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跟大师学指数投资

作者：【美】查尔斯·埃利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指数投资逐渐被市场接受并认可的故事，还讲述了作者从一

开始笃信主动型管理到后来推崇指数投资的心路历程。用精辟的论述和其职

业经历解释了为什么指数化投资如此奏效，以及为什么敏锐的投资者都选择

了指数投资的十个理由。

作者简介：

查尔斯·埃利斯，他曾担任国际商业战略咨询公司格林威治联营公司的

管理合伙人30年；曾担任耶鲁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席和受托人；曾担任怀特

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主席。

陈志武金融投资课

作者：陈志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从金融的起源讲起，通过我们生活中和历史上的各种案例，阐述了

金融的意义和价值、普惠金融、债券市场、基金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等

与我们普通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金融知

识，看透背后的财富运转逻辑，合理运用金融工具，获得更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陈志武，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与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曾获得默顿·米勒奖。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

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格林斯潘传

作者：【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部诠释全球金融体系内在变迁逻辑和发展过程的宏大金融史；一场揭

秘经济政策背后利益纠葛及风云故事的权谋剧；一本针对金融危机形成脉络

与历史教训的反思录。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保罗·沃尔克国际经济高级研

究员，《金融时报》前编辑，曾两度获得美国新闻领域至尊荣誉普利策奖。其

著作包括《富可敌国》（经典版）、《世界银行家》等。

暗知识

作者：【美】王维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机器学习五大流派从数据中挖掘暗知识的方法以及各自适

用的领域，尤其是神经网络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目前在商业上应用最广泛的几

种形态。同时着重讨论了暗知识对商业和社会的直接影响，比如哪些行业将

面临机器认知的颠覆，在不同行业里有哪些投资机会和陷阱。

作者简介：

王维嘉，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和硕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在斯坦福大

学师从人工智能鼻祖之一、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伯纳德·威德罗教授。在硅谷

学习、工作、创业、投资超过30年，拥有十几项美国基础专利，是全球移动互联

网的布道者和践行者。

全数字化赋能

作者：【英】迈克尔·韦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给出了企业告别舒适区，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被不颠覆的竞争战

略。具体而言，论述了颠覆者如何转型业务进而引发市场变革，并提供了组织

迫切需要的尖端研究、规范化见解和“下一步行动”。

作者简介：

迈克尔·韦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理查德毅伟商学院博士。思科全数字

化业务转型主席，IMD创新与战略学教授，全球全数字化业务转型中心主任。

信息背后的信息

作者：【美】马克斯·巴泽曼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利用大量经典案例及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分析阻挡你获

知信息的6个屏障，探索并挑战你的认知盲点；同时，提供了如“第二视角”、

“超前思维”等5个建议。

作者简介：

马克斯·巴泽曼，哈佛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杰西·伊西多·斯特劳斯教席教

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联合主任。在全球30多个国家的顶尖商学

院和大型公共组织担任顾问，做授课与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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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师学指数投资

作者：【美】查尔斯·埃利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指数投资逐渐被市场

接受并认可的故事， 还讲述了作者从

一开始笃信主动型管理到后来推崇指

数投资的心路历程。 用精辟的论述和

其职业经历解释了为什么指数化投资

如此奏效，以及为什么敏锐的投资者

都选择了指数投资的十个理由。

作者简介：

查尔斯·埃利斯， 他曾担任国际

商业战略咨询公司格林威治联营公

司的管理合伙人

30

年；曾担任耶鲁大

学投资委员会的主席和受托人；曾担

任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主席。

陈志武金融投资课

作者：陈志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从金融的起源讲起，通

过我们生活中和历史上的各种案

例， 阐述了金融的意义和价值、

普惠金融、债券市场、基金市场、

股票市场、 金融衍生品等与我们

普通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内容，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金融

