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哲学的底色

作者：【美】莫提默·艾德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者致力于使本书成为一本无须费力研究，只要读一读就能从中获益的书。 真、善、美、自由、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也是哲学的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

莫提默·艾德勒，大英百科全书委员会主席，哲学研究所所长，阿斯彭研究所名誉理事。

2.机器与人

作者：【美】保罗·多尔蒂 詹姆斯·威尔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自人工智能问世以来，人们普遍持有人机对立的观点，且无时无刻不在害怕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作者认为，是时候抛开这些无谓的担忧了，因为人类

社会正走向一个与机器共融共生的时代。

作者简介：

保罗·多尔蒂，埃森哲首席技术官和创新官、埃维诺咨询公司董事长、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

詹姆斯·威尔逊，埃森哲研究部信息技术和商业研究领域董事总经理、巴布森高管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贝恩公司研究项目负责人。

3.硅谷增长黑客实战笔记

作者：曲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不仅有逻辑清晰的理论体系、干货满满的实践心得，还有中美知名互联网公司增长专家倾囊相授的一线实战经验。

作者简介：

曲卉，现任美国智能投顾应用Acorns公司的市场和实验副总裁。 曾在增长黑客之父Sean� Ellis创办的增长黑客网担任增长负责人。

4.经营者养成笔记

作者：【日】柳井正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柳井正精雕细琢十余年的管理思想佳酿。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还是一份绩效考核表，一份个人心得成长日记，一份教会职场人、管理者、创业者“慎独”的

武功秘籍。

作者简介：

柳井正，迅销集团董事长、总裁兼CEO，一位原本普普通通的工薪族，一位构建世界第三大零售服装品牌的传奇创业者。

5.存在主义咖啡馆

作者：【英】莎拉·贝克韦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

作者简介：

莎拉·贝克韦尔，1963年出生于英国的伯恩茅斯，后随父母在亚洲旅行多年，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长大。 返回英国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哲学专业。

6.故事经济学

作者：【美】罗伯特·麦基、托马斯·格雷斯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带领读者回归到广告时代开始的日子———富兰克林时代，从源头解析广告营销至今的兴衰历程，为困扰无数从业人员自从进入后广告时代开始“为什么人

们不再相信广告？ ”这一问题寻找答案。

作者简介：

罗伯特·麦基，1981年受美国南加州大学邀请，开办“故事”培训课程，随后创办全球写作培训机构。

托马斯·格雷斯，199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社会研究专业，是哈佛商学院首批研究互联网的高级分析师。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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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美国经济何以“繁荣” 何以“衰退”

□刘英团

去年11月，通用汽车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裁

撤了数千名员工。今年8月，美国钢铁宣布在密

歇根州削减200名员工。日前，著名家居产品零

售商劳氏公司宣布裁减数千个工作岗位，能源

业服务商哈里伯顿也加入了裁员行列。 那么，

美国经济何以“繁荣” ，又何以“衰退” 的呢？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认为， 美国经济

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既会增长，也会停

滞，美国经济仍有稳健一面，甚至仍将保持高

速增长。 而美国之所以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天

赋，核心在于能够容纳“创造性破坏” 带来的

后果，破旧立新的潮流从未衰退，新人口、新观

念总是不断带来进步。

尽管在卸任后， 格林斯潘的一些政策由于

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充满争议，但全球“经

济沙皇”“美元总统” 的称号并非浪得虚名。 在

其新著《繁荣与衰退》中，我们不但看到一片荒

芜的殖民地是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强大的创新

引擎，格林斯潘与《经济学人》编辑阿德里安·伍

尔德里奇还以凝练的语言阐述了社会因素对经

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受“客观主义”哲学流派

创立者安·兰德思想上的启发， 格林斯潘始终坚

持自由主义的理念，重视自由市场，反对政府的

过度干预。 他认为市场是理性和高效的，对政府

的管制和干预始终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格林斯潘指出，历次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

