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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作者：吴建民 刘东华 主编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家精神， 并加深对全球各国企

业家精神的了解和解读，在多维度对比研究中，发掘、发现、

总结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特质，为前人总结、后人铺路,使中

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真知、管理思想和领导力理念等，得

以在全球范围被认知、分享和学习，从而还原中国企业家的

真知灼见、正能量，巩固加强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国际

上被正确认同、受尊重的地位。

这是一本颇具价值和分量的商业图书， 通过对国内顶

级企业家的深度访谈，与近代、国外企业家的三维对比，对

企业家精神特质进行入木三分的解读阐释。 如此豪华的思

想盛宴，怎能缺席？

作者简介：

吴建民，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正和

岛研究院院长。 在外交战线上工作多年，著有《外交与国际

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交流学讲章》、《在法国的

外交生涯》、《公共外交札记》、《外交案例》等。

刘东华，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中国企业家俱乐

部创始人。刘东华于

2006

年年底创立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现任常务副理事长，柳传志先生任理事长，

2011

年开始创办

正和岛网站。

陌生的中国人

作者：杨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天窗文化

内容简介：

这本书的19篇故事并无直接关联，却以散点透视的手

法，忠实地记录了转型期中国人的命运。

它讲述了大地震后一对小同学的故事， 一个成为了国

家英雄，另一个失去胳膊为明天的生计发愁；它讲述了一群

被人遗忘的弃婴的生活，婴儿被亲生父母抛弃，在收留者那

里成为得到社会资本的筹码，并最终死于一场大火；它讲述

了到西欧的8万青田人建立的商业王国；它讲述了广西上林

乡淘金者在非洲遭驱逐的故事； 它讲述了互联网如何启发

了苏北一个村庄的民主冲动……

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它道出了大国盛

世背后的欢笑与悲歌。作者希望借助笔下的人和故事，可以

带来一些思考：国家发展的时候，如何提升每一个中国人的

幸福感，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

作者简介：

杨猛，资深记者，非虚构作家。两次入围“开发亚洲新闻

奖”。 从

1995

年起开始记者工作，迄今

18

年，专注非虚构写

作，曾深入新闻现场，报道中朝、中国在缅甸大型投资、四川

大地震等。

金融危机是谁引致的

□付克华

危机总是被用来作为强化监管的最佳

借口。 监管不断被强化，危机却一次次不断

发生。 作为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或许监管

者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之一。 那么，谁来监

管监管者？ 这个一直在我脑际挥之不去的疑

问，竟然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

书长杨农先生的译著《金融守护人》中邂逅

了，惊喜万分。

纵观历史，每逢金融危机爆发，金融监管

改革必然紧随。 金融监管似乎注定永远追赶

不上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历史也似乎不

断重复着。 本书对把危机成因解释为偶发性

因素的观点嗤之以鼻， 认为金融监管失效在

当时的制度框架中必然会产生。

金融守护人即监管者，“在2008年金融

动荡前的5-10年间，不断设计、执行和维持

着糟糕的政策” 。 监管者在监测和执法方面

的消极态度和不作为，并非偶然。尽管大家认

为这次危机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但最重要

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监管者实施了诱

使金融家过度承担风险的政策。 在危机爆发

之前的很多年， 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些政策会

破坏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但是他们仍然选择

维持不去改变现有的政策。

为何金融守护人不为公众利益服务？ 本

书认为， 腐败以及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之间

的 “旋转门”（即金融机构与监管机构的员

工互相跳槽），扭曲了金融监管。监管机构人

员非常频繁地从监管岗位跳槽， 并在其曾经

监管过的机构谋取高管职位。此外，金融机构

还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游说政客， 以说服其

实施对金融机构有利的法律， 并让他们给监

管机构施压， 使监管机构以有利于金融机构

的方式解释和执行相关法律。 奥斯卡获奖影

片《监守自盗》就告诉我们，金融服务业腐蚀

了设计金融监管条款的政客以及执行有关条

款的监管者。

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标

志着本轮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大幕正式拉

开。然而，本书认为，这样的改革乏善可陈，并

未解决监管的根本缺陷，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以现有制度设计出的政策根本没以公众利益

为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以及民选的官

员几乎不可能对金融监管作出明确、 公允的

评估，更不可能使监管机构切实负起责任。为

矫正监管机制的系统性失灵， 作者提出了具

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引入“人民卫士” ，对

金融监管作出明确、专业和独立的评估，其唯

一的职责就是获取信息， 并站在公众———而

不是金融业、 监管机构或政客的立场上对其

作出评估。

本书出版后备受关注，反响强烈，获得了

2012年美国出版协会经管类图书专业优异

奖，可谓实至名归。

小趋势：

中国经济的关键变数

作者：李伟 吴敬琏 夏斌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改革2.0时代的中国经济存在哪些不确定变数？ 改革、

