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小逻辑

作者：[英]欧文·瑟维斯 罗里·加拉维尔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小逻辑》的两位作者是英国政府行为观察小组的核心成员，在针对数百万人行为助推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方法。 他们将这种把大目标拆分为一系列

小行动的方法称为“小逻辑” 。

作者简介

欧文·瑟维斯，英国行为研究小组的常务董事，谢菲尔德大学的客座教授。 曾担任过总理战略部门的副主任，在那里，他领导公共服务改革、教育、能源等项目。

罗里·加拉格尔，亚太地区行为研究小组的常务董事，常驻悉尼。 罗里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职业、健康、公平、教育、税收、罚款以及客户需求等方面。

2.华为奋斗密码

作者：杨爱国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篇“价值管理” 、中篇“要素管理” 、下篇“体系管理” ，从三方面深度解析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法则。

作者简介：

网名咔嚓院长，蓝血研究院创始人，华为管理研究专家。 曾任职于中国中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香港恒和创投及多家上市企业。

3.人类科技创新简史

作者：[美]董洁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对传统的科技创新编年史重新解构的作品。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和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科技创新故事。

作者简介：

董洁林，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及多家科技公司董事会成员，近期研究及教学重点为科技创新史及企业创新方法论。

4.美国陷阱

作者：[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马修·阿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以及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内幕。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原阿尔斯通集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在2013年抵达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逮捕，并被起诉入狱。 获得自由后创建了 IKARIAN

公司，主要以预防国际腐败为目的，提供战略与运营方面的合规咨询服务。

马修·阿伦，法国《新观察家》资深记者，曾担任法国广播电台综合台的记者，自始至终跟踪阿尔斯通事件。

5.哈佛极简经济学

作者：[美]斯凯恩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哈佛极简经济学》以轻松的笔调和有趣的故事，讲述经济学的知识，并穿插以丰富的知识链接，以此拉近经济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使读者零距离地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

作者简介：

斯凯恩，生于20世纪70年代，拥有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是资深的金融圈人士，也是多家财经媒体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 其作品《从零开始读懂金融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

长期位居各大网上书城金融与投资类排行榜TOP50。

6.滑动解锁

作者：[美]帕斯·底特律 阿迪蒂亚·阿加什 尼尔·梅塔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为什么APP免费下载且不显示广告仍能赚钱？ 为什么音乐APP向你推荐的歌曲都是你喜欢的？ 为什么谷歌让手机制造商免费使用安卓？ 苹果公司的Mac电脑不会感染病毒吗？

为什么百货商场免费提供Wi-Fi？ 解锁65个身边的应用场景，让你成为明明白白的数字公民。

作者简介：

尼尔·梅塔是谷歌公司的产品经理。 他曾在微软公司、可汗学院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工作，并在那里完成了联邦政府第一个全额资助的科技实习项目。

阿迪蒂亚·阿加什是微软公司的产品经理。 此前，他是Belle� Application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帕斯·底特律是脸书公司的产品经理。 他曾在微软公司、亚马逊公司和IBM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和营销人员。