知识，看透背后的财富运转逻辑，

合理运用金融工具，获得更好的

生活。

作者简介：

陈志武，华人经济学家，香港大

学冯氏基金讲席与亚洲环球研究所

所长、原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曾获得默顿·米勒奖。研究领域为金

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以

及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格林斯潘传

作者：【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一部诠释全球金融体系内在变

迁逻辑和发展过程的宏大金融史；一

场揭秘经济政策背后利益纠葛及风

云故事的权谋剧； 一本针对金融危

机形成脉络与历史教训的反思录。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美国外交

关系委员会保罗·沃尔克国际经济

高级研究员，《金融时报》前编辑，曾

两度获得美国新闻领域至尊荣誉普

利策奖。其著作包括《富可敌国》（经

典版）、《世界银行家》等。

暗知识

作者：【美】王维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介绍了机器学习五大流派

从数据中挖掘暗知识的方法以及各

自适用的领域， 尤其是神经网络的

基本工作原理和目前在商业上应用

最广泛的几种形态。 同时着重讨论

了暗知识对商业和社会的直接影

响， 比如哪些行业将面临机器认知

的颠覆， 在不同行业里有哪些投资

机会和陷阱。

作者简介：

王维嘉， 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和硕

士，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在斯坦福

大学师从人工智能鼻祖之一、 美国国

家工程院院士伯纳德·威德罗教授。在

硅谷学习、工作、创业、投资超过

30

年，

拥有十几项美国基础专利， 是全球移

动互联网的布道者和践行者。

全数字化赋能

作者：【英】迈克尔·韦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给出了企业告别舒适区，在

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被不颠覆的竞争

战略。 具体而言，论述了颠覆者如何

转型业务进而引发市场变革，并提供

了组织迫切需要的尖端研究、规范化

见解和“下一步行动” 。

作者简介：

迈克尔·韦德， 加拿大西安大略

大学理查德毅伟商学院博士。思科全

数字化业务转型主席，

IMD

创新与战

略学教授，全球全数字化业务转型中

心主任。

信息背后的信息

作者：【美】马克斯·巴泽曼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利用大量经典

案例及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分析阻

挡你获知信息的6个屏障， 探索并

挑战你的认知盲点；同时，提供了

如“第二视角”“超前思维” 等5个

建议。

作者简介：

马克斯·巴泽曼， 哈佛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杰西·伊西多·斯特劳斯教

席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

心联合主任。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的顶

尖商学院和大型公共组织担任顾问，

做授课与辅导工作。

在市场周期中寻觅投资良机

□高希言

持续的市场周期会对投资者产生不同的心

理影响。 对于投资人来说，目前市场周期的重要

性远胜过以往，投资人只有正确合理地理解市场

周期，分析影响周期的因素，判断周期未来的趋

势，在周期的每个重要转折点采取合适的投资行

为，才能长期战胜市场。在操作上，对于节奏的把

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周期的理解和把握。

通过研究历史，能够发现一些必然的规律。 尽

管投资者无法准确预测未来， 但通过敏锐察觉到

目前市场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并依此而部署资

本并作出投资决策， 则投资获利机会将会提升。

《周期》一书的作者霍华德·马克斯是一位价值投

资者。 他将周期细分为经济周期、政府干预经济周

期、企业盈利周期、投资人心理和情绪钟摆、风险

态度周期、信贷周期、不良债权周期、房地产周期、

市场周期，并对每种周期做了详细阐述。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霍华德·马克斯针对投

资者撰写“投资备忘录” 。 2000年1月份的投资备

忘录中，他预言了科技股泡沫破裂，之后声名鹊起。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结合基本面与心理面来讲投资