发展、风险以及市场四大问题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来自

各方的猜测和传言也令时局显得扑朔迷离。 精准把握未来

趋势，是各界人士在自己领域掌握主动权的关键。

本书由国内外主流智库、顶尖高等学府、各大证券投资

公司、 银行金融机构与30多位实务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共同

打造， 独家披露众多机构供内部或有限范围阅读的报告和

文件，是目前唯一一本权威解读短期经济趋势的重磅之作。

本书务实理性地对未来中国经济怎么走、新一轮改革

将面临哪些挑战、中国是否会爆发经济危机、消费能否扭

转增速放缓、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何新内涵、货币政策会收

紧还是放松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预判，让读者看清趋

势，把握未来。

作者简介：

李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曾任国务院

研究室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吴敬琏，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被誉为“吴

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夏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

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院长。

南红玛瑙走俏的秘密

□韩龙

近些年， 随着四川凉山地区高品质南

红玛瑙矿的发现，以及全国各大媒体、收藏

家的推波助澜， 南红玛瑙———这一原本几

乎要淡出公众视线的瑰宝， 又重新焕发了

光彩，强势回归收藏界。

最近短短一年的时间，从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开始， 南红玛瑙以势不可挡的势头

迅速席卷了中国大江南北， 不仅为专业的

藏家所青睐， 也成为满足普通的收藏爱好

者、珠宝玉器玩家、专业投资者以及广大群

众收藏、投资、佩戴需求的一个重要选择。

原本寂寞、甚至有些孤芳自赏的南红

玛瑙， 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风行、暴

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价格翻了十倍甚

至几十倍以上。 很多早期介入的藏家、玩

家，或者有眼光的原料囤积商，都一夜暴

富。 并且直到现在，原料和成品价格仍然

一路持续看涨。 在很多城市，一些高端的

南红玛瑙原料和成品， 都成了有钱难求

的“宝物” ，即使普通成色的南红玛瑙，

也都十分畅销。 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

南红玛瑙商家， 也证明了这个市场的火

热程度。

“每个人，命中注定有一块玉。 错过了

羊脂白（和田玉），错过了帝王绿（翡翠），

难道还要错过柿子红（南红玛瑙）？ ”

今天的南红玛瑙，已经与和田玉、翡翠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那么，南红玛瑙究竟是

什么呢？这种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红色的宝

石，又有什么样的来历？为什么偏偏是南红

玛瑙而不是其他品种的玛瑙以难以想象的

速度站在了浪潮之巅？

如果诸位能够有耐心从头至尾读到这

里， 相信大家已经对南红玛瑙的各个方面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对于本书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大家应该有

了答案。

第一个主要原因， 是南红玛瑙是所有

玛瑙中最为温润的。 清代的陈胜在其著作

《玉记》 里对和田玉的描述，“玉体如凝

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脉理坚密” ，在南

红玛瑙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南红玛瑙不

会有那种鲜亮外射的光泽， 而是体现出一

种厚重温润之美，“谦谦君子， 温润如

玉” ，这种温润，完全符合中国文人对玉器

的要求；

第二个主要原因， 是中国人对于红色

的推崇和喜爱，而南红玛瑙的红，恰好准确

迎合了中国人的心态。

第三个主要原因， 是南红玛瑙资源的

稀缺， 使之具备了非常高的收藏价值和升

值空间。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2012

年上半年之前， 拥有一些南红玛瑙的好原

料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之后，好料子就

开始越来越少，有，也是很高的价格。

这种价格上强烈的反差， 让很多人开

始犹豫、观望，就在人们犹豫的时间里，南

红玛瑙的价格继续一路上扬。到了今天，即

使很多一年前只卖一百多元一公斤的、单

颗原石大概只有不到30克的、 当时看起来

利用价值不大的小料子， 现在也已经涨到

了四五百元一公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真

正的好料子越来越少了，资源没有了，以前

看起来比较一般的料子也被当成了宝贝，

于是所有的南红玛瑙原料也就跟着水涨船

高了。

这三个原因，缺少任何一个都是不行

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这三点集中体现

在了南红玛瑙身上，才造就了南红玛瑙的

传奇。

将思维调成互联网模式

□胡艳丽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 移动互联网正在

颠覆世界。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如同一个“潘

多拉魔盒” ，打开了一个众神狂欢、风云变

幻的世界。 一批旧的产品、服务被新技术所

取代，一批传统行业风雨飘摇，传统的思维

模式正在被以互联网应用为核心的新思维

模式取代。

《互联网思维： 商业颠覆与重构》一

书，聚焦互联网应用的核心思维，在对互联

网标签思维、简约思维、NO.1思维、产品思

维、痛点思维、尖叫点思维、屌丝思维、粉丝

思维、爆点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整合

思维进行分析整合的基础上， 提出了互联

网思维七字决，即专注、极致、口碑、快。 该

书集结了编著者十余年互联网工作经验，

用系统化的理性思考整合提炼了诸多传统

企业及互联网企业， 在互联网大潮中进退

沉浮的得与失， 不失为一本为互联网初级

电商用户及消费者提供指引， 一览互联网

运营全貌的实用入门书籍。

笔者以为， 互联网思维可从三个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 一是以平台提供商的视角

看互联网的风云演绎， 二是以内容提供商

的视角看商业竞争， 三是以消费者视角谈

消费体验。

对于平台提供商而言， 它要兼顾的是

内容提供商和客户双方的利益， 整合的是

双方的利益平衡点， 实现双方利益的协调

共振， 最终要交付的产品是自身的运作模

式。 对于内容提供商而言，它要在平台提供

商规定的框架之内， 对消费者提供最好的

产品和服务，在为自己建立口碑的同时，也

为平台提供商赢得消费者黏性。 一个商户

给消费者带来的不良消费体验， 同样会减

损整个平台在消费者心中的可信度。 在同

一购物平台之内， 一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的情况， 整个平台也将面临严峻的生死考