理解金融市场

需要生物学思维

□巴蜀

为什么一些看似安全稳健的金融交易系

统，全球某些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科学

实验室系统，为大型企业、超大规模的行业提供

配套服务的供应链系统和物流系统， 在并非人

为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会出现失控乃至（短时

间）崩溃？

美国应用数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复杂性科

学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院、考夫曼基

金会高级学者塞缪尔·阿贝斯曼所著的 《为什

么需要生物学思维》一书强调指出，我们必须

要更好地理解技术的复杂性。

近代以来，技术的复杂性一直在增加。 铁路

系统出现后，就必须有相应的轨道网络和调度系

统，保证充分发挥铁路运能及兼顾安全。 正是因

为诸如美国、俄国、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的

铁路运输需要， 才推动了标准化时区制的建立。

《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这本书指出，在经济、

社会各个领域， 技术都变得日趋复杂且难以理

解。 全书旨在揭示系统会过于复杂的原因，并为

人们理解和掌控过于复杂的系统提出建议。

《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 书中分析了复

杂系统形成的四个重要原因。 其一是“吸积” 。

许多大型系统都建立在较小系统的基础之上，

为了保证使用，人们会不断地给初始系统“打

补丁” 。 这样一来，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甚

至连专家、 操作能手也只能解决一个微小部分

的问题。以计算机语言的威力，许多技术系统都

依赖于早已停产的旧型号计算机系统， 程序代

码也是用早已退役的编程语言所写， 这使得解

决基于旧系统的当下系统的技术问题变得难上

加难。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税务、金融领域。以美

国为例，税法已经高度拥挤不堪，仅水表使用说

明就已经扩充到200多页（2013年）。而金融领

域的交易法则，同样显得越来越复杂，这就是为

什么各国的证券交易所等交易机构不得不雇佣

大量的程序员来从事系统管理。

导致复杂系统形成的第二个原因，是“交

互” 。 计算机语言、金融系统、法律法规体系等，

其基本规则都是出自专家之手。 但随着系统的

使用，会使得交互中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让问

题本身变得异常复杂和不可预测。 在金融等许

多领域， 监管法则常常被认为是过度而又不充

分的， 其过度指的是过去某个阶段因问题的出

现，监管者会加上相应的监管规则，体现出监管

与市场之间的“互动” ，但这种添加又是不能随

便拆除或改动的。正因如此，监管者往往很难对

新问题作出较快的反应， 从而使得监管缺失现

象凸显。而今，不同类型的技术之间还会产生相

互依赖性， 例如电网和互联网之间就存在这种

关系。

第三、第四个原因，分别是系统本身必须应

对不断出现的意外、例外情况，以及应对普遍的

稀有事物。所谓普遍的稀有事物，指的是出现总

的频率较少，但在体系内不可或缺，其规则与普

遍的一般事物不同。 英语、汉语、法语等各种语

言就充斥着较多的“普遍的稀有事物” ，从而使

得机器翻译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更好地应对复杂系统， 人们设计了许

多对策，例如在金融领域、企业治理领域，一些

国家和地区规定， 机构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进

行拆分。 但随着金融、 商业经营的边界渐趋模

糊，企业协作、合作的方式不再局限为并购、扩

充，上述对策就变得未必管用。《为什么需要生

物学思维》书中还谈到了复杂系统为何越来越

令人难以理解， 为何会出现越来越多难以应对

的漏洞。

这本书指出， 生物学思维是帮助人们应对

复杂性挑战的最佳工具。原因在于，生物系统本

身要比物理系统复杂，而众所周知的是，基于机

械物理观念的方法、工具，而今越来越难以发挥

用途；生物系统具有历史性，可以帮助人们找出

事物本身进化的路径，研判发展的趋向；通过研

究生物系统，人们会对技术形态的复杂性、随机

性有更好的认识， 建立诸如高度最优化容限模

型来找出解决思路。

本书作者举例说，我们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往

往会陷入监管过度导致创新不足、 市场缺乏活

力，与纵容创新、监管缺失并因此引发金融灾难

的两极思路。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学家

对癌症的观点来理解金融市场———癌症是诸多

因素和多种生物反应累积所致，这些因素和反应

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 癌症其实是身体出现

的大规模故障。 医学上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疗癌症

的许多方法，就可以应用到金融监管领域，让监

管者、从业者走出或过严或过宽的两难困境。

《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这本书指出，生

物学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世界，

消除对神秘事物、未知事件的恐惧，即便尚未充

分理解现有、未来的系统，也仍然可以在适应中

学会审慎应用，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让“热钱” 不再烫手

□刘英团

正如战争有多种形式， 金融战争也有多种

形式。 “阻击战”就是金融战争的一种形式。

在金融市场上， 常年蜇伏着一群能量巨大

却颇为神秘的金融投机家， 他们就像见了血的

鲨鱼一样，随时都在伺机而动。 1992年9月9日，

投机者对意大利里拉进行了试探性攻击。仅仅3

天， 里拉汇率就彻底跌破了欧洲货币体系规定

的下限。但是，一场更大的风暴却在英国的外汇

市场刮起。 时任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

在接受美国 《华尔街日报》 和德国金融报刊

《商报》采访时暗示，对欧洲货币进行广泛调整

比单独对里拉进行调整要好，他认为“英镑的

贬值不但应该而且必然” 。 施莱辛格的讲话等

