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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

作者：【美】保罗·沃尔克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91岁高龄书写70年金融从业经验与教训，详述近一个世纪的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变迁，还原重大金融历史现场，分享独到的金融哲学、经济思想、决策智慧。

作者简介：

保罗·沃尔克，1945-1952年，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971年，作为尼克松政府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沃尔克主导了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 2008年金融危机后，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

战胜一切市场的人

作者：【美】爱德华·索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他不仅在半个世纪前就找到了击败赌场的秘诀，而且还触类旁通地把这些技巧成功地运用到了一个更大的赌场———华尔街金融投资市场之中，并取得了世界级的投资收益。

作者简介：

爱德华·索普，麻省理工学院数学、金融学教授，华尔街量化交易对冲基金鼻祖，华尔街各大基金公司的投资人，巴菲特桥牌搭档……多重身份，每一种身份都绝对权威，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投资人。

网络战争

作者：【英】查尔斯·亚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深度挖掘了历史性黑客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些网络攻击涉及多个领域：从攻击知名企业的客户数据端，到窃取普通人信用卡上的金钱，再到秘密访问个别政治人物的电子邮件账户……扣人心弦的叙述方式让你不寒而栗，而作者试图让读者在了解黑客事件的同时，吸取教训，规避风险，进而保卫公司及私人信息

安全。

作者简介：

查尔斯·亚瑟，《卫报》资深科技编辑、自由撰稿人。 在科技领域有长达25年的报道经验，并多次一对一采访过比尔·盖茨、拉里·佩奇、史蒂夫·乔布斯等人，对于科技方面的解说极具说服力。

区块链十年

作者：巴比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集结了十二位区块链行业的代表人物，分享他们与区块链的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邂逅、认识并且最终参与到这场科技浪潮之中的。 不同作者从多个视角分享了他们对十年间最具代表性事件的不同看法，为读者展现了区块链最真实的生态全景。

作者简介：

巴比特，创建于2011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区块链公司之一，以普及区块链技术、传播区块链理念为宗旨，为用户提供区块链信息与技术服务，目前已经形成巴比特等多条产品线。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作者：俞敏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俞敏洪第一次完整、深度地讲述新东方从0到1、从1到N的创业历程，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人看到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为上市集团的创业者，以及他的团队曾经经过的至暗时刻，甚至曾走到崩溃的边缘。

作者简介：

俞敏洪，1985年至1991年任北京大学外语系教师，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2003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2006年9月7日，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现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崩溃

作者：【美】克里斯·克利尔菲尔德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最新的研究，剖析了大量案例，并向各界人士反复求证。 它深挖复杂技术掩盖的脆弱环节，引导我们发现复杂系统中的崩溃迹象。 它也提供了迫在眉睫的工具，帮助我们重塑思维，改善我们的决策和判断。

作者简介：

克里斯·克利尔菲尔德，在哈佛大学学习物理和生物，长期从事衍生品交易，他还是持有执照的商用飞机飞行员。 克里斯为《卫报》《福布斯》《哈佛肯尼迪学院书评》写了许多有关复杂性和失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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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看见信息背后的信息

