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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书快递

投资界的超前思想者

□詹姆斯·戈尔曼

2012年， 巴顿·比格斯的不幸离世让很多

人怅然若失。 对于这些人而言，一个失去了比

格斯卓越启迪之声的世界简直无法想象。大家

都感到比格斯的离去是一种损失，要求我们整

理比格斯生前文稿的声音也此起彼伏。热衷比

格斯作品的人们极少能记住他那些文章的发

表时间或是标题，但又都能不约而同地说出类

似“我要找的就是他极度看涨那一篇” 这样的

话。 而当我们的团队满心欢喜地翻阅历史文

档， 阅读巴顿·比格斯这位华尔街的真正智者

时，他那清新而又充满预见性的文章又让人陷

入了一种喜悦又内疚的矛盾心情中。

21世纪的信息娱乐专家们通过各种媒介

对着我们大声喧哗。 但与他们的杂乱声音不

同，比格斯给我们的是一个别样的世界。

《癫狂与恐慌———巴顿·比格斯论金融、经

济与股市》 所收录的文章， 大约横跨了

1980-2000年这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恰巧

又是股市成为大牛市的20年。 大牛市的崛起使

得人们退休金账户和401k账户上的账面财富

急剧膨胀，然而大牛市的崩溃让人们伤心欲绝。

这就是一个市场的轮回，对此巴顿心知肚明。巴

顿明白，比起任何量化数据，人类心理学知识和

哲学知识才是做出真正富有洞察力的市场分析

的必需品。他喜欢将“市场先生”比作一个精心

的施虐狂，或者是一个狂躁抑郁症患者。他也像

一位治疗师一样， 尝试着去理解与接受市场先

生这样一位看起来缺乏理性的伙伴， 放弃了试

图去改变他或者控制他的徒劳念头。 沿着这一

方向，他让我们发现，原来“市场” 是一面认识

自我的镜子， 对于那些有足够勇气从事市场方

面工作的人而言，“市场”不但会让你获得金钱

回报，更会从根本上促进个人的卓越成长。

比格斯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我教育并且

充满无穷的求知欲，而他自己就是良好教育与

无穷求知欲的产物。他兴趣宽泛，饱览群书。有

一次，他仅在一小段话里就总结概括了大约27

种报纸、杂志以及评论的内容，而他对此驾轻

就熟。 他的博学使他的文风十分生动，而且经

常可以称得上是优美。 为了启迪读者，他会引

用哲学家约翰·洛克来论证明智的判断之于成

功投资的重要性，用诗人W·H·奥登的诗句来

阐述股票市场的哲学， 或者用W·B·叶芝的

“血染的潮流横溢” 来形容1987年的股市大崩

盘。 与秉持单一思维去研究走势图和定量模型

不同，比格斯所做的是坚持写投资日记并检视

我们自身的偏见与性情。“认识你自己，认识你

自己的弱点。研究你自身情绪与行为的历史。”

