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极客

作者：拉斐尔·罗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你梦到过长除法吗，复杂方程的解

法会让你莞尔一笑吗，你每年三月会庆

祝π日吗？ 如果是，这本《数学极客》就

是为你而生的。 有了这本指南，你可以

在用从未想过的方式探索大自然的同

时，更加了解数学的力量和美。 从椰菜

花到肥皂泡再到地铁路线图，每一页都

能让你以大数学家的眼光去认识世界，

探索如何将他们发现的定理和方程应

用到万事万物中。

作者简介：

拉斐尔·罗森，科学写作者。

简明大历史

作者：伊恩·克夫顿 杰里米·布莱克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对于那些喜欢大历史或者新涉足

大历史领域的初学者来说，这是一本精

（精确）、简（简单）、速（快速）的大历

史入门指南，更是一本结构清晰、信息

丰富的实用类学习用书。 无论何时何

地，你想了解万年前、亿年前的宇宙和

生命发生了什么， 就请翻开这本书，跟

随书中精心梳理的时间线，一起穿梭于

历史的洪流中。

作者简介：

伊恩·克夫顿，《吉尼斯百科全书》前主编。

杰里米·布莱克，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历史系教授。

北京的隐秘角落

作者：陆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陆

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 宜芸

馆、蓝靛厂、保福寺、樱桃沟等“角落”

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

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

人们的故事， 试图将大时代与小事件

勾连起来。

作者简介：

陆波，执业律师，现为“腾讯·大家”

专栏签约作者。

疯狂的罗素

作者：阿波斯托洛斯·佐克西亚季斯

赫里斯托斯·H.帕帕季米特里乌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取材于声名显赫的哲学家伯特

兰·罗素，讲述了他的早年生活以及他对真

理满怀激情的追求过程。 既是一部历史小

说，也是一本逻辑学、数学的导引书，通俗易

懂地介绍了数学和逻辑学中的伟大思想。

作者简介：

阿波斯托洛斯·佐克西亚季斯， 著有

畅销书 《佩德罗斯叔叔与哥德巴赫猜想》，

这是一部围绕数学展开的迷人小说。

赫里斯托斯·

H.