□常龙川

2012年4月，《华尔街日报》 刊发报道，指

称摩根大通集团在伦敦的交易员布鲁诺·伊克

西尔正在做高额投机性交易，风险突出。摩根大

通集团CEO杰米·戴蒙为此向公司首席投资官

艾娜·德鲁询问，得到的解释是媒体报道的大型

交易都会获得成功，而且管理上也没有问题，媒

体质疑是在夸大事实。杰米·戴蒙据此向外界表

示，媒体质疑的交易，并不存在过大风险，“完

全是茶壶里的风暴” 。

真是这样吗？ 艾娜·德鲁2005年被杰米·戴

蒙选中任职，2008年金融危机后被赋予了提升

公司业绩的重任，这使得她逐渐变得更为大胆，

不再遵守原有规定有关投资亏损超过2000万

美元就要抛售止损的要求。 德鲁的进取策略确

实在一段时期内创造了可观利润， 这反过来使

得戴蒙赋予了她更大的自主权， 鼓励其承担更

大风险以追求更大利润。

2012年4月的最后一天， 当戴蒙要求德鲁

出示具体的交易头寸， 经文件审查后才发现严

重的问题。 伊克西尔隶属于摩根大通在英国伦

敦的投资部门，应向伦敦总部的德鲁汇报，但彼

此之间的协作却没有实现。甚至而言，当德鲁查

询伊克西尔的交易头寸， 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不

完整的、模棱两可的，她也没有进一步要求其给

出更明晰的答案。这就使得，当时作为摩根大通

首席投资官的德鲁， 已经越来越不清楚公司的

投资风险。 这种行为显然与戴蒙对她的鼓励有

关，无论是戴蒙、德鲁还是伊科西尔，或是公司

中的其他人， 都没有分清或者说没有意愿分清

大胆投资行为与鲁莽投资行为之间的界限。

杰米·戴蒙，曾以才华横溢、富有远见、善于

把控细节著称，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还曾收

获盛誉。但戴蒙自己也承认，过去的成功使得他

自己变得自满，从而降低了对风险的警觉。

领导力代表着责任， 其中的一个关键责任就是

觉察到外围反常迹象。无论是实体企业，还是金

融机构， 领导者的工作内容甚至首要职责就是

确保组织出现严重问题前察觉到重要信息。 但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诸如摩根大通集团CEO杰

米·戴蒙忽略风险信息，以至于酿成业务灾难的

疏于审查、疏于监管并不少见。 安然公司2001

年曝出巨大的财务丑闻， 但实际上这家公司的

审计机构在1999年就收到过举报信息，担任安

然审计领导职务的罗伯特·耶迪克还曾出任过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是业界有名的会计学

