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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力量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伯林此前不曾集结成书的22篇文章，从伯林对自身学术道路的梳理，到令他成名的俄国思想家研究，再到令他享誉世界的自由论述，无不以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证明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 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人行道王国

作者：【美】米切尔·邓奈尔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在街头讨生活的人。 米切尔通过长达5年的参与式观察，深入街头人的生命世界，解释了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 米切尔提醒城市治理者以及任何一位想要理解城市复杂生活的人，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简介：

米切尔·邓奈尔，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出版有《斯利姆的桌子》（美国社会学协会奖，1994）、《人行道王国》（米尔斯奖、洛杉矶时报奖，1999）等作品。

能力陷阱

作者：【美】埃米尼亚·伊贝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书中指出，每个人都要特别警惕能力陷阱，避免把大量时间花在日常琐事上。 如果想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就要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转到进行更多策略性思考、在日常工作外建立人际关系网络、提升影响力等能够给持续带来价值的工作上。

作者简介：

埃米尼亚·伊贝拉，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之一，哈佛商学院巡视委员会成员，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职业与领导力发展方面的专家。

棉花帝国

作者：【美】斯文·贝克特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这部跨越四百年、涉及七大洲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作者从棉花这种商品入手，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史是如何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简介：

斯文·贝克特是哈佛大学教授，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镀金时代美国史、劳工历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 贝克特还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席，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主席。

一切行业都是娱乐业

作者：【美】斯科特·麦克凯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以往的商业活动中，我们更多地把焦点放在缩减成本、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股票价值等，而本书提出的娱乐业法则对于商业领域将是一种从管理到经营的清洗。 商业文化和商业行为业已改变，企业家需要将目光转向客户体验。

作者简介：

斯科特·麦克凯恩，国际知名的企业管理领域的专家，美国著名的商业演说家，是“圆桌演讲家”中最年轻的成员，最近被提名加入“销售和市场名人堂” ，目前已有三本著作登上亚马逊商业畅销书榜单。

数学简史

作者：【美】莫里斯·克莱因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数千年来数学在直觉、逻辑、应用之间穿梭往复的炫目旅程，再现真实数学的发展过程，阐述数学的起源、数学的繁荣和科学的数学化，直到当代数学的现状：数学与确定性（逻辑、严密性、完备性）渐行渐远。

作者简介：

莫里斯·克莱因，数学史大家、数学哲学家。 他不仅以数学史研究闻名于世，而且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数学课程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数学研究和教育的实用性的强调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新数学运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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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十字路口” 战略选择

□关博

当前人类正处在“能源转型” 这样一个深

度裂变的时代中。 智能化与信息化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态势与工业文明相结合， 影响着我们的

经济和社会。 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能源技术革

命正在加速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能源供给形态和

模式。 能源变革的趋势不可逆转，但未来充满了

不确定性。 国家、产业、公司该如何进行战略选

择， 无疑是摆在能源行业从业者和能源领域研

究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 。 《能源大抉择》一书

作者林益楷从能源行业从业者的视角，对“能源

转型” 这个趋势性议题进行了清晰的逻辑梳理

和深入的思考探讨， 既有对环境约束 （倒逼效

应）大背景下各种立场的梳理，又融合了来自政

府、企业、国际组织、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多方

面的观点阐述和数据分析。 作者经过多年的工

作沉淀， 对不同观点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

察与思考， 辅以详实的论据支持并对重要观点

和数据都标有出处， 可以作为工具性参考书籍

为相关从业者提供帮助。

能源转型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核心价值是满足人类对清

洁可持续能源的需求。 当面对转型过程中出现

的困难和挑战时， 甚至在局部阶段出现曲折反

复时，应始终把握核心价值，做出不忘初心的选

择。 为此，笔者谈几点关于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如

何应对能源转型的思考。

一是能源转型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论述了能源转型的“不可能三角”问题。 在

笔者看来，能源综合价值的评估可把“经济性、

安全性、清洁性、可持续性” 作为标准，每种能源

价值取向的优先次序不同， 每个国家的资源禀

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 要顺势而为满足

能源需求。 我国的能源转型在实践中也要遵循

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任何探索都不应离

开这个本源逻辑。 能源向清洁化、低碳化方向转

型将伴随技术进步和创新迭代的成本投入，这

也意味着更高的用能成本将由用户承担。

当前，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第

三产业贡献占比从2015年的53%逐步扩大到

2018年的59%，但未渡过“稳定期” ，站在能源

转型的“十字路口”上仍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和挑

战。面对经济增速进入平台期，新旧动能转化，产

业结构优化调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不确定因

素，我国经济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关

键时期，能源转型一定要服务于这个时期的核心

命题，不能陷入“单纯以替代化石能源为目标”