表现为市场失灵，也突出反映了政府的失效。对

照当前， 他认为美国和欧洲近年来陷入的经济

疲敝，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摒弃了过去行之有效

的市场经验，陷入了福利权益陷阱，并急剧压缩

了市场自由度。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格林斯潘

和伍尔德里奇仍然抱有信心， 他们认为美国解

决经济问题的钥匙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正

是因为面对“创造性破坏” 带来的损失，美国人

总是愿意用牺牲换取收益， 才鼓励了创新精神

与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推动着美国走向财富和

力量的巅峰。

理解美国成功的原因、曾经遇到过的问题以

及美国未来要走的道路，对于整个世界都至关重

要。“尽管基于市场的信号和经济学家预测显示

经济遭遇波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但历史表明经

济并不会陷入萎缩” ，“至少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没有一次经济衰退是从去杠杆化时期开始的。 ”

格林斯潘认为， 美国经济正处于漫长的复苏之

中。 在本书中，他与伍尔德里奇还谈论了美国经

济深层次的问题。 他们认为，美国经济成功的关

键在于能够允许和容忍“创造性破坏” 。 相比大

多数其他国家，美国更善于处置“创造性破坏”

所带来的创造性成果和破坏性后果。格林斯潘强

调，“企业家是带来创造性破坏的英雄人物———

这些人能够通过个人意志和智慧，把未来趋势变

成现实。 企业家在追逐建设企业帝国、发行新产

品或者根据人类的本性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推动

了生产力的长期进步。 ”

正如“创新理论” 鼻祖、美籍奥地利政治经

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言，“创造性破坏理论”

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堪称“永远存在的飓

风” 。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繁荣在于它认可毁

灭是创造的必经之路。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认

为，美国既擅长于创建各种各样的企业，并培养

这些企业成长壮大，也擅长于关闭那些失去竞争

力的企业。 美国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破产法，它允

许公司倒闭；美国能够接受，在发展的进程中，不

得不废弃一些城镇和关闭一些工厂。 在本书中，

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还针对当前美国所面临

或即将爆发的经济困境提出了最契合实际的政

策建议，例如对福利制度进行改革，以及金融体

系改革等。

关于格林斯潘的故事中，最著名的是他用灵

活的利率政策，创造了美国战后历史上最长的经

济繁荣期，而其政策的核心在于像警惕魔鬼一样

警惕通货膨胀出现的预兆。 1966年7月，格林斯

潘就曾在题为《论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文章中极

力反对通货膨胀并捍卫金本位制度———格林斯

潘预言美国将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纵观格林斯

潘任职美联储主席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济运行，

美国只出现过两次轻微的经济衰退，却出现了历

史上最长的增长期，还开创了“零通胀型” 经济

（物价维持平稳）的奇迹。在市场看来，格林斯潘

似乎总是独具慧眼，在阻击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

增长两者之间“优雅地走着钢丝” 。 透过复杂的

经济现实， 无论是罗斯福新政带来的实际效应，

抑或全球化及其影响给民众带来的剧烈冲击，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是数百万普通美国民众释

