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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云端经济学》

作者：吴建雄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书名：《创新的国度：瑞士制造的成功基因》

作者：R·詹姆斯·布雷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山就在那儿

作者：罗启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主角是香港亨达集团副总经理， 香港金银

业贸易场监事罗启义。 他是香港金融圈中第一个成

功登顶珠峰的人。

从儿时的登山梦想到年逾五十成功登顶世界之

巅，中间近三十年的股海浮沉、风云变幻，经历了近

千座高山的攀登，穿插着家庭、工作和生活的各种画

面。罗启义的珠峰之旅除了带给你高山仰止的豪情，

勇攀巅峰的壮志，还贯穿了科学持久的训练，以及向

导的种种帮助， 为读者展示出了一段多面充实健康

向上的人生旅途。

大自然不为人类而生，也不会为人类而改变。人

类要在大自然中求生存图发展， 就要凭着自身的能

力去努力拼搏。 不怕生于贫寒，也不怕年过不惑，只

需始终如一的坚定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钱经

作者：陈思进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中国房价到底有多高？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已

经面临拐点？ 中国的黄金市场要持续疲软多久？

2014年是不是抄底黄金的最佳时机？ 中国大妈去年

被套的黄金何时才能解套？更多关于钱的问题，答案

均在《钱经》。本书既有基础知识，又有观点解析，既

普及了金融常识，又指导读者该如何理财，可谓知识

性和实用性兼备。

一念之间：

戴立宁的感慨与谏言

作者：戴立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戴立宁的文章，不能单单地看，要细细地读，深

深地想。 他的用字遣词，喜欢意在言外，读得不够仔

细，思维不够跳脱，理解就会受限。

比如他写德国慕尼黑一个马戏团的跳蚤： 个个

身怀绝技，被训练成了足球高手，还能推拉特制的小

车按预定线路游行，与跳蚤的本性完全相悖，仔细分

析这训练的方法后， 他想到了专家进入政府领域后

的作为；比如他分析校车事件，不单单分析事故的硬

件故障，也分析背后的制度因素，还分析了最不为人

了解和可怜的司机……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的文章凉中带火、 温里含

燥，正所谓“心似火，手如冰” 。几十年的法律研究与

教学，几十年的金融从业经验，几十年的宦海沉浮，

让他看事物有了另一种角度， 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

思考问题。

本书收录了戴立宁在价值与观念、政治与政府、

法律与制度、金融与财政方面的文章，读来必定有所

收获，只要我们认真地去体会、去思考……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的缺憾成果

□郑渝川

1944年7月， 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偏远小镇布雷顿森林。

他们在这里设计一个全球货币体系， 并组建

国际机构来管理。 在这次会议上，前苏联、法

国、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议事话语权，其他更

小或经济总量更低的经济体更是自始至终扮

演“打酱油”角色。 所有旁观者都不够重要，

大家都在等待英美两国博弈的结果。

英国谈判代表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大师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赞同政府介入

