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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激动人心且扣人心弦的故事，讲述了英雄业

绩和莫大悲剧，以及裁定欧洲命运的最后战役。

伯纳德·康沃尔融合了绘声绘色讲故事的高超技艺和

一丝不苟的历史研究， 叙述了每一个引人入胜的瞬间，从

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三场战役的硝烟与鲜血，及至战

役的后续。 通过引用拿破仑皇帝、威灵顿公爵和普通官兵

的书信与日记，康沃尔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参加这些著名战

役是怎样一种体验。他对这些战役的详尽理解和生动描绘

也清晰地展现了这四天的跌宕起伏。 在这部历史中，有很

多至关重要的决策， 双方都有展现出惊人勇气的时刻，战

局难测，直到惨痛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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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康沃尔，畅销书作家，著有极其成功的“沙普”

系列小说（以拿破仑战争为背景）、“斯塔巴克”编年史、“军

阀”系列小说、“圣杯”系列小说和“武士”系列小说，以及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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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快递

关照现实的非数理博弈理论

□毛志辉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是博弈论当之无

愧的开创者。 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

论的基本原理， 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诞生；

1944年，冯·诺依曼又与摩根斯坦合著了划时

代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

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应用于经济领

域， 从而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

而， 真正将博弈论发扬光大并且对现实社会

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托马斯·C·谢林。

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沿着完全信息理论和

数学表达的两条基本途径发展， 就不可避免

地会陷入理论推演的结论严重偏离现实的困

境。 与以纳什、豪尔绍尼、泽尔腾为代表的经

济学家坚持采用数学语言和公理性的方法来

进行研究不同， 谢林以迥异于数理化的博弈

论范式的研究思路独辟蹊径，发展了一套“直

面现象”的非数理博弈理论。他尝试将博弈论

从对相互影响的结果的艰辛晦涩的数学分

析，变成通俗易懂、易于被大众接受普及的言

语故事， 并借此为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提供

解决路径。

谢林发表于1984年的著作 《选择与结

果》，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代表作，但却深刻表

明了他在博弈论研究中视野宏阔、纵横捭阖、

关照现实的底色， 同时也鲜明地体现出他研

究的宽度。 他毕生最为人们所称道的研究领

域虽然是以军事战略和军备控制为主， 但他

的研究触角却广泛延伸到政治学、 社会学及

国际关系等公共领域， 并且都有着切实的应

用，以至于几乎从能源问题、种族隔离制度、

犯罪行为到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等，都被他“大

包大揽”下来。

这部作品收集了谢林在1965-1984年间

所写的十五篇重要论文， 主题涉及经济分析

与政策伦理学、 命令与控制、 道德与自我控

制、 死亡之际的策略关系、 经济学与犯罪集

团、策略分析与社会问题、压缩军费的策略、

关于恐怖主义的思考、 作为消费器官的大脑