教授。近十年来，英国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加

拿大皇家银行、瑞银集团、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

球著名金融机构都卷入同业拆借利率丑闻，但

事件本身无一例外均是由外界揭开， 而非内部

审计机构、风险内控机构。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杰西·伊西多·斯特

劳斯首席教授、 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中心

联合主任马克斯·巴泽曼在其所著的 《信息背

后的信息》一书中，深入检视了全球金融、商业

等领域近年来因缺乏洞察力， 导致忽略信息背

后的信息，从而引发不良的个人决策、组织危机

甚至社会灾难、金融市场震荡的教训。本书总结

指出，全球各领域的领导者以及正在上升、成长

的管理者， 应当培养觉察到重要信息的思维习

惯，要善于跨越错误的直觉去审视数据，对于反

常现象要养成反问的习惯， 做重大决策时要找

局外人聊聊，鼓励团队觉察重要信息。

信息背后的信息被忽视， 有着多重原因，

这本书对此进行了梳理：首先，无意盲视和有

限认知， 使得人们局限于当前的有限选项，从

而导致与机遇失之交臂， 或忽略了突出风险；

第二，因为利己偏好，使得人们形成了所谓的

“动机性盲视” ，即行动不符合自己利益时，主

动忽略他人的不道德行为；第三，领导者疏于

监管，不能或没有意愿去履行审查职责；第四，

集体盲视；第五，刻意误导；第六，过度自信导

致的决策偏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学界、媒体、公

众都在致力于问责华尔街投行。 但也有人注意

到，诸如评级机构、审计公司的集体盲视，即因

错误判断和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渎职， 也是导致

危机风险加速扩散的原因所在。 即以美国次贷

危机的形成为例，房地产市场泡沫形成后，债券

发行者将次级贷款和其他高风险住房贷款作为

抵押贷款证券进行销售， 信用评级机构对此的

评级相当宽松， 甚至对于那种高度复杂的抵押

贷款证券也自然而然的授予了AAA评级。

要走出上述盲视，我们应当具备第二视角，

查找审视那些没有发生或看上去不重视的线

索， 对于某些好到了近乎不真实的事情多加检

视，保持理性，考虑相关者的行为和动机；在此

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学一点博弈论的知识，要

考虑自己与他人的博弈关系、 相互行动各自造

成的影响；深入考察事件之间的间接效应，例如

金融机构、商业企业的管理、销售政策造成的社

会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行业、公司的市场空间、

公众满意度等。

为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了解5G

□曹沁颖

随着人类科技加速发展， 现在我们来到了

5G门前。

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出现。 也许不久的将来，

街道和高速公路上就会充满成群的无人驾驶汽

车。 它们会在充满行人的城市街道上机智而快

速地穿梭， 在漫长而空旷的高速公路上以经济

油耗的形式灵活停靠。 时不时有类似房车的车

辆堂而皇之地驶过， 那可能是供上班族使用的

设施齐全的移动办公室。

为什么无人驾驶只有在5G时代才会真正发

展起来？ 无人驾驶需要车内的机器大脑与云端

的实时数据产生大量的运算， 其每小时产生的

数据甚至可以达到100GB，这是4G无法满足的。

在驾驶过程中， 几秒的数据延迟， 就会酿成悲

剧。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大容量的特点，峰值

速度可达10Gbps，时延可降低到1毫秒，带宽扩

大到于目前的1000倍。 车联网终端、智能道路、

云计算与无人驾驶技术高度融合。

5G替代4G， 是比汽车替代马车更为全面、

深刻和革命性的变革。 2018年3月30日，著名导

演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在中国震撼上映。

影片中玩家们佩戴“绿洲” 游戏传感器，在虚拟

世界中获得炫酷的科幻体验、 炫目的视觉冲击

以及真实的触感。 斯皮尔伯格的想象力令人惊

叹，高级的智能感应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

仅是智能手机就带有重力感应、 压力感应、

触摸感应、辐射感应、影像感应、人脸识别等诸多

功能，还能通过各种智能识别，对外界进行感知。

目前，地理位置感应已经可以自动识别用户

地理位置， 并向距离最近的出租车发送订单，或

者为用户推荐相应的美食和娱乐；智能家居也可

以根据对用户的身体感应开启和调节温度。

智能感应就是把对世界的认知通过机器模

拟出来，并且延伸得更远、更强。 人的五官：眼、

耳、鼻、舌、口，都可以通过智能感应进行模拟，

通过感应器，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会越来越超

越距离、 空间的限制， 超越我们原有五官的能

力，形成重要的智能化能力。

大数据好比信息时代的石油和天然气，它日

益成为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大数据

的使用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机器完成一些以前只

有人才能完成的事情，这带来真正的智能革命。

谷歌等互联网公司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

技术，更是因为大数据以及数据背后的方法论。

作为有大数据思维的公司， 它们做事的方法与

传统工业公司有很大的不同： 不是花很多时间

和资源寻找确定的因果关系， 而是从大量数据

中挖掘相关性，所以产品升级非常快。

随着5G的到来，大量的物联网应用被使用，

这些物联网感应设备每天都会产生巨量的数

据，这些数据远远超出了今天的量级。 大数据思

维更为重要，大数据将重建人们的认知基础。

20世纪末， 美国IBM公司制造出了一台超

级电脑———“深蓝” 。 1997年5月，“深蓝” 与国

际象棋界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对决，“深

蓝” 以3.5:2.5的成绩战胜卡斯帕罗夫，迎来机器

界历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一天。

2016年3月，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推出

“阿尔法狗” 对战韩国顶级棋手李世石九段，最

终以4∶1的战绩轻松胜出， 引起世界围棋界一

片惊呼。 第二年，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阿尔

法狗再次出征， 以3∶0的辉煌成绩完败世界围

棋排名第一的选手柯洁九段。

人机围棋大战引得世人瞩目， 而医疗界的

机器人医生，已经不声不响地完成了许多手术。

美国Intuitive� Surgical公司的达·芬奇手

术系统已经逐渐掌握各种复杂的外科手术， 如胆

囊摘除术、胃底折叠术等。其终端是一台人工智能

机器，设置双医生控制台，采用交换控制的方法让

医生共同控制机器人的器械手臂来辅助手术。 手

术机器人的每一条机械手臂都比人类灵活很多，

并且手术的创口非常小，准确率极高。 截至目前，

全球配备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已超过3000台，

成功完成超过3000万台手术。 通过自身的智能学

习机制，随着手术量的增加，它还可以自动提高自

身水平，比人类医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机器人医生在某

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就会超过人类。

和医生一样，律师一直以来都是“金领” 职

业，律师费极为高昂，别说普通人和小公司打不

起官司，就是对于大公司来说，诉讼费也是不小

的开支。 但现在，国外已经发明处理法律文件的

智能软件，效率提高500倍，费用降低90%。 而据

统计， 新毕业的法学院学生找工作的时间已经

比过去长了不少。

万物互联靠智能感应落地生根， 大数据重

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 而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和智能感应结合，将形成一种全新的能力，这种

