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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张的特权

作者：【美】巴里·艾肯格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美元崛起并成为国际货币的历程，预测了在当今经济形势下美元的前景。 还对欧元、人民币等其他货

币未来的变化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分析。

作者简介：

巴里·艾肯格林，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

高级政策顾问。美国艺术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基尔世界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

现实的社会建构

作者：【美】彼得·伯格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不仅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范围，从少数人关心的科学和理论知识，拓展到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以指导行动

的知识，而且以生动的笔法，揭示了作为“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社会，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又具有怎样的特性。

作者简介：

彼得·伯格，奥裔美国社会学家，现象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新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之一。 与卢克曼同为舒茨的

学生，两人私交甚笃并长期合作。 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和关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学理论。

低风险创业

作者：樊登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中所讲的方法帮助过很多人成功创业。 个体崛起的时代，创业将成为职业生涯中的必要选项，每个人都需要

懂得创业思维。 低风险创业就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交易。

作者简介：

樊登，“樊登读书”创始人，连续创业者，天使投资人，曾创办《管理学家》杂志并担任董事总经理，华章教育机构董

事长。 他提出的“低风险创业”理念、方法以及经验技巧，正在深刻影响广大创业者。

技术垄断

作者：【美】尼尔·波斯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之异同，并为传统符号的

耗竭扼腕痛惜；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抵抗技术垄断，坚决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

作者简介：

尼尔·波斯曼，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弘扬了麦克

卢汉、伊尼斯开创的媒介环境学，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学主流圈子。

深圳奇迹

作者：张军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提到深圳，许多人就会想到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这些杰出的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影响着中国发展，甚

至对世界发展都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本书从深圳的地理环境、政策支持到产业、金融、转型等，全面解读深圳的成功

经验。

作者简介：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伟大的转型

作者：【美】诺姆·马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从美国金融史、商业史、劳工史、家庭史和文化史等多个维度，向读者阐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四十年后能从以棉

花为主的农产品出口国，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作者认为这与美国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对产业的巨

大推动作用分不开。

作者简介：

诺姆·马格尔，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查尔斯·华

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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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经济学如何塑造

我们的生活

□巴蜀

对商业机构热衷慈善公益事业，一种观

点认为， 公司将由此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体现商业、资本、财富对于社会以及人的良