他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肆意燃烧生命的人。 无论是攀登

乞力马扎罗山， 对大学橄榄球队的腐败经济状

况大发雷霆，还是研究政府政策的全球影响，比

格斯都相信， 努力工作与坚持原则是最重要的

事情。他以讽刺的笔调来描绘“扳机吉姆” 等人

物，借此来对那些投机思想予以无情嘲弄。他的

预测以其前瞻性和卓尔不群而闻名于世。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 比格斯就准确预见

到美国通缩即将结束，大规模经济繁荣也将随之

到来。而当时他的同行们都在强烈指摘美国的经

济前景。 1989年，他宣称日本市场将反转向下，

而当时的市场观察者们以及大众都认为日本成

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者已经是无法动摇的事情了。

比格斯还热衷于泡沫和恐慌的研究， 他对

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分析， 并力图发现其中的共

性。 他写道：“想到人性几无改变以及事件总是

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就觉得非常有趣。 ” 他在

1997年就宣称网络泡沫将破灭。 这或许比真正

的泡沫到来早了几年， 但是就泡沫的量级和破

裂的影响方面，他的说法切中要害。“投资界最

危险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次不一样’ 。 ” 他这样

写道。 从内心而言，比格斯坚信基本内在价值，

这既是他的个人观点，也是职业观点。他同样坚

信，在一个“投资者会成群结队跃入金融崩溃

之悬崖” 的世界中，逆向投资具有重要的价值。

阅读比格斯的著作，我们会惊讶于他思想的

超前。 在当年，美苏冷战僵局使得人们的思维普

遍被束缚于“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世界模式

中，但比格斯超越了这一束缚，可谓当时最为名

副其实的全球策略师之一。 在1989年， 他提出

“投资组合的绿色化”并指出环保活动将走向兴

盛的潮流。 同年，他还预测到医疗开支将飞速膨

胀，而医疗保健系统也将问题丛生。 时至今日，我

们仍然在与这样一个充满弊病的系统作斗争。

他还是“新兴市场” 这一资产分类的推动

者。 当他足迹已踏遍科威特、新加坡、泰国、印

度、巴西以及阿富汗这些地方的时候，多数的

华尔街人士都还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比格斯或许太超前于他的

时代了。不过，以长远的眼光看，尽管强烈的市

场波动会在短期内不断出现，但不可逆转的宏

观大势会持续数十年。用凯恩斯的话就是：“市

场延续非理性状态的时间比你我能撑住的时

间还要长。 ”既然世界还有机会追赶上比格斯

的思想，那么无疑今日比格斯的前瞻思想也会

显得比之前更加具有吸引力。（作者为摩根士

丹利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企业家精神决定成败

□郑渝川

18世纪的英国，制度和社会变革变得越来

越有利于支持 “技术上的” 创新型企业家精

神。 这是一个政府权力受到了内外多方面制约

的时期，旧有经济体系为创新创业设置的各种

正式或非正式壁垒也大为减少，还实现了前所

未有的宗教宽容。 当时的英国成为了“可靠信

息和可置信承诺能使互不熟悉且利益不一致

的人们彼此间进行交换的社会” ， 人们可以采

取合伙企业、距离型市场交易的形式。 因为相

互信任， 因而人们易于积累并发挥社会资本，

经商依旧可以保持绅士乃至贵族的尊严。 这些

因素成为了英国孵化企业家精神，并因此上演

踊跃创新创业浪潮的强劲推动力。

工业革命之所以最先并主要出现在英国，

跟18世纪前后欧洲不同国家有着截然相反财

富获取方式有关。法国和普鲁士的法院、政府、

军队，更能吸引才能人士加盟，但在英国，司法

和公共部门多由兼职者担任，年轻人更可能通

过商业、工业或金融业创造财富，这其中的少

部分人最终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少数重要经

济精英。

准企业家阶层的诞生，还要加上技术革命

为背景，两者相互依仗，互为促进。 英国的准企

业家阶层， 热衷于创新发明， 如熊彼特所说，

“还受创造的乐趣、 完成工作的成就感和解决

问题的胜利感所驱使” 。

工业革命喷薄而出，制造业革命彻底改变了

社会和经济的形态。 工业革命的动力究竟是什

么？ 很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是技术创新，

也有人从政治、社会等层面给出原因解读。 世界

知名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荣休

教授戴维·兰德斯、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

学系教授乔尔·莫克等编著的《历史上的企业家

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一书，在回

顾英国工业革命时批驳了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

主要推动力的说法，强调当时制造业尽管出现了

许多与完善产品设计有关的渐进式创新，却缺乏

激进式创新。 事实上，蒸汽能一直要等到维多利

亚时代（1830-1900）后期才成为主要动力，而

电能的普遍使用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

米亚到现代》一书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更有赖

于企业家阶层的稳步形成，还有这一阶层得以

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这本书用了多个章节介

绍了英国工业、国家的崛起，在这一崛起过程

中企业家精神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当企业家

精神有所弱化后，英国发生的相对衰落。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企业家

精神的表现，与后来经济学家总结的企业家精

神理论的内核是高度一致的，即强调企业家在

做出与高风险创新有关的正确决策中所发挥

的重要作用。 在充分收获工业革命所释放的技

术红利、 企业家精神红利之后， 随着美国、德

国、日本的崛起，英国发生了相对衰落。 很多经

济学家都长期聚焦于19世纪末期英国出现了

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要素，这本书梳理了各种

代表性观点，强调企业家精神的弱化，确实造

成了英国创新速率的下降。 此消彼长之下，美

国的崛起优势变得更为明显。到了20世纪中期

之后， 英国新兴资本密集型产业增长缓慢，由

于资本大多投向海外，驱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发挥的资本在国内相反显得相对短缺。

19世纪后期因国家统一而逐渐成为英国

全球霸权挑战者的德国，曾长期有着不利于企

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德国境内不同城邦之间

的关税保护严密，卡特尔大量盛行，甚至没有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在德国，国家非常重视引