经济， 但前提是经济秩序已经陷入无法自发

修复的混乱。 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主要

是指美国政府经济官员和部分自由派经济学

家， 观点与凯恩斯当初所称的其实已经大相

径庭。他们希望政府更深地介入经济调控，部

分效仿前苏联经济模式来让经济秩序进入井

然有序的状态。

美国谈判代表、 美国财政部时任部长助

理哈利·德克斯特·怀特就是一个典型的、甚

至很有点激进左倾的凯恩斯主义者。 怀特不

仅憧憬计划经济模式， 并且本人就是个前苏

联间谍。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在布雷顿森

林会议期间为美国争夺货币霸权， 将衰落的

旧霸主英国从王位上踢下去。 但此意识形态

缺陷却使得怀特力推形成的布雷顿森林货币

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重大漏洞， 并最终在

1971年崩溃。 怀特的前苏联关系，最终影响

到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 从来

就没有美国人出任该组织总裁。

布雷顿森林会议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

凯恩斯对战凯恩斯主义者的“双雄会” 。 凯

恩斯当时是享受国际明星待遇的经济学家，

美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深

受其著作观点影响，但他接受委托的任务却

注定不能圆满完成。 凯恩斯希望尽可能保留

业已破产的英国货币霸权，这当然不为美国

所允许，并且他还得尽可能多的争取美国援

助和贷款，不得不强压怒火，努力抑制屈辱

感。 这位经济学大师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

两年后逝世。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国际经济部主任、高

级研究员本·斯泰尔，曾任英国皇家事务研究

所国际经济部主任。 他撰写的《布雷顿森林

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一书，向人们还

原了70年前的那个夏天在布雷顿森林召开

的货币峰会场景， 叙述了该次会议前后美英

等国的角力过程， 着重阐释了最终以缺陷版

本出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重要条款的来

由。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就是对凯恩斯和怀特

及两人代表的英美两国政治势力的激烈交

锋，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

按照书中的还原描绘，怀特、美国时任财

长摩根索、 凯恩斯等人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

人意志， 明显影响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

方案内容。自然，英美两国时任最高领导人丘

吉尔和罗斯福在其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布

雷顿森林体系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

塑造了二战后至今贸易和金融全球化议程，

其具体内容制定却不受英美等缔约国议会民

主框架的约束，更谈不上对公众负责。此后许

多年内，美国主导下的多项国际经济、贸易、

金融乃至军事谈判议程， 也呈现出同样的特

点：行政官僚决定方向和细节，议会民主框架

和司法部门都变成了无关紧要的橡皮图章。

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美苏两国核控

谈判以前苏联解体而告终等重大事件之后，

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收紧缔约权，对

行政首长或政府职能部门对外缔结的协议条

约加大细节审查力度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 书中单辟一章专门介绍

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提升演化过程。 凯恩斯

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成名

很早，通过大量的报刊专栏文章来阐述主张，

成名很久后才开始出版经济学学术作品。 凯

恩斯备受哈耶克、 熊彼特等其他几位经济学

大师讥讽的一点是， 前者的观点细节经常发

生改变。但也正因此，出现在布雷顿森林会议

现场的那个凯恩斯， 是理论和政策水平最高

最成熟的凯恩斯。

怀特计划的核心是一改金本位制度，建

立美元本位体系（锚定黄金），但无法确保

美国实行的货币政策能够使其维持足够的

黄金储备，且迫使全球流通的美元数量越来

越大。 在怀特看来，这一切并不值得担忧，理

由是他对战后全球经济体系走向前苏联经

济模式的期待 （建立起某种全球计划体

系）。凯恩斯的计划运行原理更为复杂，目标

也更远大，旨在通过新设的国际清算组织来

维系所有成员的货币和黄金之间的固定比

率，并创造新的国际货币。 凯恩斯计划对各

国获得成员资格所需遵循的经济标准，作出

了限制。 而怀特反对这一点，明确提出不以

一国的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作为先决条件。

但令人悲哀的是，衰落的日不落帝国注定无

法支撑凯恩斯计划取胜。

几十年后，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席