能力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影响

和改变世界的进程。

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5G，没有5G提供强有

力的支撑，智能互联网的作用将无法发挥，人工

智能的应用也难以实现。

未来已来，站在新一轮信息时代的门口，你

是要做背影落寞的马车夫， 还是勇敢投入到新

的时代浪潮中？了解5G是什么、它将如何改变世

界，是我们必须做的功课。 在本书中，作者对于

5G时代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变化， 我们应该如

何规划5G时代的生活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帮

助我们看清科技新趋势，发现未来新机遇。

书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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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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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出

版

社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坚定不移

作者：【美】保罗·沃尔克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91岁

高龄书写70年金融从业经验与教训，详

述近一个世纪的货币政策和国际金融体

系变迁，还原重大金融历史现场，分享独

到的金融哲学、经济思想、决策智慧。

作者简介：

保罗·沃尔克，

1945-1952

年， 先后

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

1971

年，作为尼克松政府负

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 沃尔克主

导了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以及“布雷顿森

林体系”的终结。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担

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

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

战胜一切市场的人

作者：【美】爱德华·索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 他不仅在半个世纪前

就找到了击败赌场的秘诀， 而且还触类

旁通地把这些技巧成功地运用到了一个

更大的赌场———华尔街金融投资市场之

中，并取得了世界级的投资收益。

作者简介：

爱德华·索普， 麻省理工学院数学、

金融学教授， 华尔街量化交易对冲基金

鼻祖，华尔街各大基金公司的投资人，巴

菲特桥牌搭档……多重身份， 每一种身

份都绝对权威， 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投

资人。

网络战争

作者：【英】查尔斯·亚瑟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深度挖掘了历史性黑客事件的

来龙去脉，这些网络攻击涉及多个领域：从

攻击知名企业的客户数据端，到窃取普通

人信用卡上的金钱，再到秘密访问个别政

治人物的电子邮件账户……扣人心弦的

叙述方式让你不寒而栗，而作者试图让读

者在了解黑客事件的同时，吸取教训，规避

风险，进而保卫公司及私人信息安全。

作者简介：

查尔斯·亚瑟，《卫报》 资深科技编

辑、自由撰稿人。在科技领域有长达

25

年

的报道经验，并多次一对一采访过比尔·

盖茨、拉里·佩奇、史蒂夫·乔布斯等人，

对于科技方面的解说极具说服力。

区块链十年

作者：巴比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集结了十二位区块链行业的代

表人物，分享他们与区块链的故事，讲述

他们是如何邂逅、 认识并且最终参与到

这场科技浪潮之中的。 不同作者从多个

视角分享了他们对十年间最具代表性事

件的不同看法， 为读者展现了区块链最

真实的生态全景。

作者简介：

巴比特，创建于

2011

年，是国内成立

最早的区块链公司之一， 以普及区块链

技术、传播区块链理念为宗旨，为用户提

供区块链信息与技术服务， 目前已经形

成巴比特等多条产品线。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作者：俞敏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俞敏洪第一次完整、深度

地讲述新东方从0到1、 从1到N的创业历

程，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人看

到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为

上市集团的创业者，以及他的团队曾经经

过的至暗时刻，甚至曾走到崩溃的边缘。

作者简介：

俞敏洪，

1985

年至

1991

年任北京大

学外语系教师，

1993

年创办北京新东方

学校，

2003

年成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2006

年

9

月

7

日， 带领新东方在美国纽约

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现任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董事长。

崩溃

作者：【美】克里斯·克利尔菲尔德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运用最新的研究，剖析了大量

案例，并向各界人士反复求证。 它深挖

复杂技术掩盖的脆弱环节，引导我们发

现复杂系统中的崩溃迹象。 它也提供了

迫在眉睫的工具， 帮助我们重塑思维，

改善我们的决策和判断。

作者简介：

克里斯·克利尔菲尔德， 在哈佛大

学学习物理和生物，长期从事衍生品交

易， 他还是持有执照的商用飞机飞行

员。 克里斯为《卫报》《福布斯》《哈佛肯

尼迪学院书评》写了许多有关复杂性和

失败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