帕帕季米特里乌，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

专业教授。

让顾客一键下单

作者：格雷厄姆·琼斯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知名互联网心理学家格雷厄姆·琼

斯在《让顾客一键下单》中将心理学及

行为经济学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揭示了

网购背后的心理动机， 以及如何利用互

联网心理学和零售心理学， 来构建零售

企业的在线策略。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琼斯，著名互联网心理学

家， 专注于研究互联网对消费者行为的

影响。

当自我来敲门

作者：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达马西奥通过对多年认知神经科

学研究的总结， 向一个困扰人类的根

本谜题发起了大胆的冲击。 这个谜题

就是：意识从哪里来？ 在梳理了大量临

床案例和大脑神经解剖结构的线索

后， 达马西奥解释了在他眼中大脑如

何构建心智、 心智如何构建意识的原

理， 并着重强调了自我在构建意识大

脑中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美国南加州大

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

谁助推了金融市场

周期波动

□郑渝川

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内战。 这场战争以

北方取胜、重建美国的统一告终，其最重要的因

素在于， 美国北方拥有南方无法企及的工业化

和金融优势。

1774年召开的大陆会议决议北美殖民地

脱离英国统治，1787年的费城立宪会议制订

了美国宪法， 但这两次重要会议都回避了奴

隶制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问题。 美国北方在此

之后开启了工业化进程， 而南方则成为出口

英国市场的棉花主产地。南北战争爆发后，美

国联邦政府在当时推出了影响深远的几项政

策，包括征收所得税，建立覆盖全国的铁路网

络，推行宅地法，建立工业学院以稳定培养服

务于工业化的专业人才。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

为，林肯任内推出的上述几项政策，对于美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并不亚于重建

了美国统一。

货币、股票、债券、汇率……这些金融概念

构成了经济政策的核心。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

脉，金融的健康发展，会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和

推动力量，金融秩序的震荡，则会影响经济甚至

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 许多金融震荡本身并不

至于演变为严重的危机， 但一定会对于社会心

理、经济人的行为方式造成影响。比如林肯总统

在任期间为取得南北内战胜利而推行的粗放化

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成为了19世纪60-90年代

美国后来的历任总统沿用的政策套路， 而使得

这期间美国金融甚至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处于不

稳定状态， 以至于1893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政

府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巨鳄摩根， 才得以让局面

恢复平静。

还要看到，政府金融政策以及大型银行、投

机商的行动，对于金融秩序的影响，往往会大大

超出实施者的预料。美国著名的证券技术专家、

基金经理蒂姆·奈特在其所著的 《世界金融简

史：关于金融市场的繁荣、恐慌与进程》一书中

就谈到， 安德鲁·杰克逊1833年解散美国第二

银行并将货币发行权下放到各州的州立银行，

使得同时期美国的货币发行大大超过了合理需

要。有趣的是，这恰好推动了美国19世纪30-50

年代的基建开发狂潮， 并为之后的加利福尼亚

淘金热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条件， 但由此却造成

美国金融在19世纪中后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

里孱弱不堪，经常陷入震荡，这也是后来摩根两

次出手救助华尔街，以及20世纪初美联储应运

而生的最重要原因。

《世界金融简史》梳理了美国以及西欧一

些国家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历史，揭示出在重

大历史进程之中，金融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

用，特别是那些精巧的金融创新的提出，以及

旨在抑制金融不稳定和过大风险的监管措施

的提出，对于金融乃至整个实体经济起到的促

进作用。 作者同时指出，金融创新往往难以避

免造成短期甚至中长期的过热，而金融监管很

多时候会在过度松懈或过度严厉之间摇摆，而

这都会成为市场景气周期的不同方向的推动

力量。

这本书的内容颇为丰富， 从郁金香狂热、

密西西比骗局、南海泡沫，谈到了19世纪美国

金融政策和市场运行的几大重要转折节点，也

叙述了20世纪以来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

经济全球化形成深刻影响的重大金融事件，如

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1929年美国大萧

条、 二战后的世界金融和能源格局的演变、日

本的崛起和陨落、亚洲金融风暴、俄罗斯经济

危机、 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美国金

融危机等。

本书就此进行总结分析指出，金融风险的

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会完全遵

照过去的周期和经验，这也提示出金融创新和

监管都需要适度，本着审慎稳健的原则。 一个

事件很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上的连锁反应，这

是最近几百年内经常出现的，随着全球金融一

体化程度的加深，投资狂热和恐慌很多时候会

加速传递， 这就要求对应建立必要的 “防火

墙” ，让市场预警机制更加充分有效。投资者很

多时候为了谋求投资收益，会陷入相当程度的

道德危机，并为此丧失基本的理性，这就需要

更加充分的进行投资者教育，建构更为坚实的

市场伦理。 作者还指出，从长期来看，如果监管

与法律结构诚信可靠，不但有助于实体经济的

发育， 而且还将因此让金融运行变得更加健

康，更可能因此让金融监管与金融实业之间形

成良性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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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如何走出“中年危机”

□曹欢欢

和苹果类似， 微软诞生于个人计算机刚刚

兴起的年代，比谷歌、亚马逊，以及更年轻的脸

书这些当红的互联网巨头都古老得多。 这家公

司在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经历了少年时期

的锐意进取，青年时代的大展宏图，以及而立之

年后愈来愈强烈的中年危机。 在微软的少年和

青年时期，比尔·盖茨和艾伦、鲍尔默领导着一

批杰出的高管， 把团队打造为一个既具备卓越

的技术创新精神、 又具备强大执行力的商业机

器。 和一般人的印象不同，比尔·盖茨并不只是

技术天才， 而是在少年时期就具有清晰的商业

思维和强烈野心。 在ICT行业，能在这两方面都

具有超强能力的创始人少之又少， 只要大方向

契合了时代的大势， 这样的团队不可能不成就

伟大事业。

在比尔·盖茨的带领下， 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 上世纪90年代的微软凭借windows和of-