卷全球，美欧都设法强压人民币升值，中国央

行行长周小川在提出整体上改革并重塑国际

货币体系的建议时，特意指出，“以怀特方案

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 凯恩

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 ，希望创造“新的稳

定的以及安全的国际储备货币” 。 或许在不

久后的将来，凯恩斯1944年的智慧才能迎来

迟到的胜利。

8000米高空的经济学

□郑鲁

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补充睡

眠、翻看报纸、发呆、插着耳机听音乐或看视

频、 看书……繁忙的商务人士也许在制作幻

灯片文件、写邮件、看合同……而资深职业经

理人吴建雄的做法颇为另类———写书。 这本

叫做《云端经济学》的经济随笔，就是他一次

次在8000米高空飞行时的感受体悟，往往从

乘坐飞机的点滴小事入笔， 却洋洋洒洒漫谈

开来。初读颇为浅易有趣，细嚼却能体会到作

者丰富而独到的阅历和管理理念。

在城市上空、 云层之间移动的空间，伴

随引擎的声音腾空而起， 将很多陌生的、原

本不相关的人的利益联在一起。 在吴建雄的

眼中，独立的空间是一个可以远离世故的安

静场所， 可以思考很多东西， 比如经济、商

业、心理、人生、世态，以及看似美好或不美

好的未来。

何为云端经济学？ “云端” 代表换个角

度看世界，先跳出传统观念束缚，再站在云

端看未来， 未来关心的话题就是作者关注

的。 云端，也是一部分职业经理人的工作常

态———常年飞行着的空中飞人，他们中很多

是中层、高管、甚至是决策者，未来世界有一

部分就把握在他们手中。 云端也是一个变化

莫测、看似很远又很近的概念，指的是对未

来经济、政策、人与生活变化的不确定性，任

何事物都是相对的，不确定性之中，也可以

找到确定性。

为什么管理咨询祖师爷、麦肯锡咨询公司

创始人麦肯锡坐飞机只选头等舱，微软创始人

比尔·盖茨选择的则是经济舱？ 在吴建雄看来，

这并不意味着盖茨要比麦肯锡更节约，而是不

同商业机会和准入门槛的选择问题。 麦肯锡渴

望的是客户， 最终的目标是合作与扩大业绩。

对于麦肯锡而言， 其核心命题是接触高端客

户，扩大合作客户，即合作高准入信任，是为

“头等舱经济学” 。 而微软已成为行业老大，具

有自主定价权。 对于一个在鼎盛时期的企业而

言，根本不需要主动出击去寻找客户。 所以在

飞行选择上，盖茨所考虑的，首先是成本和价

值，价格最低者优先选择。 对鼎盛期的品牌而

言，最重要的已不是品牌忠诚度和知名度的建

立，而是亲切感和价值观的建立。

为什么飞机上的乘客会发生龃龉甚至

打斗？ 在吴建雄看来，飞机上空间狭小，人的

行动极不便利，其实也是有“主权” 的，由此

也会导致为维护个人权益而发生的“主权战

争” 。 飞机上的“主权战争” ，其本质是争取

“先行者优势” 。 先行者因进入壁垒低而获

取竞争优势，对后来者来说，进入壁垒高了，

意味着要花更多的资源才能与先行者进行

有效的竞争。 再浅显一点，就是先入为主，先

到先得。

吴建雄观察到的现象可能每个乘坐飞机

的人都能体会到， 但把它变成理性思考并进

而转为指导商业运作的管理理念， 恐怕正是

作者的高明之处。吴建雄是著名商业活动家、

创意专栏作家，“冰心文学奖” 获得者，对经

济学和心理学颇有研究， 善于挖掘现象底下

的深层次行为模式和心理动机。

本书以随笔的形式，更贴合了大众在

阅读习惯和阅读时间上的特点。 抓住读者

眼球更关键的是内容，这本书正是基于日

常的各种观察，跟经济学密切相关，又不

局限于经济学。 作者把经济与人性、商业

与消费、世态与心理结合起来，还融入了

在工作中为上百个一线企业或品牌服务

的心得与启发， 在项目研发中得到的成

果，可以说先人一步看到了未来的经济趋

势和商业形态。

市面上有不少为飞行时打发时间而出版

的“飞机书” ，但质量高的不多。 吴建雄这本

《云端经济学》，确实值得一读。

企业家精神是瑞士成功的原动力

□阿尔弗雷德·辛德勒

瑞士仅有800万人口， 国土面积仅有4.2

万平方公里，其中1/4的领土还是山地，整个

国家的历史也不到800年。 而中国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比瑞士多160倍。 中国

幅员辽阔，有960万平方公里，它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几千年前， 如今这个国家正以世界上

其他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发展速度向前迈进。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距乍看上去如此巨

大，以至于似乎无法进行对比。但是近距离地

看，两国又有一些共同点，就像阿尔伯特·爱

因斯坦所说：“不是所有有价值的都能被计

算，也不是所有能计算的都有价值。 ”

本书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横空出世。 当今

世界充满了各种灾难，比如革命和战争、严重

的经济和货币危机、失控的国家财政局面，以

及可能导致不可预期结果的草率挽救策略。

自然、 经济和政治世界都百病缠身并且互相

传染。 世界多国不堪重负， 金融体系面临抉

择，经济衰退，欧洲停滞不前，还有多种货币

正在失去它们的价值。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瑞士的情况还

算健康。这其中原因众多，而最重要的或许正

是瑞士这个国家的根基所在。 在19世纪初工

业革命时期引领瑞士走向成功的价值观，现

在仍然在发挥作用。 这种价值观已经深深地

嵌在了整个国家的灵魂里。 借用伟大的德国

作家歌德的话来说就是：“勇气和谦逊是最

明晰的美德，伪善永远无法与之企及，而它们

拥有共同的品质：由同一种色彩表达。 ”