的误区中。我国的能源企业特别是能源央企要在

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加速技术创新，提

高产品供给质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保障

能源安全的同时把握好转型方向和节奏，为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价值。

二是创新驱动是国家、能源行业及能源公司

应对能源转型的核心动力。 笔者很赞同书中将技

术创新作为能源转型的三大驱动因素之一。 观察

近年来的能源发展态势可以看到，水平钻井和水

力压裂技术在催生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同时，也

改变了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大量的产能释放导

致2014年油价断崖式下跌。在各国低碳政策的扶

持下，电池成本不断下降，电动车性能显著提升，

使得关于石油消费峰值何时到来的讨论成为热

点。 未来，信息技术与科技进步产生的耦合效应

将加深，产业周期缩短至10-20年。颠覆性技术的

出现、全新商业模式和商业生态的形成将冲击传

统模式，未来20-30年产业可能出现大洗牌。游戏

规则的改变为能源转型路径提供了更多选项的

同时， 也为传统能源企业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

性，唯有创新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创新驱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从

顶层设计入手， 为创新价值转化提供体制机制保

障，制定激励引导政策，以市场为导向将人、技术和

资本三种要素结合起来创造价值。 与此同时，传统

能源企业要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真正将创新驱动

落到实处，突破发展瓶颈，获得有价值的增长动力。

三是改变“重生产经营、轻资本运作” 的传

统经营理念。 书中对传统企业能源转型着墨颇

多，认为要匹配石油公司的战略转型，公司的经

营管理模式和理念也要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我

国传统能源企业主要由国有企业构成，经历了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安全始终是摆在第一位的

重要使命。 因此，规模化发展搞建设和运营一直

是主旋律，在核电、水电、火电、石油、天然气等领

域已形成了一大批行业巨头。

在能源需求增速旺盛的情境下，传统能源企

业以建设重资产项目为主，开展大型投资和长周

期经营管理项目，形成了行业领域条块分明的企

业布局，按照生产经营的模式通过资产运营创造

价值。 而在能源转型期，面对的是能源需求即将

达峰，产业亟待转型调整，用能强度持续下降以

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挑战，传统能源企业

需要创新经营管理模式以应对行业趋势变化，多

元化资产组合培育新增长点，贴近用户需求竞争

市场份额，还要参与更深度的全球化竞争。

在笔者看来， 中国传统能源企业要加快从

“管企业”向“管资本”方式转变，更加注重资本

运作的逻辑，按照市场化原则“进退” 、“买卖”

