解

决问题的决心。 焦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让

焦虑控制你的情绪， 进而影响你的生活，得

不偿失。

■ 新书快递

独立的孩子是玩出来的：

台湾妈咪的旅行教养秘笈

作者：邱瑜青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因为舍不得女儿哈比比， 台湾妈咪邱瑜青顶着来自长

辈的质疑和压力，带着十个月的宝宝去了首尔旅行，在这个

过程中，她发现环境的改变加快了女儿的成长步伐，从此，

十几个月大的哈比比和爸爸妈妈，走过了香港、澳门、东京、

名古屋、洛杉矶等地。

在带宝贝玩的过程中， 作者用她的 “移动式教养” 方

法，格外注意改变女儿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让她从小学会

和陌生人相处，引导她尝试新事物，甚至让她自己打包行李

来训练逻辑力……旅行不但会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 更能

培养孩子的独立个性，从此教养孩子不再烦恼。才十几个月

大就已经走过世界各地的哈比比， 在旅行中学会了自然大

方地和其他人相处，更会主动擦干净自己掉下的饼干屑，帮

爸爸妈妈收好衣服鞋子，甚至在出发前自己收拾行李箱。

作者更细心地总结出各色旅行小贴士， 以及去各个城

市的行程攻略，让你一看就上手，轻轻松松带着宝宝，在旅

途中长大！

现场：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作者：雷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个连续七年深入新闻一线现场记者的大事件观察侧

记，地震、泥石流、溃坝、奥运……一位与众多政要名流面对

面的采访者的真实感受； 一位最受网友欢迎的新闻记者职

业生涯的回顾和总顾。

真实的现场细节的还原、第一线材料，呈现一个公众不

曾认知的真实中国，她的笔触生动、鲜活、严肃、深刻，带给

我们思考和反思，为时代留下个体的注脚。

当我们翻开关于那些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事件的记

录，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看到一个个事件原本的面目，

我们将更深刻地厘清事件与人、人与人，以及我们与国家的

关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

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

们又该怎样面对。

崔永元说， 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

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

是真实的。

相信，《现场》就是这样一本书。

投资的四大支柱：

建立长赢投资组合的关键

作者：（美）威廉·伯恩斯坦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内容简介：

《投资的四大支柱》讲述了构建长赢投资组合的关键，

教你如何构建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并成功获利。在本书中，

作者提供了相当平易近人的知识和工具， 让读者理解各种

低风险、可以赚到钱的投资组合。 全书由四个简单的主题，

揭示每个投资人都应该熟知的关键，分别是：

投资理论： 永远不要奢望没有风险的高回报； 投资历

史：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市场就要狂乱一次，如果毫无准备，

就逃脱不了注定失败的命运；投资心理学：找出这个时代广

为接受的传统智慧，并且假设它是错的，而且通常来说，它

真的是错的；投资行业：千万不要轻信证券经纪人的建议。

这本书让我们看到， 普通投资者怎样构建自己的投资

组合并取得成功，应该怎样承担风险，为将来做好计划并创

造发展机会。

作者简介：

邱瑜青，曾担任台湾东

森电视台新闻部主播，历任

台湾华视、中天、东森电视

台主管、主播、记者。在本书

中，瑜青精心总结了自己的

教育感悟， 分享她特别的

“移动式教养”方法，备受年

轻父母的欢迎。

作者简介：

威廉·伯恩斯坦，华尔

街知名投资大师与金融理

论家，因其对现代金融投资

组合与公司财务报表的研

究而享有盛名。 作为一名

曾经的神经医学专家，伯恩

斯坦对市场的狂热与人类

理性的局限性有着深刻的

认识，总能从其独特的视角

剖析市场与投资者。

作者简介：

雷宇，凤凰卫视资深记

者，

2008

年度网友最喜爱记

者，

2013

年灾难报道最佳记

者。 多次深入矿难现场进行

采访，曾参与报道山西与河

南等地煤矿透水事故、山西

洪洞矿难以及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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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件”、北京奥运会、三鹿奶粉

事件、玉树地震、舟曲泥石

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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