于在呼吁英镑贬值。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

斯终于等到了他守候近两年的进攻信号， 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到了英镑的肩膀

上。9月16日一天，英国政府连续两次提高利率，

却依然无法挽救颓势， 英镑被迫宣布退出欧洲

货币汇率体系。 在这场英镑“阻击战” 中，索罗

斯赢了10亿美元，加上里拉和其他投机，大约赚

了20多亿美元。当然，不仅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赚

了钱， 许多参与英镑投机的对冲基金及从事外

汇交易的商业银行也从英镑危机中赚到了钱。

“世界已经进入虚拟经济时代， 金融资本

一旦通过‘狼群效应’ 形成一股势力，将势不可

挡。 作为发达国家的英国尚且如此，何况广大的

中小发展中国家。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师

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翀所言，阻

击英镑之后，索罗斯又把目标瞄准了泰国。泰国

曾有“亚洲四小龙” 之称，后因房地产泡沫、经

常项目的严重逆差以及采用了刚性较大的钉住

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和仓促的金融开放，所

有的问题撕搅到一起， 泰国的经济陷入了长期

危险境地。 由于未能按期偿还的房地产贷款开

始增加， 商业银行因现金周转困难而引发挤提

风波。 为稳定泰铢汇率、拯救泰铢颓势，泰国央

行试图用提高泰铢利率的方法来避免泰铢汇率

贬值。但是，正在严密注视着泰国经济变化动向

的对冲基金嗅到了血腥味。 索罗斯决定对泰铢

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 1997年2月，量子基金首

先在外汇市场上散布谣言， 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已明确要求泰铢贬值， 泰国外汇市场顿时炸

了锅。为稳定泰铢汇率，泰国央行耗费了20亿美

元，才将这场规模不大的风暴平息下去。 6月，索

罗斯再度向泰铢发起猛烈进攻。 7月1日，泰铢跌

破28泰铢兑换1美元的汇率。索罗斯和其他国际

投机者赢了，量子基金获得了至少3亿美元的收

益。 这股飓风还席卷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

西亚等国家，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

吉特无不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索罗斯做空泰铢后转战香港， 也因为这次

事件直接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 2003年以后很

长一段时间里， 对冲基金等投机者一直都在赌

人民币汇率升值。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

对冲基金公开地多次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上阻击

人民币。 2016年发生的人民币“阻击战” ，就是

在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的。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

疲软以及房地产泡沫的膨胀， 人民币兑美元汇

率趋向贬值， 克伦特顾问基金创始人哈特嗅到

了中国外汇市场的投机机会。 在《金融战争：金

融资本如何在全球掠夺财富》中，李翀不但以翔

实的数据论证了哈特、索罗斯们试图“做空人民

币” 整个过程，还详尽解读了“热钱” 对人民币

的围追堵截。李翀认为，尽管中国经济没有受到

“热钱” 的破坏，中国也没有因此而发生金融危

机，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民币“阻击

战”在未来还会发生，这既需要国家货币当局积

累经验，减少“热钱” 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

响， 更需要长时间保持对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外

汇管制， 并探索在资本与金融项目下的人民币

国际化之路。

“金融运作方面， 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

德，这只是一种操作。 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

畴的，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 我是金融市场

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游戏，所以

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 ”正如索罗斯所言，

对冲基金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它们是唯利

是图的资本的化身。 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战争来

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不是在于它的道德低下，

而是在于它追求利润的本质。 除了做空人民币，

索罗斯们也“吃窝边草” 。 就在去年，索罗斯买

入了美国国债，做空了原材料生产国股市。 究其

本质， 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通过金融战争来掠

夺别的国家的财富， 是由于现代经济是虚拟经

济。 在《金融战争：金融资本如何在全球掠夺财

富》中，李翀还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为例透

析了资本投机者的本性。 他认为：“对冲基金不

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 但是它会使本来

不一定发生的金融危机成为现实， 或者加剧金

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程度。 ”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出现问题是很