优化资产组合评估投资回报，从注重生产经营到

放管结合释放企业活力，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创

新和市场开拓中。

能源转型归根到底是人的智慧与行动，而

“大抉择”所展现的正是今天的我们将选择什么

样的未来。 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和挑战，我国的能

源企业要以“创新驱动” 和“价值创造” 为主线

在思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能

源转型之路。

“老科技”新理解

□常龙川

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曾在帝国理

工学院创办科学技术与医学史中心，《老科

技的全球史》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挑战了人

们对于新科技驱动创新发展的主流观念，指

出新科技的效益通常会在研发、 应用初期之

后，经过较为长期的沉淀、改进之后，新科技

变成了“老科技” ， 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而

“老科技”也并非经济学家所说的封闭停滞，

而是处于一个更为持续的微创新进程。

大卫·艾杰顿所说的“老科技”也可以叫

做“使用中的科技” 。 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探

讨了近代以来不同时期“使用中的科技” 的

重要性，“老科技” 胜过尚停留于概念、商业

应用初期的新科技。

之所以强调“老科技”（使用中的科技）

的重要性，是因为“老科技” 的应用效率、推

广水平更能够决定民生福祉。相比之下，最近

几十年来的新科技革命使得很多人将科技发

明、新科技成果等同于科技，轻视“老科技” ，

甚至狭隘地认为创业型大学、 创新型大学才

能带来发展。 作者反驳指出，一方面，科学与

科技，科技与发明其实是不同概念。无论是物

理学、生物科学、化学、医学等领域，应用发明

即常说的创新成果， 往往都只涉及这些学科

的一小部分研究。 应用发明必须建立在所属

学科甚至多个学科前沿研究的基石之上，如

果只希望获得前者，减少对后者的支持，那无

异于建造空中楼阁。

另一方面，创业型、创新型大学确实有助

于带动科研创新， 但这些院校的成就往往得

益于与企业的合作， 比如一战之前德国高校

之所以在许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就是因为与德国工业界的密切合作。 不仅如

此，大部分的发明，都出现在距离学院很远的

地方，如工业企业的设计中心与工坊、实验室

与个人发明者等。

本书指出，诸多商业史作品不恰当地将20世

纪60年代以来的计算机、 互联网创新浪潮，

归结为“个人发明家+车库” 的个人英雄主

义式创新，并夸大其作用。 本书作者认为，20

世纪50年代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发展，有部

分确实是小型创业公司的成果， 但发展到后

来，在信息科技领域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公司，

无论是IBM、西门子还是微软、英特尔，其实

是古老的公司和数十年前成立的新兴企业的

混合体。 这些企业的资金支出中，“开发” 经

费远远高于“研究” 经费。

本书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构建对于科技的

理解。首先要区分创新和使用。如果科技仅仅

以新成果为中心，公共资源、商业资本都围绕

其进行投入， 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较为严重的

浪费。 事实上，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国家，

曾长期将主要资源投向尖端科技， 却忽视了

“使用中的科技” ，所以民生领域的供给水平

相当糟糕。 反过来，如果能做到以“使用中的

科技” 为中心，促使其更好地提升效率，节能

减排，挖掘资源、能源、物品的使用效率，也有

助于发展节约型经济，推动可持续性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为了争

取资源支持，也将从资源过度集中的浪费、冗

余式试错， 转向更为集约式的校验应用。 而

且，在此过程中，一些科技创新隐藏的漏洞、

副产品，在校验应用过程中得以显现，也不至

于因此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事实上，依照本书作者的观点，近年来兴

起的共享经济潮流中，广受欢迎的共享单车，

其实就是“老科技” 重新被接纳的典型例证。

无论是燃油汽车， 还是混合动力、 纯电动汽

车，在日趋拥堵的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中，都显

得不无尴尬。 自行车的复兴， 减少了能源消

耗，还能帮助骑行者进行身体锻炼，缩短了中

短通勤路程的时间。 相似的现象是，近年来，

机械钟表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销量

开始稳步提升；而黑胶唱片也从20世纪晚期

的无人问津，变成了而今的社会时尚。

要衡量“老科技” 与新科技的优劣，还有

一个经常受到忽视的要素，那就是保养成本。

经济与生产的统计数据常常忽略科技产品的

保养成本，但必须意识到，无论是住宅、飞机，

还是日常物件，保养成本累积之和，往往大于

购置成本。经济史上，其实有许多因缺乏保养

成本，或根本不重视保养所导致的生产设备、

用品闲置浪费的现象。书中指出，保养成本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老科技” 、新科技的推广范

围，也可以帮助我们衡量技术、装备、用品的

使用效益。

书名：《老科技的全球史》

作者：【英】大卫·艾杰顿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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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以赛亚·伯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伯林此前不曾集结成书

的22篇文章，从伯林对自身学术道路

的梳理， 到令他成名的俄国思想家研

究，再到令他享誉世界的自由论述，无

不以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 证明

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

自身的理解。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爵士，英国哲学家、观

念史学家、

20

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

1957

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

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

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参与创办牛

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

人行道王国

作者：【美】米切尔·邓奈尔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在街头讨生活的人。米切

尔通过长达5年的参与式观察， 深入街

头人的生活世界，解释了人行道生活的

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米切尔提

醒城市治理者以及任何一位想要理解

城市复杂生活的人，非正式经济和社会

生活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简介：

米切尔·邓奈尔，现为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出版有《斯利姆

的桌子》（美国社会学协会奖，

1994

）、

《人行道王国》（米尔斯奖、洛杉矶时报

奖，

1999

）等作品。

能力陷阱

作者：【美】埃米尼亚·伊贝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书中指出， 每个人都要特别警惕

能力陷阱， 避免把大量时间花在日常

琐事上。如果想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

就要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 转到进

行更多策略性思考、 在日常工作之外

建立人际关系网络、 提升影响力等能

够持续带来价值的工作上。

作者简介：

埃米尼亚·伊贝拉，全球

50

大管理

思想家之一， 哈佛商学院巡视委员会

成员，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

教授，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

成员，职业与领导力发展方面的专家。

棉花帝国

作者：【美】斯文·贝克特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这部跨越四百年、 涉及七大洲

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著作中， 作者从棉

花这种商品入手， 让我们看到资本主

义史是如何与民族国家史、殖民史、贩

奴贸易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简介：

斯文·贝克特是哈佛大学教授，教

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美国资本

主义历史、 镀金时代美国史、 劳工历

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贝克特还是哈

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

席， 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

主席。

一切行业都是娱乐业

作者：【美】斯科特·麦克凯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以往的商业活动中，我们更多地

把焦点放在缩减成本、 提高市场占有

率、提升股票价值等，而本书提出的娱

乐业法则对于商业领域将是一种从管

理到经营的清洗。 商业文化和商业行为

已经改变，企业家需要将目光转向客户

体验。

作者简介：

斯科特·麦克凯恩，国际知名的企

业管理领域的专家， 美国著名的商业

演说家，是“圆桌演讲家”中最年轻的

成员，最近被提名加入“销售和市场名

人堂”，目前已有三本著作登上亚马逊

商业畅销书榜单。

数学简史

作者：【美】莫里斯·克莱因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探讨数千年来数学在直觉、

逻辑、应用之间穿梭往复的炫目旅程，

再现真实数学的发展过程， 阐述数学

的起源、数学的繁荣和科学的数学化，

直到当代数学的现状： 数学与确定性

（逻辑、严密性、完备性）渐行渐远。

作者简介：

莫里斯·克莱因，数学史大家、数学

哲学家。 他不仅以数学史研究闻名于

世，而且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数学课程教

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数学

研究和教育的实用性的强调推动了

20

世纪

60

年代新数学运动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