进成熟的工业技术，开展更趋精细化的渐进式

创新，这使得德国制造拥有很高的品质，却极

少出现激动人心的激进式创新。德国19世纪后

期的崛起，恰恰就源于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抑制

了上述负面因素， 发展出强有力的铁路工业、

重工业、机械工业、科学工业，创新创业活力也

初步释放。

美国是企业家精神释放最为充分的国家。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到现代》书中就从美国开国之后、南北战争之

前的几十年说起。 这段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经常

被经济史和商业史研究所忽略。但实际上，这一

阶段已经很好地奠定了美国工业崛起的基础。

首先在法律层面，美国《宪法》出台后，又陆续

出台了《专利法》、《土地法》、《商法》等基础

法律，确立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有限公司制

等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法律基础；其次，在金融领

域，美国得以逐步建立起稳定的公共财政、债务

管理、货币体系，有了高效的中央银行和证券市

场，这使得美国金融以稳定有序、又能激励金融

创新的形象， 开始源源不断地吸引欧洲等其他

大洲的资金流入；第三，加速美国国内的运输和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扩大和深化市场的创业

基础设施。值得一提的是，蒸汽船最早在法国出

现，却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只有到了美国之后，

才被广泛用于货物运输； 而大规模铁路建设更

是在很短时间内让美国形成一个稳定的国内大

市场。此外，这段时期内，美国国内的扎棉机、收

割机、缝纫机等新发明都有了广泛应用，极大地

提升了生产力， 让新锐的企业家阶层在广阔的

发展空间内，均能找到用武之地。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从古代美索不达

米亚到现代》这本书从美索不达米亚、新巴比

伦时期的创业历史说起，回溯了中世纪伊斯兰

区域的商业史，重点分析了英国、美国、德国等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及演化

情况，还涉及了对中国、日本、印度不同历史时

期商业、企业家精神史的研究。

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人类文明形态下，创

业创新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发展水平、经济

和社会活力而言，都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可

以认为，只要具备哪怕是雏形状态下的企业家

精神，以创新为导向，就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

带来丰沛的增长回报。 当然，如果一个社会不

具备良好的制度环境，不能有效保护创新和产

权，就会对企业家阶层或准企业家阶层形成负

激励。 而政府规制、社会文化的强与弱，是否有

利于经济发展，关键要看是有利于激发创新创

业还是会形成强大的抑制力量。

从逻辑思考到谈判技巧

□刘英团

谈判是交流的一种形式， 是让对方采取

己方所期待的行为。“把你的主张变成大家的

共识，你的谈判力说服力够吗？ ” 一如日本著

名谈判专家高杉尚孝在新著 《麦肯锡教我的

谈判武器》中所言，尽管“锻炼逻辑思维技巧

本身并不能创造多大价值” ，但“把逻辑思维

技巧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加以灵活运用” ，是

“通过解决双方问题来提高彼此满意度的交

流过程” 。

谈判需要双赢。谈判的对象和谈判的内容

或大不同， 但谈判的目标和手段却是一致的，

就是客户“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 ，就是投资

者或融资者“提供资金” ，就是“对方接受己方

所期待的行为” 。作为一种交流，心怀诚意和双

方满意的谈判才是“良性谈判” 。 假若买方只

是简单地满足买方的要求，就会陷入经营不善

的困境。 反之， 如果卖方总是 “做一锤子买

卖” ，买方就可能“恶名远播，以致客源断绝” 。

高杉认为，这是“误把谈判当成零和博弈” 。 他

指出，如果“面对这种抱着错误想法的谈判代

表时，我们必须牢牢掌握自我保护的技巧” 。比

如，《麦肯锡教我的谈判武器》中所介绍的“无

道德谈判术” ，这是一种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

基本应对方法。

谈判是一揽子交易，谈判是“以提高双方

的满意度为目标的交流” 。高杉认为，“以欺骗

对方为目的而采取卑劣的谈判是无道德的” ，

不但会让对方心存芥蒂，还会招致对方以某种

形式的报复。“只有满足了对方的需求，你才能

满足自己的需求。 ” 一如FBI谈判专家威廉·霍

顿博士所言，无论是“回避谈判的僵局” ，还是

“提高双方的满意度” ，都应把“谈判视为存在

多个要素的一揽子交易” 。相反，如果只局限于

单一焦点，双方的不同需求得不到满足，谈判

的“大船” 就会“触礁搁浅” 。 从谈判实践看，

