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驾驭周期

作者：【美】乔治·达格尼诺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向读者阐述了识别经济和金融周期的方法，以及如何利用两者间的关系对资产价格做出判断，在获得更高收益的同时将风险和损失最小化。

作者简介：

乔治·达格尼诺，美国金融周期领域著名的实战派专家，精研周期理论30多年。 曾任世界上最大的轮胎企业———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2.价值投资常识

作者：常宏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价值投资常识》是一本投资者学习和践行价值投资的实战技术指南。 作者通过个人投资经历的总结和翔实的数据分析，系统总结和提炼投资者在价值投资实践中需要具备的投资理论和操作方法的关键点。

作者简介：

常宏，自由投资者，热爱投资。 遵循“投资越早越好，越活越值钱”理念，挖掘A股市场中低估值的上市公司，做时间的朋友，平均保持年化利率25%左右，践行复利投资之路。

3.理性的非理性金融

作者：王健 余剑峰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的基本概念，揭示金融表象背后的逻辑和规律，理性看待金融市场中看似不理性的现象和结果，帮助读者了解金融，适应金融市场。

作者简介：

王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院长，中国金融40人（青年）成员，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宏观金融稳定与创新中心主任。

余剑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建树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国家“千人计划”获得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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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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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谋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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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多样性红利

作者：【美】斯科特·佩奇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多样性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四个认知工具箱框架，并得出惊人结论：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而取决于认知工具的多样性。本书将告诉你如何应用工具箱中的工具，用多样性创造更

多的红利。

作者简介：

斯科特·佩奇，广受欢迎的“模型思维课”主讲人，圣塔菲研究所外聘研究员，以对社会科学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和建模而闻名。 于2011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获得多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奖金。

6.提问的力量

作者：【美】弗兰克·赛斯诺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艾美奖获奖记者、美国著名主持人弗兰克·赛斯诺60余年的全球采访经验以及在华盛顿大学教授的“采访的艺术”的课程，从接触到的提问大师们身上总结出11种常用的提问模型。

作者简介：

弗兰克·赛斯诺，闻名于世的艾美奖获奖作家、国际著名记者与主播，拥有逾40年的全球采访报道经验，因“白宫新闻记者”的新闻节目主播和CNN脱口秀主持人的身份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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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注重构建并完善认知体系

□李剑锋

投资大概是世界上最难做好的事情之一，其

挑战性来源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投

资者需要在这个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不断做出投资决策，以寻求实现超额收益。 而支撑