难的，但是政府通过对经济的调节不让这些问

题发展到严重的程度是可能的。 ” 正如李翀所

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

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日益显露出来。 发达

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强势， 而发展中

国家则要相对弱势一些， 它们在得到小部分

利益的同时却承担着大部分的风险。 也正是

基于此种认识，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需要学会与国际资本打交道， 一是要利用国

际资本服务于本国经济， 加快本国经济的发

展；二是要提防国际资本的投机性冲击，防止

国际资本聚集和逆转对本国经济的破坏性影

响；三是推动改革，勤练内功，以确保经济和

金融的稳定健康发展。 对中国而言，不但要通

过金融制度改革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规

则，还需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监控，以

防止某些国家的政府与国际资本相勾结来动

荡和打击中国的金融及经济秩序。 如果过于

注重速度而忽视了健康， 在投机性的国际资

本的冲击下出现经济大幅度倒退， 再高的增

长速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A08

读书空间

Books

2019

年

/ 8

月

24

日

/

星期六

责编：亚文辉 电话：

010－63070403 E-mail:zbs@zzb.com.cn

■ 财富书架

书名：《为什么需要生物学思维》

作者：[美]塞缪尔·阿贝斯曼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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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逻辑

作者：[英]欧文·瑟维斯 罗里·加拉格尔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内容简介：

《小逻辑》 的两位作者是英国政府

行为观察小组的核心成员， 在针对数百

万人行为助推过程中， 他们发现了一种

解决复杂问题的简单方法。 他们将这种

把大目标拆分为一系列小行动的方法称

为“小逻辑” 。

作者简介：

欧文·瑟维斯，英国行为研究小组的

常务董事，谢菲尔德大学的客座教授。

罗里·加拉格尔，亚太地区行为研究

小组的常务董事， 主要负责的工作包括

职业、健康、公平以及客户需求等方面。

美国陷阱

作者：[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马修·阿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在《美国陷阱》一书中，弗雷德里克·

皮耶鲁齐以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披露了

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 收购，以及

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国企业

竞争对手的内幕。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原阿尔斯通集

团锅炉部全球负责人，在

2013

年抵达美国纽

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探

员逮捕，并被起诉入狱。 获得自由后创建了

IKARIAN

公司， 主要以预防国际腐败为目

的，提供战略与运营方面的合规咨询服务。

马修·阿伦，法国《新观察家》资深记

者， 曾担任法国广播电台综合台的记者，

自始至终跟踪阿尔斯通事件。

哈佛极简经济学

作者：[美]斯凯恩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哈佛极简经济学》 以轻松的笔调

和有趣的故事，讲述经济学的知识，并穿

插以丰富的知识链接， 以此拉近经济学

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距离， 使读者零距离

地感受到经济学的魅力。

作者简介：

斯凯恩，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拥有经

济学专业博士学位， 是资深的金融圈人

士， 也是多家财经媒体的专栏作家和评

论员。 其作品《从零开始读懂金融学》出

版后，深受读者喜爱，长期位居各大网上

书城金融与投资类排行榜

TOP50

。

滑动解锁

作者：[美]帕斯·底特律等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为什么APP免费下载且不显示广告

仍能赚钱？ 为什么谷歌让手机制造商免

费使用安卓？ 为什么百货商场免费提供

Wi-Fi？ 解锁65个身边的应用场景，让

你成为明明白白的数字公民。

作者简介：

尼尔·梅塔是谷歌公司的产品经理。

他曾在微软公司、 可汗学院和美国人口

普查局工作， 并在那里完成了联邦政府

第一个全额资助的科技实习项目。

阿迪蒂亚·阿加什是微软公司的产

品经理。 此前，他是

Belle Application

公

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帕斯·底特律是脸书公司的产品经

理。他曾在微软公司、亚马逊公司和

IBM

公司担任产品经理和营销人员。

华为奋斗密码

作者：杨爱国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上篇“价值管理” 、 中篇

“要素管理” 、下篇“体系管理” ，从三方

面深度解析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法

则。

作者简介：

杨爱国，网名咔嚓院长，蓝血研究院

创始人，华为管理研究专家。曾任职于中

国中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香港恒和创

投及多家上市企业。

人类科技创新简史

作者：[美]董洁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对传统的科技创新编年史

重新解构的作品。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和

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科

技创新故事。

作者简介：

董洁林， 现任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

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以及多家科技公

司董事会成员， 近期研究及教学重点为

科技创新史及企业创新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