“有益的负面情绪” ，以及“不无谓的刺激对方

的竞争心和防卫本能” ，也是一种重要的、基本

的谈判态度。

优秀的谈判高手必定是一名卓越的沟通

者。在《麦肯锡教我的谈判武器》一书中，高杉

既分享了卓越的逻辑方法，又以多年经验详解

了众多谈判技巧。 从中，既能学到享誉世界的

麦肯锡“逻辑金字塔” ，以及MECE、SCQA等

分析法，也分享到高杉的大量经验，如BAT-

NA、问答与让步技巧、需求分析等。 掌握住从

逻辑思考到谈判技巧，不但会使你我轻松识破

对手惯用的花招，还使你我在提炼观点、说理

论证时既清晰又严密， 从而在谈判时进退自

如。 实践证实，高杉的“逻辑金字塔”和“不重

叠、不遗漏” 等思维方式，都是有逻辑性的整理

事物的有效手法。 也就是说，高杉所推崇的谈

判，既是以解决双方的问题为目的，也是基于

对逻辑思维问题解决手法所进行的实践过程。

谈判里有两个世界， 一个是现实世界，一

个是内心世界。 真正的商务谈判不是“漫天要

价，落地还钱” ，而是一种有效沟通的手段。 走

进客户的内心世界， 说话和行文都 “符合逻

辑” ， 你就是谈判高手。 从结果上看， 要做到

“符合逻辑” ，首先要有“明确的主张” ，清晰

明白的“结论” 。其次，还要从“‘有逻辑’的反

面” 这一角度来分析相关要素。 如果“论据能

够正确支持主张” ，还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来确认逻辑性” ，包括Product（产品）、Price

（价格）、Place（渠道）、Promotion（宣传），

从而找出自己思维中的盲点———“在不改变原

方向的前提下，尽量对轨道加以校正，使对方

能够产生共鸣” 。

高杉尚孝在麦肯锡任职多年，他从在麦肯

锡多年的谈判实战经验出发，首次指出了“逻

辑思考” 对谈判、沟通的重要性，他在《麦肯锡

教我的谈判武器》一书里设置了一系列科学有

效的逻辑谈判技巧。 比如，BATNA（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

最佳替代方案）。应该说，这一原则适用于整个

谈判过程。 若在谈判的准备阶段就考虑到

BATNA，不但可避免很多伤心和失望，还能改

善谈判地位———根据适当的评价标准来选择

最佳的方案。从这一点上看，他在《麦肯锡教我

的谈判武器》 一书中所独创的逻辑谈判术，不

但能够帮助你我打通谈判的各个技术要点，还

是你我驰骋于商海上最好的舵。

双脑记

作者：迈克尔·加扎尼加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在《双脑记》一书中，加扎尼加讲述了自己充满

激情的科研人生， 以及一段历时半个世纪的探索之

旅：大脑的两侧半球是如何分工与合作的，人类的意

识又是产生于何处？

加扎尼加以一个关于人类意识本质的伟大发现

为背景，以“科研是如何做成的”为主题，为我们讲述

了一个关于科学、友谊、人生的迷人故事。书中不光有

裂脑理论的形成之路，有认知神经科学从诞生到繁荣

的曲折历程，也有他那群战友的身影———数量庞大的

病人、朋友以及家人，他们与加扎尼加并肩同行，共同

完成了这场科学大冒险。

作者简介：

迈克尔·加扎尼加，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之父，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

前总统小布什智囊团成员。 现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分校圣哲研究中心主任， 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

的负责人。

剪刀石头布

作者：威廉·庞德斯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篮球选手能靠好手气投中下一个进球吗？下一次

网球发球是朝左还是朝右？房价是涨还是跌？说到底，

我们所有人都在预测他人的行为，不过大多数人并不

擅长。实际上，只要你掌握几种心理技巧，人类的选择

就出奇地好预测。 威廉·庞德斯通极为擅长将心理学

和行为经济学转化为简单可行的建议，他利用“人们

无法随机行动” 这一简单原理，证明“猜心” 是件容

易、有趣的事情，而且还有利可图。

《剪刀石头布》就是现实生活的读心术，从我们

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各种事件入手， 提供了大量

便于掌握的预测方法， 让普通人也能成为超级预测

者。 无论是玩剪刀石头布游戏，猜测试题答案，还是

预测奥斯卡奖项、超市打折、房价涨跌、股市波澜，你

都能够预测对手的想法与行动，做出正确决策。

作者简介：

威廉·庞德斯通，美国畅销书作家，迄今为止已出

版包括《无价》《谁是谷歌想要的人才？ 》等多部作品，

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

书名：《麦肯锡教我的谈判武器》

作者：高杉尚孝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书名：《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

作者：戴维·兰德斯 乔尔·莫克 威廉·鲍莫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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