周期。从经济和企业基本面出发讲市场长周期的基

本趋势，从心理层面讲市场短周期如何经常大幅偏

离基本趋势，基本面、心理面、市场面三面合一，互

为因果，互相影响。 心理和情绪虽然严格来讲有所

不同，但是难以区分，所以作者从便于实际运用出

发，把二者结合，心理就是情绪，情绪就是心理。

在现实生活和投资中， 不确定性和风险无

法避免。 面对不确定性的市场， 霍华德的建议

是， 把现在的投资组合稍作调整， 做防守型投

资，随时伺机而动。 巴菲特说他一生投资成功只

靠一个原则：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

贪婪。 其实，投资人做投资，对手就是市场，这里

说的别人就是市场。 霍华德把市场的心理和情

绪波动比喻为钟摆，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摆动。

为了合理地布局投资组合， 应对投资环境

的下一步变化， 以及投资环境变化所引发的未

来市场的走势变化，霍华德认为，投资人必须保

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事件面前人人平等，在同一

个投资环境里进行投资操作，一旦有事情发生，

每个人都能倾听到， 但是每个人用心倾听的程

度差别很大，人们关注事件的程度不同，理解事

件的程度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人们认知事

件的潜在影响程度也差别很大。

霍华德在书中指出，在某具体的时点上，要

优化投资组合布局， 最有效的方式是要决定在

进攻和防守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平衡比例。 攻守

平衡应该与时俱进， 以应对投资环境的整体变

化， 以及投资环境中的很多因素在其周期中所

处位置的变化。 在周期上所处的位置发生变化，

赢面就会变化。 如果不能相应地改变投资占位，

面对周期就会消极被动。

为了更好地帮助投资者理解周期的定位，

就需要仔细留意投资人现在的行为。 要理解市

场周期传递的信息，并对市场周期做出反应，霍

华德指出，投资风险并非主要来自经济、企业、

证券、股权证明和交易所大楼，而是主要来自市

场参与者的行为， 大多数能获得高回报的投资

机会也源于此。

一些投资人记不住过去的事， 进一步加强

了周期影响力。 在人类积极努力的不断进步领

域里，极少有像金融领域这样，历史所占的分量

非常低。“所有泡沫，至少可以说绝大多数泡沫，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投资大众普遍忘记历史，

相信未来： 不加怀疑地接受历史上从未真实有

效的东西；不加怀疑地接受高得非常离谱、偏离

历史正常水平的市场价格； 不加怀疑地接受从

未经历史检验的投资技术和投资工具。 ”

在很多情况下， 投资人之所以不能得到正

确合理的结论，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评估市场

时往往利用情绪主义，而不是利用客观主义。 投

资人的错误主要有两种形式：选择性感觉，歪曲

性解读。 在市场周期走到极端的时候，绝大部分

的消息确实都是负面的……霍华德认为， 获得

投资盈利的关键在于，投资者一定要认识到，虽

然面对的是千篇一律的坏消息， 未来展望的是

非常糟糕的前景，悲观主义的大方向也是对的，

但是在程度上，人们仍然可能会过度悲观，因此

资产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变得过度便宜。

投资人在经济繁荣时期容易过度轻信，而在

经济萧条时期又容易过度怀疑，拒绝所有所盈利

的可能性。 评估市场所处周期的位置，主要看两

点：一是市场的估值水平，二是大多数投资人的

行为。 大多数投资人的投资行为进攻性更强，这

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这表明市场处于危险区域，

因为风险规避被运用得很少，而且投资人的进攻

性投资行为可能已经直接导致资产价格上升。

在本书的最后，霍华德的总结令人深思。 他表

示，人容易走极端的倾向，永远不会终止，因此，这

些极端最终必须得到修正， 而不是周期的发生会

有改变。 经济和市场从来不是走一条直线，过去不

走直线，未来也肯定不会走直线。 这就意味着，

投资人能够理解周期，就能够找到赚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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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芒格成功的秘密