好回馈；也有人指出有些企业虽然参与慈善

捐助，但捐助额其实相当有限，甚至远远不

及其公司业务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修

复代价。

美国波士顿大学行为经济学教授雷·菲

斯曼所著的《柠檬、拍卖和互联网算法》一

书，对企业涉足公益慈善问题，给出了颇具

新意的解释。

很多时候，尽管企业参与的公益慈善事

业与其业务毫无关系，比如华尔街投行斥资

支持非洲贫穷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创业，美国

商场超市企业捐资为学校建造图书馆。 尽管

有捐助企业在业务经营中不断曝出丑闻，比

如上述投行会设置带有误导性的交易条款，

让理财消费者购买高风险理财产品———但

因为前者的存在，这些企业确立了社会形象

基点，因而尽管有着后者的“污点” ，其影响

却被大大削弱，消费者和其他公众往往仍然

对这些企业抱以高度信任。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雇主企业在招

募环节，会设置非常苛刻的录用条件，如名

校的特定专业毕业，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那

些很具潜力和创新能力的非名校毕业生与

雇主企业失之交臂。 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

出雇主企业的用人歧视。 但在经济学意义

上，雇主单位的这种做法却并不能说毫无道

理，因为名校的特定专业，往往与雇主企业

需要雇员具备的某些能力产生更直接的关

系。 通过设置专门的招聘门槛，雇主企业筛

选录用的成本将大大降低。

本书着眼于经济学思维、 方法和逻辑，

如何作用于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指

出经济学的引入， 一方面增加了使用效益，

但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的引发了市场失灵。

正因为市场本身带有的作用和缺陷（两者甚

至无法剥离）， 所以我们常常会设定一些领

域不容（或突出限制）市场思维和工具的进

入，但这类领域一旦运作低效，又总会出现

改革者、试水者重新定义问题，引入市场机

制，直到设计出的新市场在运转中出现新问

题，再进入非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整。

作者指出，虽然市场的倡导者总是想让

人相信市场能够提供纯粹的收益，但实际上

是做不到的，“市场也许是一个潜在的效率

天堂， 但是在这个天堂中一切并不必然平

等” 。比如，近年来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大

行其道的共享经济，包括优步、滴滴为代表

的共享出行企业，非常有效地增进了消费者

福利，但也导致了共享出行企业独享高额收

益，司机缺乏必要保障，甚至诱发疲劳驾驶

增加，消费者出行安全受到影响。

本书回顾了二战以来经济学如何借助

数学，从描述现实世界转而开始捕捉市场的

本质。 这个转向让经济学变成了一门可以带

来精确分析和预测的学科，越来越借助于模

型，但也导致了数字迷信，让人忽视模型之

外的丰富现实。

平台经济是近年来的网络热词。 但实际

上，人类古代文明时期的集市，就构成了与

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信用卡、互联网相似的平

台市场要素。 而今，平台无处不在，越来越普

遍地在人们的生活中充当中介。 随着脸谱等

企业的成功，更多的效仿者试图在更多领域

引入平台经济模式，其创业实践也确实获得

了相当丰厚的资金支持，却甚少成功者。 书

作者解释，如果现有行业领域的卖方和买方

已经找到对方，又或者市场失灵或未形成市

场并不是因为买卖双方的不匹配，平台就没

有必要存在，所以因为平台经济崛起而轻率

介入各个陌生领域之举，实属鲁莽。

总的来说，经济学最近几十年来深刻影

响了很多人，教会人们怎样思考问题，如何

用理性自利的观念去自我检视。 这种变化让

人们更可能获得成功，但代价之一是让传统

社会秩序变得更脆弱，让人们更容易陷入内

心紧张。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竞争被更

多地引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对道德和同

情的担忧也常常被消除，遇到问题更容易考

虑他人的责任。 实在无法退却给他人的时

候， 我们会考虑如何用钱来量度代价和收

益，这让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自己变得单一

而脆弱。

探寻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邓建峰

社会关系如何影响行为与制度是社会理论

中持续讨论的话题， 在新经济社会学家看来，经

济行为是受社会关系所限定的。对于经济与社会

的关系， 一个被越来越多人所认识的现实情况

是， 市场经济行为中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内容，经

济个体在交易行为中都可能会建立起深厚的社

会网络关系，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完全按

照市场交易规律和理性利益去选择交易对象。因

此，在很多经济行为中都会有社会网络关系发挥

作用，这些关系可以影响市场交易行为。

《社会与经济》 是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马

克·格兰诺维特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有关社会与

经济相互交织多种方式的观点。 在本书中，格兰

诺维特指出，经济并不是一个区隔于其他人类行

为的领域。

对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定位问题，新经济社会

学家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格兰诺维特对于经

济行为的社会定位的解释是人类存在非经济动

机。他认为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是人类的中

心动机，所有这些动机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关系

网络，都离不开他人。

经济学与社会学学科区别的关键在于人性

预设。 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是经济人，经济人是具

有固定偏好、理性的、自私自利的人，也就是社会

化不足的人。 社会学的人性假设是社会人，社会

人是存在于社会制度及文化中的人，他的行为取

决于现实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 因此，社会人

实质上是价值理性化的人。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

会关系中，并且与其他领域一样遭受着情感和观

念的冲击，经受着诸如科技或法律等限制。 尽管

某些行为能够在传统经济学的意义上解释为

“人们朝着良好界定的目的而理性地行事” ；大

部分人类行为难以适用于这一简单框架。行为者

有时因对社会规范正当性的执着信念而遵循之，

有时则是在无意识中就遵循了它们，人们还会在

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信任别人。不同个人之间

针对彼此的权力运用，能对经济绩效产生重要的

影响，哪怕是这种权力有着非经济性的来源。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强关系中的个体的特