决策行为的，归根结底是我们的认知体系。 这就意

味着，构建并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体系，是投资者

最重要的修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

卡尼曼认为，人类有两套决策机制———系统1和系

统2。 系统1基于直觉、本能、情绪和经验，而系统2

基于理性思考。 在人类的决策机制中，这两个系统

都会发挥作用，缺一不可。

如果套用卡尼曼的理论，就不难看出，认知体

系的修炼，究其本质，就是对系统2的训练，目的是

把系统2激活，让它不再懒惰，在决策中夺回主导

地位。 就像人的肌肉一样，用进废退，需要去健身

房反复高强度锻炼才能让它强壮起来。

但是，练肌肉要讲究方法，不能瞎练，否则很

可能造成肌肉拉伤。 同样，认知体系的修炼也需要

正确的方式。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认为， 世界上有一些基本

的普世智慧，来自人类所有的主要学科领域。 每个

人都应该广泛涉猎和系统学习所有重要的学科，并

把这些学科的理论精髓总结成一个个思维模型。芒

格反复强调，一个人要有多元化思维模型，结合多

种模型去认识和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芒格所阐述

的，正是他心目中的系统2的理想结构。这种结构就

像我们走进中药铺看到柜台后面的那一排排抽屉，

每个抽屉装着一味药，遇到什么症状，打开几个抽

屉，几味药一组合，就能够药到病除。如果不管什么

病都用同一味药，那恐怕是会出人命的。

大学教育的初衷， 本来正是这种跨学科的通

才教育。令人惋惜的是，大概是为了追求效率和成

本， 后来的教育体制把我们限制在各个专业的条

条框框中，不同学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构建的认

知体系，犹如管中窥豹，必定是片面的、有局限性

的。 许多经受了学院派训练的经济学家，到现在还

对有效市场、理性人假设等理论奉若神明。即便现

实世界中反例比比皆是， 他们也只是对这些理论

修修补补，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因此，每个投资者

构建认知体系的必经之路， 就是对自己进行艰苦

卓绝的通才教育，打通各个学科，把分散的普世智

慧联结起来，形成多元化思维模型。 一个优秀的投

资者，必定是一个能够横跨所有重要学科的通才。

更有趣的是， 当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反复训练

系统2，量变导致质变的时候，我们会进入更高的

一个境界。 在这个境界中，基于理性的系统2的运

作已臻化境，甚至强大到把系统1也拉进自己的阵

营，成为既高效又准确决策的利器。 换句话说，到

了这个阶段，理性本身就变成了直觉和本能。这种

境界，大概就是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所说的具有了

“常识” 。 跟芒格对过话的人常常会发现，芒格思

考速度极快， 对于多数问题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

般、几乎不假思索的准确判断。 不可否认，这个境

界，需要更加艰苦卓绝的修炼。芒格曾说：“我们在

说某个人有常识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说，他具备平

常人没有的常识。人们都以为具备常识很简单，其

实很难。 ”

当然，大多数人出生、成长、生活的环境相对

并不复杂，所从事的行业专业化程度相对也较强，

因此他们需要面对的决策数量不多， 复杂程度也

有限。 对于他们，多数时候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去

完成这样的修炼。

历史上，偏见、误解和片面的认知，屡屡给人

类造成无穷的灾难。宗教争端和极端主义政治，都

是错误和片面认知的产物。 现如今，纵观世界，这

些都有复苏和抬头的趋势，令人忧虑。 《沉思录》

里写到，“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一个观点， 不是事

实。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一个视角，不是真相” 。世

界上又有多少人真的明白这个道理， 并有兴趣做

出那么一点点努力，去接近“真相”呢？

那么应该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认知体系呢？

首先，要态度端正。前提条件是必须对世界有

无穷的好奇心，对奥勒留所说的世界的“真相” 和

“事实” 要在意。 否则，这项艰苦卓绝的旅程恐怕

坚持不下来。还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兼收并蓄各种

不同的思维模型。

其次，通过海量的跨学科阅读，掌握各个学科

最重要的普世真理， 使之成为构建思维模型体系

的基石。 芒格90多岁高龄， 依然每周阅读20多本

书，阅读范围之广，学科之杂，令人赞叹。

再次，需要多经历，在各种成功和失败的经历

中去检验自己的认知体系，去伪存真。

最后，也是极重要的一个修炼途径，就是向已

经建立了认知体系的人学习。 这样可以极大提高

学习效率，事半功倍。 橡树资本创始人霍华德·马

克斯关于周期的论述，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欧

关于债务周期对人类各种周期的影响的分析，都

是近年出现的极好的思维框架。 我们完全可以搬

过来，消化之后为我所用。

《投资的奥妙》 作者陈嘉禾正是这样一个爱

思考的人， 在构建自己的认知体系的过程中兢兢

业业，乐在其中。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致力

于把自己的思考和顿悟记录下来，笔耕不辍，每周

一篇，从不间断。本书充满了他对于投资认知体系

中很多关键问题的思考。 在他看来， 无论是谈历

史、谈文化、谈战争还是谈古董收藏；无论是在中

国文化中上下求索，还是以国际视野看世界；无论

是齐家、 治国还是平天下， 所有的学问都是相通

的，所有的思考和顿悟都于投资有益。

探寻金融市场的

普适行为和机制

□汪秉宏

不断出现的经济风潮和日益显

著的经济波动，已使预测并控制大的

金融风险成为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

密切关注的问题。而物理学方法应用

于各种金融价格的统计分析和经济

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模拟，将给金融市

场走向的预测和经济系统的宏观调

控策略开启新的研究思路。因此寻求

适应性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模型，模拟

金融市场中经纪人之间的自适应竞

争行为，构造金融市场的微观物理模

型， 将开拓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

经济复杂系统的探索有深远的理论

意义。

我们面临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研

究的如下挑战：可否用精密科学的定

量语言阐述并研究社会经济系统中

的各种问题，揭示社会经济现象中的

普适性和规律？ 可否用最新发展的非

线性动力学、统计物理理论、复杂系

统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社会及经济

系统的各种模型，揭示各种微观及宏

观经济现象的内在普适机制？

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大

量互作用单元的强涨落复杂系统。

如何理解这样的复杂系统动力学？

研究复杂物理系统所获得的经验可

能会给出经济学中的新结果。 探究

金融市场动力学的困难， 不仅在于

它的内部元素的复杂性， 更在于有

许多难以捉摸的外部因素作用于市

场。 即使是同一国家甚至同一地域

的两个市场，都可能有明显的不同。

但金融市场的某些观察量如交易价

格、成交量、交易频率和市场指数值

的统计性质， 看起来却有令人惊讶

的相似性。 这意味着金融市场作为

复杂动力学系统可能存在 “普适”