fice进入全盛时期。 1999年，微软市值超过6000

亿美金，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际市值远超如

今的苹果。 但是微软在商业上的激进和无往不

利导致了公众的恐慌， 一场旷日持久的反垄断

官司打击了微软的股价。经过这场风波，微软在

商业竞争上仍然难逢敌手。

进入21世纪，盖茨似乎有些累了，随着微软

研究院成立， 盖茨在慈善和公益事业上的投入

越来越多，终于在2008年彻底淡出公司管理层，

大小事务全权交给并肩战斗多年、 曾经无比信

任、后来为微软衰落不断背锅的鲍尔默。很难假

设， 如果盖茨再干十年， 行业格局会有什么改

变。 笔者认为，即使盖茨继续掌舵，如今的互联

网竞争格局不会有太大改变。 谷歌的崛起和亚

马逊的持续成长不会改变， 脸书的横空出世不

会改变， 苹果的中兴和其引领的移动互联网革

命不会改变。 一个时代的英雄因为其认知符合

时代的需求而成就自我， 而成功只会加固这种

已有的认知，当大环境开始巨变时，认知的改变

是很难的。 盖茨在滨湖高中和艾伦捣鼓分时计

算机的时候， 就认识到软件的独立价值并憧憬

了软件硬件分离的商业生态； 佩奇和布林作为

互联网的早期玩家， 苦于找不到一种良好的网

络信息获取体验；至于扎克伯格，作为互联网原

住民考虑的是怎么才能利用网络交友。 思维模

型原点的差异，注定了思维和行动路径的差异。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年轻真好，也许你什么错都

没有，就是老了，失去了年轻人感知时代信号的

敏锐。

2014年， 当萨提亚·纳德拉被任命为微软

新一届CEO，并由盖茨和鲍尔默亲自介绍给员

工代表时， 外界和内部的许多人对这个决定是

充满怀疑的。 他是谁，他行吗？ 在他的新作《刷

新：重新发现商业与未来》中，纳德拉对这一点

也毫不讳言。作为一位在微软工作了二十多年，

从基层岗位一步一步做到高管的微软老兵，纳

德拉经历过微软最辉煌的年代并深深为此自

豪， 这种自豪不是来自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来

自于一个工程师内心对于技术为大众赋能，深

刻改造社会使命的认可。同时，纳德拉对微软内

部的问题也比大多数外部候选人有着更为深刻

的认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纳德拉先

生的领导下，微软明确了“移动为先，云为先”

的清晰战略，作为生产力工具的提供者，不再对

iOS平台和安卓平台采取敌视的态度， 反而是

积极拥抱， 同时放弃独立创建第三个移动生态

系统的执念，减少无效投入。 作为技术赋能者，

大力加强云计算的投入，力争缩小和AWS的差

距，同时利用微软在AI技术的积累突出其智能

云方面的优势。这三年，股价的良好表现充分说

明了外界对微软转型的认可。 而据一些在微软

任职的朋友反馈，公司内部的士气和对新CEO

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大公司的转型往往九死一生，稍有不慎，就

会从等死变成找死。 诺基亚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例子，如果不是埃洛普的激进策略，诺基亚至少

还有三年左右的转型时间窗口，而不是在2011

年一年内业绩雪崩。说来有趣，近年面临转型危

机的大公司，凡是空降明星职业经理人的，似乎

都没能善终。诺基亚还好有电信和地图业务，尚

能断臂求生， 而雅虎则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

中。 反而是微软、苹果，一个是内部老兵临危受

命，一位是创始人王者归来力挽狂澜，结果都还

不错。不能说靠内部人士主持转型一定更成功，

但是这些案例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创始人回归暂且不提，如何在公司转型期

选拔合适的内部老兵？ 这样的转型操盘手需要

什么样的特质？ 这样的接班人是如何成长起来

的？ 相信所有在公司内担任管理者的读者都会

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在《刷新》中，纳德拉回顾

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职业发展经历，诠释了这

些经历是如何塑造了自己对于同理心的理解，

对技术赋能大众的信念，以及自己如何根据这

些理念引领微软的转型。 相信读者在阅读的过

程中，一定会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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