□郑渝川

查理·芒格是沃伦·巴菲特的搭档。 虽然

芒格的名气要略低于巴菲特， 但仍然是投资

者耳熟能详的投资大师， 他对于投资和商业

的理解，被公认极富前瞻预见水平。

戴维·克拉克在其所著的《查理·芒格的

投资思想》书中指出，芒格虽然没有在大学

学习经济学和金融学，但他注重终身学习。芒

格和巴菲特都是出了名的阅读狂热者。 巴菲

特受惠于家庭支持， 在很年轻时就通过投资

获得可观财富，然而，年纪越大，巴菲特就越

注重更新自己的知识， 不断主动走出自己在

思维意识和知识架构上的舒适区。 芒格也是

如此，他从小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甚至被称

为“长了两条腿的一本书” 。

芒格在投资上的巨大成就， 与其同时成

为了投资复利者和“学习复利者”密切相关，

而后者恰恰是其他许多投资者忽略的重要要

素。 书中指出，通过持续学习，芒格有效进行

了思维训练， 并且能够既谦虚而又带有批判

性地对待专家观点。 芒格说，“那些资历比你

丰富的人可能会因为动机导致的偏见， 或者

其他类似的心理因素影响他们的认知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有勇气去推翻他们的

决定” ，但同时，如果我们对投资领域的某些

问题缺乏足够认识， 相对最好的选择仍然是

相信专家，而不是自我揣度。

本书从四个方面树立了芒格的投资思

想。 首先， 芒格忠告投资者必须竭力走出误

区，保持清醒、谨慎和冷静。 芒格反对投资者

随大流， 他还反对预测或者根据所谓的内幕

消息、小道消息争抢机会，而是集中注意力去

关注那些优秀的行业和公司。 作为“学习复

利者” ， 芒格从金融史上汲取的最重要教训

是，“渴望一夜暴富是相当危险的” ， 无论是

抢先行动还是通过杠杆或债务行动， 其目的

都是赌博性的投机操作，因而都不可取。

如前述，巴菲特和芒格持续学习，更新自

己的知识结构和观念，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

自己感到无法理解， 明显与价值规律相悖的

金融“创新” ，就会保持足够的审慎。 芒格本

人也说，“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比成为聪明

人更有用” 。 他和巴菲特从来就不是固步自

封者，事实上，他们经常打破思想枷锁，比如

在20世纪80年底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时， 就意识到因为这类公司拥有优异的经济

效益， 因而其内在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增加，其普通股就会像权益债券那样，票

面利率不断增长。 芒格希望投资者都要尽可

能耐得住寂寞， 要能够等到价格合适的长期

投资标出现。

书中第二部分集中介绍芒格的投资理

念，包括如何识别周期、如何看待公司的竞争

优势和定价机制， 在面临投资损失时要懂得

“长痛不如短痛” 而避免因沉没成本而丧失

决断力，如何确定投资中的安全边际，如何构

建优异的投资组合， 怎样分析投资对象的市

场规模和行业竞争形态等等。 作者在每一则

内文中都根据芒格的原话， 进行了必要的背

景介绍和分析阐释， 有助于读者加深对于芒

格投资理念的了解。

书中第三、 四部分分别是介绍芒格对

经济基本面的思考，以及处世智慧。 不同于

许多投资机构和专家， 芒格坚定的支持美

联储等金融监管部门要根据金融市场规

模、金融创新发展等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管

强化。 在芒格看来，因为美国金融监管部门

事实上推行了对华尔街投行的风险兜底，

对存在致命问题的投行出手相助， 事实上

引发了更多的风险操作， 投行将无法戒除

杠杆和投机。

芒格对于金融体系、金融周期的理解，也

因“学习复利” 而得到了深化。 2008年金融

危机发生之前， 他就意识到金融衍生品以及

作为其支撑的量化模型，本质上是“聪明的

人毫无例外地都因为过度自信而在职业领域

遭遇过重创” 。

一个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一个社会最

应该带给年轻人的财富又是什么？芒格认为，

是良好的思维习惯、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书

中解释指出，“一条锁链的强度取决于最薄

弱的环节， 如果最强的环节与最薄弱的环节

相链接，那么无论最强的环节有多强，都于事

无补” 。 芒格甚至认为，当代最伟大的教育机

构并不是哈佛大学， 而是诸如麦当劳那样的

企业，通过大量雇佣年轻人工作，并培养其良

好的工作习惯， 使之改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

惯，能够更好地与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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