这种色彩在瑞士并不光鲜夺目： 瑞士曾

是个穷国，自然资源匮乏，处于内陆深处……

瑞士曾经如此困苦， 以至于瑞士人不得不到

别处为富有的王公贵族所雇用。 但是瑞士人

从来没有屈膝于其他富裕的邻国， 绝不俯首

称臣，也不改旗易帜；因为瑞士人是如此热爱

自由。 一个贫穷而渴望自由的国度必须厉行

节俭，量入为出。这种状况激励着人们奋发向

前： 资源匮乏迫使其尽最大的努力提高资源

利用率。 那些勇于进取的人不仅仅具有顽强

坚定的意志，同时也拥有创新能力，这样才能

在有限的资源上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瑞士既不是贵族政治也不是独裁政体。

瑞士人的成功是源于瑞士的根基： 被重视的

是才能和成绩，而不是背景和地位。只要是能

引领成功的好主意都值得被采用， 而不必在

乎是由谁提出来的， 这种值得称道的做法至

今仍普遍存在于瑞士社会。

瑞士企业的发展反映了瑞士这个国家的

发展路径， 即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

是靠其大小强弱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开拓精神、

追求卓越和品质的激情。 政治力量有限的国家

必须依靠才智和同理心来赢得其他国家的尊

重。 瑞士成为现代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建立民主

制度的国家绝非偶然， 至今仍然是世界上唯一

的直接民主制国家，人民拥有最终决定权。

瑞士把最高的尊重都交付给人民， 国家

主权完全属于人民。瑞士人知道自由的代价，

他们愿意为此负责任，并具备了面临挑战、寻

求解决方案的能力。正是基于这些根基，整个

国家才愿意接受并重视个人建议、 集体责任

观和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企业创新精神不仅

仅受到鼓励，也是一种社会预期。80%的瑞士

人都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失业率低于3%。 瑞

士的社会共识是，没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就会

导致失业。

在瑞士这样一个小国， 政治和经济繁荣

的责任无法分开。还是在次贷危机之前，瑞士

选民就以绝对多数的优势选择了减少赤字，

瑞士政府因而保持着可控范围内的财政赤

字。这并不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个人意愿，而

是因为一个简单的常识， 即不能让支出高于

收益。在这个国家财政政策不断失败的时代，

政治并不是全能的这一事实已变得越发明

晰；最终，国家的运行必将和家庭、企业和经

济坚守同一个原则。 失业和紧缩不仅仅是这

个时代的产物，也是长期债务累积的恶果，只

因责任感被弃之不顾。在瑞士，这个认知已经

在人们的意志中存在了几百年， 而且仍然对

国家和企业家精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瑞士及其企业家精神已经在这次危机中

证明了自己的力量。 国家小意味着必须有更

高的警觉，每个人都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由于

大玩家不会太注意他们的小对手， 这就要求

小玩家采取灵活的态度， 从客户和市场的角

度出发，找准定位并学会如何引起共鸣。

这也是瑞士的治国方式。瑞士多语言、多

文化、多民族，因此平衡各方利益、取得共识

是非常重要的。瑞士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瑞

士的政治机构、 社会和经济体系共享同一个

价值观。瑞士联邦议会的议员都是专业人士。

在履行政治责任时， 商业经验和其他人生经

验一样重要。决策并非上传下达，而是通过合

作逐步发展起来的。 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真理

也适用于经济、 社会的运行———每一步行动

都需要负责任，尤其是在瑞士这样的小国，责

任归属尤其明晰。

除去外界因素， 成功本身也能成为一种

风险： 没有什么事能比一直向上却突然崩塌

更危险了。 当我于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的

时候，1美元兑换4.5瑞士法郎，但今天它仅值

0.9瑞士法郎。同期的英镑汇率从12瑞士法郎

跌到了1.5瑞士法郎，今天，欧元太疲软而瑞

士法郎太坚挺。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瑞士的

稳定也有代价：随着薪酬、成本和价格的逐渐

上涨，企业的利润被侵蚀。瑞士再一次面临严

峻的挑战。

而各种失败， 也能带来对他人所关心事

物的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尊重。 从政治意义

上说，这能转化为社会安宁和自由的态度，而

这两项都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只要准

备充分，并有精力应对相关困难，这两者还能

帮助我们更好地管控危机。

那些领土面积小而缺乏政治力量的国

家，无力改变自身所处的世界，但是它们可以

变得更精明， 只需越过高山而不用将高山铲

平。小国必须做得比它们承诺的更多。无论是

在好的时代还是在所谓坏的时代， 这种应对

挑战的能力都是本书描述的瑞士企业发展的

主要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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