验。 对于消费者而言，利用网络进行购物，

付出的成本并非仅限于购物成本， 还有工

具使用成本、时间应用成本，他们首先选择

的是适合自己的购物平台， 而后在平台内

选择商家， 真实的购物体验和朋友圈内的

口碑推荐是他们购物的主要依据。 在兼具

理性与非理性的购物中， 他们购买一种商

品需要多种理由，而放弃一种商品，放弃一

个平台，只需要一个理由。

对以上内容的深入理解， 均离不开本

书重点阐述的互联网七字决， 它们是理解

互联网风云演绎的关键因素。 唯有专注平

台提供商才能提供专业、与时俱进的服务；

唯有做到极致， 内容供应商才能成为行业

的NO.1，抢占市场先机；而建立口碑，不论

对平台提供商还是内容提供商而言， 都是

决定其生死存续的关键因素。

该书偏重于以平台服务商的视角看问

题， 选取了当前较为热点的案例进行综合

分析。例如，阿里巴巴为何要打造淘宝和天

猫这两个相互竞技， 争抢客源的销售服务

平台？ 书中归纳，相对于实体世界，淘宝是

集贸市场，而天猫是品牌商场，淘宝的整体

定位在于“低价” ，而天猫的定位在于“正

品” 。天猫的上线是针对淘宝小业户混乱的

经营模式而生， 在各种资源配置及营销服

务上，阿里巴巴已全线向天猫倾斜。

笔者并不赞同书中提出的天猫和淘宝

是阿里巴巴左右手互搏的游戏。 它们有不

同的目标消费群体。 作为平台提供商，天猫

的上线运营， 有效拓展了淘宝网内容提供

商和目标消费者双向阵营， 它的出现消除

了一部分对商品品质有较高要求用户的消

费顾虑， 同时吸引了一部分在其他消费平

台购物的高端消费客户。 不论是天猫声势

浩大的“双十一” 吸金活动，还是弱水余波

的淘宝“双十二” 活动，吸引的是全体网民

的目光， 共同打响了淘宝—天猫系列服务

品牌，令其他平台服务商的经营黯然失色。

可以说淘宝的“C2C” 模式，成了大众网

购、平民狂欢的代名词，而天猫的“B2C”

模式是吸引中高端客户的杀手锏。 它们优

势互补，消费者互相转化，满足不同购物需

求，共同扩大了阿里巴巴的网络疆域，奠定

了其网络江湖霸主地位。 这也是对书中提

出的互联网整合思维、流量思维、产品思维

的综合应用。

淘宝、京东商城、唯品会、卓越亚马逊，

这些购物网激战正酣， 各自锁定了一批消

费者，但在网络时代，没有永远正确的运营

模式及不变的营销思路， 亦没有标准的服

务方案，更没有死忠的消费者。今天一个互

联网企业的风声水起， 亦可能因明天新技

术、新产品的出现而陷入僵局。 在互联网时

代，“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成为应对瞬息

万变的危机与商机的不二法门。

这一场电子商务、社交应用的群雄逐

鹿之战，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人类历史上

的军事战争，在彼此的竞技中，人们的商

业嗅觉、创新能力被全面激发，而最终坐

收渔人之利，享受各种互联网便利安全的

一定是消费者，这是一场全面竞技，非零

和的盛世狂欢节。 当然，狂欢之中，消费者

需保持消费理性，避免无谓的开支，空耗

钱包和精力。

人们利用移动互联网消费的潜力究竟

有多大？这是一个挑战人们想象的话题。正

如手机刚刚问世时， 人们怀疑在家庭和办

公室以外的“第三部电话” 是否有存在的

必要，而今时今日，手机早已不是人们手中

可有可无的第三部电话， 而是人们唯一的

电话。智能手机更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由

时尚潮人手中的玩具进化成了人们身体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不仅主宰了人们的生

活和思维模式， 而且成为众多传统行业的

颠覆者和终结者。

互联网烽烟未定， 移动互联网烽烟再

起。有人预言，在未来世界上最好的地段不

在纽约、巴黎、北京，而在人们的智能手机

上。此时，不论是平台提供商还是内容提供

商都尚未形成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

定式，如何抢摊那一方小小的屏幕，考验着

各界精英的创造力。在该书的最后，作者纵

论大数据、云计算、O2O、3D打印、移动支

付等正在悄然改变世界的热门话题， 打开

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今天的新知识新

技术， 在未来将是主导人们生活的基本常

识。面对未来，我们不妨将思维调整至互联

网模式，拥抱不断变革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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