质大多数是一样的，彼此间会有利益冲突和竞争

关系。因此，在真正要求获得有效信息和帮助时，

这部分人往往更多是推脱和无关的态度； 相反，

弱关系中的个体往往会对利益不同的人产生更

多的帮助， 因为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强烈，因

此这部分关系，虽然平时联系并不熟络，但是反

倒是愿意过来帮忙。

在很多情况下， 尽管人们依赖于社会规范、

文化、信任及权力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因素所提

供的指导作用通常是模糊而复杂的。 在本书中，

格兰诺维特考察了问题解决者如何从多重原则

中收集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燃眉之急。他提出

了灵活运用并综合这些视角的方法，格兰诺维特

所持观点的底蕴是，超越诸如行动和结构这样简

单的二元论框架， 迈向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分析，

以欣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精微之处与活力之源。

经济学教科书有时会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

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类判断在市场经

济中已经消失，现在剩下的“只有价格” ，但格兰

诺维特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与之相反的观点。行为

经济学已经“生产” 并收集了关于人们认为“何

种价格变化是合理的”的调查数据。

能够认识到 “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

的” ，似乎并不难，但这需要冲破既有范式的重

重障碍，冲破现有“经济学一社会学” 关系的认

知模式。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

地为文化差异腾出作用空间，而是预测：只要是

在一个允许市场可以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的社

会，只要给定这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同样的结

果。例如，在研究公司治理之类的经济实践时，人

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计，

由于“路径依赖” ，经验上能观察到的差异会持

续存在；其他分析者则认为，这种差异将会消失，

因为市场原则将收敛于一种最优的形式，这是文

化差异所无法改变的。

经济行为是行动者中的组成单元，很难设想

它能在独立的空间中发生运作，仅用经济人假设

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事实上，信任、

权力、规范和制度等内容与几乎所有经济活动都

有牵连，而在没有考虑这些内容的情况下，几乎

没有什么主题可获得全面而令人满意的分析。

格兰诺维特在书中指出，好理论的目标就是

以某些规律的形式（这里的规律即经济生活的主

要影响因素相互作用， 导致了特定的经济结果）

发展出一般性的指导作用。 当然，他并未低估富

有想象力和精心设计的模型在解释经济生活方

面的价值，因为通过这样做，看起来逻辑脉络非

常清楚且能被详细地证明。 但最终，我们对经济

的理解需要结合经济和社会两种风格的研究方

式，并懂得它们是如何相互激荡、相互启发的。

书名：《柠檬、拍卖和互联网算法》

作者：【美】雷·菲斯曼、蒂姆·沙利文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书

名

：

︽

社

会

与

经

济

︾

作

者

：

︻

美

︼

马

克

·

格

兰

诺

维

特

出

版

社

：

中

信

出

版

集

团

嚣张的特权

作者：【美】巴里·艾肯格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美元崛起并成为国

际货币的历程，预测了在当今经济形

势下美元的前景。 还对欧元、人民币

等其他货币未来的变化进行了引人

入胜的分析。

作者简介：

巴里·艾肯格林，国际货币体系

演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前高级政策顾问。 美国

艺术科学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经济

研究局研究员，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研究员，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

现实的社会建构

作者：【美】彼得·伯格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不仅将知识社会学的考察

范围，从少数人关心的科学和理论知

识，拓展到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用以

指导行动的知识， 而且以生动的笔

法，揭示了作为“客观现实” 和“主

观现实” 的社会， 到底是如何构成

的，又具有怎样的特性。

作者简介：

彼得·伯格，奥裔美国社会学家，

现象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新保

守主义的代言人之一。与卢克曼同为

舒茨的学生，两人私交甚笃并长期合

作。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和

关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学理论。

低风险创业

作者：樊登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中所讲的方法帮助过很多

人成功创业。 个体崛起的时代，创业

将成为职业生涯中的必要选项，每个

人都需要懂得创业思维。低风险创业

就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交易。

作者简介：

樊登，“樊登读书”创始人，连续

创业者，天使投资人，曾创办《管理学

家》杂志并担任董事总经理，华章教

育机构董事长。 他提出的“低风险创

业”理念、方法以及经验技巧，正在深

刻影响广大创业者。

技术垄断

作者：【美】尼尔·波斯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

“软” 技术的欺骗作用，辨析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 和文学之异同，并

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 号召

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

抵抗技术垄断， 坚决反对文化向技

术投降。

作者简介：

尼尔·波斯曼， 纽约大学教授，

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

究领域横跨教育学、 语义学和传播

学，弘扬了麦克卢汉、伊尼斯开创的

媒介环境学， 推动其进入北美传播

学主流圈子。

深圳奇迹

作者：张军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

提到深圳， 许多人就会想到华

为、腾讯、中兴、比亚迪这些杰出的民

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不仅影响着中

国发展，甚至对世界发展都有着不可

小觑的作用。 本书从深圳的地理环

境、政策支持到产业、金融、转型等，

全面解读深圳的成功经验。

作者简介：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

获得者。

伟大的转型

作者：【美】诺姆·马格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从美国金融史、 商业史、劳

工史、 家庭史和文化史等多个维度，

向读者阐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四十年

后能从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出口国，

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作者

认为这与美国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

金融资本对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分

不开。

作者简介：

诺姆·马格尔， 美国康奈尔大学

历史学博士后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

学历史学博士后，曾任美国哈佛大学

查尔斯·华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美国

范德堡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