等，论题纷繁复杂，论述也精彩纷呈，足以引

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如关于命令与控制的讨

论中，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切入点，详细谈了劫

机事件发生时的责任危机问题； 关于经济学

与犯罪集团的讨论中，涉及了赌博、敲诈、堕

胎、走私等问题；关于策略分析与社会问题的

讨论中，则分析了非暴力手段、药物控制、淫

秽图片邮购等问题。

谢林总是对那些无法被理性行为理论充

分解释的现象和案例充满热情， 力图将博弈

论尽量扩展， 使其可以考察现实世界的各种

行为，并尝试采用独特的分析方法加以考量。

这也是他迥异于主流经济学家之关键所在。

而他对那些严肃问题的轻松“调侃” ，又为他

的作品平增魅力。 如对人的大脑的讨论中，他

不仅谈到了催眠术、恐惧症、白日梦，而且作

了一个好玩的尝试， 试图说明大脑除了是一

个解决问题的设备， 更是我们的一个消费器

官。他还如此设问：我们是在心灵的帮助下体

验人生， 还是我们的心灵在我们的帮助下体

验人生？ 恐怕真的没有人知道是谁在掌控这

一切。

在这部著作中，谢林还完整地阐述了自

我控制理论。 他从关注多个参与者之间的

博弈转向 “自我博弈” ， 即 “以自己为对

手” 的博弈。 他试图通过这一理论来回答什

么是理性、人是如何控制自己行为的。 谢林

认为，每一个自我都有自己的需求与欲望，

他们都受一个时刻存在的 “超级自我” 的

监督，这个“超级自我” 是总的管理者与裁

判者。 自我管理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它发生

在社会环境中， 人们正是因为社会安排的

缘故才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得到促进或是

受到阻碍。 比如一个戒烟的人会看到自己

告别恶习而重获自由， 还能拥有更健康的

身体和更长的寿命，而他的配偶、子女、父

母双亲和友人也能够摆脱吸烟的影响，他

或许就会实施自我控制。

谢林观察到，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喜欢自

我欺骗以使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避免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比如抽烟、喝酒、缺

乏锻炼和储蓄不足等。 他认为，人们有时好像

不是单一个体。他假设存在三个“我”或三个

“你” 。其中一个告诉自己，只要不吃午餐、不

看喜欢的节目或是周末不去滑雪， 就可以晚

睡并省掉健身计划； 或者答应另一个自己只

要每天都早起就可以看五局电视棒球比赛。

他把自我控制问题引用到多个“自我” 的斗

争之中，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种斗争呢？ 谢

林提出， 可以由足够诱惑力的奖品或惩罚来

诱使预期希望的行为出现， 或者闭着眼睛关

掉“某人” 。 在一个完全的消费者行为模型中

必然会涉及预期的自我控制分析， 谢林所阐

述的自我控制理论， 不仅构成了他毕生的三

大理论成就之一（另外两大成就是“讨价还

价和冲突管理理论” 、“相互依存的选择和行

为理论” ），并且还成为了委托代理理论的重

要来源。

谢林曾经说过：“如果你要研究某个理论

或者发展某个概念， 如果你认为这个理论或

概念将促进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那么就

请发明一些浅显易懂的概念。” 正是遵循这种

思想， 他发明了许多原创的概念来充实其博

弈理论， 也使得他的博弈论研究具有广泛的

经世致用价值。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在构建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的政策导向上，如何让人们真正形成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妥善解决

贫富差距、 城乡差距以及局部的利益冲突等

问题，谢林的理论是具有较强借鉴意义的，在

政治和经济外交战略选择上也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很多人认为谢林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或国际关系学家， 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核战