的行为与规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

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

平的《代谢增长论》是要把生态资源

约束下的技术竞争造成的产业新陈

代谢而非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

动力，来回答以上经济学中久未解决

的基本问题。《代谢增长论》提出，经

济增长理论中并存的三种规模经

济———规模报酬递增， 规模报酬不

变，与规模报酬递减，只是产业生命

周期中的三个不同阶段。

关于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的矛盾问题，陈平指出，微观经济学

的一般均衡理论缺乏市场的中期和

长期失衡机制。 至于凯恩斯宏观经

济学， 虽然承认宏观经济周期和经

济危机的存在， 但是并不理解非自

愿失业和总需求不足等微观机制。

《代谢增长论》发现，技术新陈代谢

的代价就是旧技术的产能过剩和新

技术的潜能没有得到实现。 这可以

解释为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理论的

中观基础。

关于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

学的矛盾问题，陈平指出，新古典经

济学只关注平等的对称交易，无视社

会不平等的起源。 陈平发现，市场竞

争的核心是市场份额竞争，而非成本

价格竞争。 基于这一发现，陈平统一

解释了马克思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

经济人类学和演化经济学对于家庭、

阶级、国家、组织起源和演化的研究，

并给出了大国兴衰和文明演化的多

元模式。

本书的方法论贡献在于解决了

计量经济学的噪声表象与周期表象

的矛盾，用小波表象统一描述了不同

层次， 包括微观、 中观 （金融和产

业）、宏观和史观，以及不同时间尺

度的经济波动和非稳态增长。代谢经

济学的发展期望实现经济学与物理

学、生物学原理的自洽统一。 陈平的

《代谢增长论》就是用复杂科学系统

的新方法，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

义，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 的思想开拓为代谢经济学的理

论基础。

书名：《代谢增长论》

作者：陈平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

名

：

︽

投

资

的

奥

妙

︾

作

者

：

陈

嘉

禾

出

版

社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驾驭周期

作者：【美】乔治·达格尼诺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向读者阐述了识别经济和金

融周期的方法， 以及如何利用两者间

的关系对资产价格做出判断， 在获得

更高收益的同时将风险和损失最小

化。

作者简介：

乔治·达格尼诺，美国金融周期领

域著名的实战派专家， 精研周期理论

30

多年。 曾任世界上最大的轮胎企

业———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

价值投资常识

作者：常宏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投资者学习和践行价值

投资的实战技术指南。 作者通过个人

投资经历的总结和翔实的数据分析，

系统总结和提炼投资者在价值投资实

践中需要具备的投资理论和操作方法

的关键点。

作者简介：

常宏，自由投资者，热爱投资。 遵

循“投资越早越好，越活越值钱”理念，

挖掘

A

股市场中低估值的上市公司，

做时间的朋友， 平均保持年化利率

25%

左右，践行复利投资之路。

理性的非理性金融

作者：王健 余剑峰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浅出地讲解金融的基本

概念， 揭示金融表象背后的逻辑和规

律， 理性看待金融市场中看似不理性

的现象和结果，帮助读者了解金融，适

应金融市场。

作者简介：

王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

学院助理院长，中国金融

40

人（青年）

成员， 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宏观金融

稳定与创新中心主任。

余剑峰，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

院建树讲席教授，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

研究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美联

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员， 国家

“千人计划”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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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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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故事的政治权谋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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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样性红利

作者：【美】斯科特·佩奇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创造性地提出多样性视角、

启发式、 解释和预测模型四个认知工

具箱框架，并得出惊人结论：一个人是

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 而取决于

认知工具的多样性。 本书将告诉你如

何应用工具箱中的工具， 用多样性创

造更多的红利。

作者简介：

斯科特·佩奇，广受欢迎的“模型

思维课”主讲人，圣塔菲研究所外聘研

究员， 以对社会科学多样性和复杂性

的研究和建模而闻名。 于

2011

年入选

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获得多项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奖金。

提问的力量

作者：【美】弗兰克·赛斯诺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艾美奖获奖记者、 美国

著名主持人弗兰克·赛斯诺60余年的

全球采访经验以及在华盛顿大学教授

的“采访的艺术” 的课程，从接触到的

提问大师们身上总结出11种常用的

提问模型。

作者简介：

弗兰克·赛斯诺，闻名于世的艾美

奖获奖作家、国际著名记者与主播，拥

有逾

40

年的全球采访报道经验，因“白

宫新闻记者”的新闻节目主播和

CNN

脱口秀主持人的身份而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