略学家，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太准确。 作为一

位凭借非数理博弈论的研究和应用在多个

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的大师， 我们着实

很难定义谢林确切的学者身份。 他的研究

方式及侧重点与主流的博弈论学者是那样

的格格不入， 而他所取得的成就又是那样

的拔萃突出，最终极大地完善、丰富和发展

了现代博弈论。虽然谢林迟至2005年（其时

他已是耄耋老人）才与罗伯特·奥曼一道分

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他无疑是20世纪最

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 他自身也已成为

学界一段非凡的传奇。

谁制造了信息时代的黑箱

□赵青新

近年来，大数据分析的话题很热，人们越

来越意识到大数据的好处。但同时，科技的双

刃剑效应再次显现。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

信息被记录了，这些信息会传播到哪些地方，

有哪些人或组织会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依据

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是否准确， 是否会产生

歧视或者错误的结论， 假如这些信息泄露可

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美国信息权威学者弗兰克·帕斯奎尔出

版了《黑箱社会： 控制金钱和信息的数据法

则》一书，他决心打破这种神秘的黑箱运作机

制。 该书在2015年初被世界知名科技刊物

《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先

后推荐。帕斯奎尔的对手都很不简单：搜索引

擎、金融巨鳄和政府。 他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

略，首先提出警告，然后要求“知情权” ，接着

分析数据失控时代的网络信誉， 重头戏是针

对三个对手发起的“有理、有力、有节” 的攻

击， 最终落实到建立一个 “可被了解的社

会” 。

面对搜索引擎，作者的组合拳包括四个

方面：透明度、竞争、报酬和控制。 搜索引擎

的个性化设置存 在 令人 不安的一面 ，

Google给出的结果和排序是它希望我们看

到的东西，这种“过滤泡沫” 导致越来越严

重的同质化倾向。 Google对竞争对手实施

打压，比如“Foundem事件” 在舆论的浪潮

中终于被列入了“白名单” ，但我们无从得

知， 还有多少被Google定性为无用或垃圾

而被刻意隐藏的网站， 其实只是因为它们

威胁到了垄断者的利益而被扼杀在摇篮

里？ 通过付费来推广的业务遭受大众质疑，

正如Google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

尔在1998年承认的，“依靠广告资助的搜索

引擎将不可避免地偏向广告商并远离消费

者的需求” 。 搜索引擎有它的行业特殊性，

在引领和塑造公众价值观方面， 互联网是

大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因此必须

关注这类企业的职业伦理边界。

针对金融界主要两个方面：非法服务过

程中的欲盖弥彰， 以及由复杂所致的不透

明性。 这两种情况给了金融公司内部人士

充分的机会来牟取私利和任意妄为， 而公

司通过复杂、 隐秘的计算程序隐藏风险的

做法， 就如同埋下的地雷终有一天会引起

连环的剧烈动荡。 回望2008年的次贷危机，

我们不能不同意作者的看法。 各大银行、金

融公司对于账面利润的盲目追求， 次贷市

场、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品越来越复杂，甚至

连专业人士都不清楚那些复杂的债券的内

涵，更勿论洞察其中隐藏的危险。 豪伊·许

布勒，摩根士丹利的明星债券交易员，最终

以90亿美元的巨亏， 刷新了华尔街历史记

录。 为什么一个席位就能亏掉90亿美元？为

什么没有人发现许布勒即将犯下的错误？

这场危机无情地剥下了金融精英闪亮的外

衣，裸呈出内在的苍白、软弱、保守，以及贪

婪。 长久的合作和利益勾连，早就稀释了评

级报告的权威性， 漂亮的账面信息掩盖了

背后隐藏的危险。 金融黑箱仿佛潘多拉魔

盒，终有一天会被打开。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 如作者所

说，“我们可能无法阻止信息的收集， 但我

们可以限制它的使用方法” 。搜索记录曾经

给一个找工作的德国姑娘造成了不小的麻

烦， 她仅仅因为浏览过不良网站而被默认

辨别为特殊行业从业者， 这一类过错不应

该成为永久的困扰， 所以作者提出的追踪

数据源的建议的确是很必要的。 大数据库

中的错误数据一旦扩散， 目前几乎是无法

控制的，作者提出建议，当有公司建立个人

信息档案时， 当事人应当拥有审核和更正

的权力，如果发现错误就提请更正，正确的

数据可以通过链接传输给数据库的后续使

用者。 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这项技术，基于这

一工作的庞大和复杂性， 没有数据操控商

有意向去做， 而这就是政府必须发挥的职

能， 应该通过法律强制规定以保护公民的

隐私。

很显然， 作者将打破黑箱的希望寄托于

政府，通过黑箱的危害性的展示来唤醒民众，

并且提请互联网企业和金融界规范自身的行

为。这是一种可行方案，开放式的信息应用或

许会带来一种多边互赢格局， 我们对此拭目

以待。

IPO

的梦想与浮沉

□张鹏

我们有必要对新股发行制度的变革进行

一番审视， 不仅要比较出注册制和审核制两

者的优劣， 更重要的是看清未来市场发展的

方向和出路。 由王骥跃和班妮这两位资深投

行人士编著的《梦想与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

弈（2004-2014）》一书带我们直入投行一

线，既有翔实而精到的IPO案例分析，也有对

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深刻反思与独到建言，

严肃性和可读性相得益彰， 让人读来为之侧

目别有新得。

作者缘何要从2004年说起？ 皆因这一

年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

一年。 中小板开板、保荐制度推出、询价制

改革试点等各项制度，打下了此后十年A股

市场的重要基础。“之后十年证券市场的制

度发展和政策演变， 大多是在2004年相关

制度基础上的修补和完善。 ” 这本以编年体

案例的写作方式精选了2004-2014年60余

个IPO案例， 仔细梳理和深入解读了IPO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及成因。 尽管作

者直接参与过的案例非常有限， 但每个案

例背后上市公司的命运都是中国经济和A

股市场光荣与浮沉的折射。“我们站在2015

年审视当下中国资本市场， 会发现包括发

行限价指导、发行审核过长、发审制度受到

质疑、IPO募集资金规模和投向的设计存在

问题、 上市后企业反而走下坡路等种种问

题， 中国资本市场虽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规范， 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至今尚

未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案。 ”

从我国新股发行制度的发展脉络来看，

从早期的行政主导的审批制到2001年以来至

今的核准制， 再到全国人大已经授权未来将

要实施的注册制， 新股发行的市场化方向更

加明晰， 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总

体方向和目标。 作者认为，核准制的核心是监

管部门进行合规性审核， 强化中介机构的责

任，加大市场参与各方的行为约束。

正是在核准制问题越来越多、 没有取得预期

效果的情况下，注册制的呼声才日渐高涨。 作

者认为，注册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首先，A

股容量今非昔比， 对新股的接纳程度大幅提

高。 其次，实行注册制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需

要，新兴行业需要上市融资支持。 最后，实行

注册制也是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需要。

“按照目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注册制将实行监

审分离，IPO的具体审核由交易所完成， 证监

会将工作重点转向对IPO的监管。 ”

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A股市场限于投资

者结构以散户为主、 价值投资理念尚未普

及、政府监管能力和法治水平等原因，呈现

出投机相对过重、市场波动较大等特点。 尽

管经过2015年以来股市波动的教训，注册制

目标和预期更加明确，但这个改革的过程将

注定非常曲折， 需要监管层在认真考虑A股

市情、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以更强的定

力去推动市场和法治建设， 明确市场预期、

平滑市场波动。 站在当下的时点上，王骥跃

和班妮两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自然更加富有

意义。 《梦想与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弈

（2004-2014）》 这本书既是对核准制的存

疑和告别，也是对注册制的祛魅和呼唤。 愿

中国A股包括注册制在内的市场化改革的短

痛更短、长利更长。

市场与大师

作者：杰瑞·穆勒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资本主义从来不单单是个经济学议题。 哲学家、政治

家、诗人和社会科学家几个世纪来一直不断地在争论资本

主义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影响，百花争鸣。 《市场与大师》

是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如何形成的一本

精彩历史书籍。 历史学家杰瑞·穆勒广泛地研究了意识形

态中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他的研究范

围包括霍布斯、伏尔泰、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黑格尔、

马克思、马修·阿诺德，以及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和新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这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史的引人入胜且

通俗易懂的好书，这些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

赋予新的意义。

作者简介：

杰瑞·穆勒，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其著

作包括《另一个失败了的上帝》、《亚当·斯密在他的时代和

我们的时代》和《保守主义》等。

过你想过的生活

作者：泰勒·本-沙哈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疲于奔命，为工作、为家庭、

为各种琐事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很少有时间能够静下心来

细细品味生活中的幸福，而是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压力甚

大……作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泰勒·本-沙哈

尔继超级畅销书《幸福的方法》后，带来了这部力作。

沙哈尔博士认为， 人生是由大大小小的选择构成的。

我们只有做出正确的选择，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这些

“选择” 不仅指重大的人生选择，而且包括生活中那些细

微的貌似不起眼的选择。 作者通过阐述101个简单实用的

方法， 帮助我们主动寻找并创造人生中的各种可能性，同

时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为我们的

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积极改变，从而拥有真正的幸福。

作者简介：

泰勒·本

-

沙哈尔，哈佛大学心理学硕士、哲学和组织

行为学博士，著有畅销书《幸福的方法》。 他目前致力于个

人及组织机构的优势开发、领导力提升等研究工作。

书名：《选择与后果》

作者：托马斯·C·谢林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名：《黑箱社会》

作者：弗兰克·帕斯奎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书名：《梦想与浮沉：

A股十年上市博弈（2004-2014）》

作者：王骥跃 班妮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