放出来的惊人能量，也正是这股能量推动着美国

走向财富和力量的巅峰。

相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格林斯潘赋予金融更

多、更重大的意义。他认为，金融市场在商业周期

的发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格林斯

潘即在论文《股票价格与资本评估》论述了资本

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股票价格

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借助丰富翔实的资料和金

融数据，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不仅再现了美国

经济发展史上的许多精彩场景，还清晰地回顾了

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变迁。 格林斯潘坚信，只有

在无限增长的环境下， 经济才能充分发挥潜力。

在《繁荣与衰退》中，格林斯潘和伍尔德里奇并

非无原则地对美国及其政要、经济政策连篇累牍

的赞扬，而是在研究和梳理过程中针对经济社会

的复杂性给予鞭辟入里的剖析，并以相对客观的

态度对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部分决

策进行了反思。

探索终结贫穷的

最佳路径

□邓宇

经济学的发展已从早期追求经济增长和

经济政策等市场层面，转向关注贫困、收入平

等等社会发展领域， 经济学科的嬗变充分展

现了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更加注重

社会平等、民众福祉等人文关怀和伦理。事实

上， 全球化时代下各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日

益突出，不断侵蚀各国的发展根基。美国知名

经济学作家安妮·罗瑞在《贫穷的终结》一书

中分析了大量的案例， 从各个地区的全民基

本收入政策实践考察， 探讨在这一政策背后

各个国家的政治维度、知识谱系，并且提出关

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差异性所隐藏的深刻的政

治、历史和社会语境。

作者分析指出，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在不

同国家实践所产生的巨大差异具有根深蒂固

的观念因素， 更有这一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内

涵。任何国家和民众要彻底摆脱贫困问题，终

结贫穷，都需要付诸于政策实践，看清劳动力

的本质属性，“不劳而获”并不可取。 在推进

扶贫政策时，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全民基本收

入政策培育更具积极性、启发性的就业市场，

激活民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 同时更要

考虑改变贫穷落后的处境所依赖的技术、政

策、市场、创新等多种要素。

本书的案例非常丰富， 包括世界上较为

贫穷的地区肯尼亚，具有发展潜力、贫困问题

严重的印度，高科技企业的聚集地“硅谷” ，

这些地区在推进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方面不遗

余力，却取得了迥异的结果。全球化孕育出了

遍布世界的产业链，在资源、技术、劳动力、资

本等方面形成价值分工， 进而延伸为收入的

巨大差异。 技术的进步虽然催生了大量新的

产业、行业和就业岗位，却也无形中造成了失

业潮， 很多过去的密集型产业以体力劳动力

为主，却在工业机器人时代被技术所替代，贫

困问题不断蔓延。 这便是作者所提出的智能

时代的“技术性失业” ，应对这种困局的有效

措施仍然是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从实践来看， 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所宣扬

的不仅仅是解决基础的贫困问题， 更重要的

是通过现金补助、发放食物、提供临时住所等

措施，为后续实施长期的扶贫计划奠定基础。

读这本书很重要的体会是贫困的诱因极

为复杂，既有原生性的贫困，如地理环境、生

存环境恶劣，无法产生更多的收入来源；也有

因为疾病等因素产生的贫困， 同时还有科技

进步导致的技术性失业。在探讨扶贫问题时，

我们也应对此有更深刻、全方位的认知，评估

贫穷等问题产生的多方面原因， 将贫穷这一

严肃命题置于收入平等、 社会公平等政治经

济层面。如本书一直倡导的理念，全民基本收

入政策不是经验和理想， 而是需要思考这一

政策和项目实施的计划、目标和措施，将解决

贫穷问题纳入到政治议题、 经济议题和社会

议题，统筹扶贫政策的实施。

全球化时代， 贫富差距问题并非发达国

家“专利” ，而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中

都有存在，具有普遍性意义。探讨贫穷问题也

成为了经济学衍生的研究领域，2019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正是授予了三位关注世界贫困人

群的经济学家， 显示出世界对于贫穷这一长

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的重视和关注。

作者最终没有给出终结贫穷问题的答

案，而是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充满差异性、自然

性的世界， 各个国家和地区虽属不同的历史

文化、 政治与社会制度， 却面临着共同的难

题。 全球化时代，贫困问题具有普遍性，终结

贫穷终究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共同探讨解决

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方案。不妨大胆设想，将全

民基本收入理念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

实施上，并且与全球治理有效对接，提升到新

的高度。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无一不在减贫事业上有共识和共同利益，加

强合作和交流，将是终结贫穷难题最佳路径。

安妮·罗瑞走访了美国、韩国、肯尼亚、印

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掌握了关于全民基本

收入政策落地的第一手资料， 将全民基本收

入的发展逻辑研究得十分透彻。 但是作者并

没有拘泥于理论的探讨， 而是将写作的重心

放在了考察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和理念的具体

实证上，通过看似毫不相连的案例，深刻诠释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范畴和实施路径，极具

启发性。从这本书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充满

人文关怀的经济学者的理想与追求， 关注贫

穷问题，呼吁公平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号召社

会各界和政府部门在终结贫穷问题上达成共

识，共同努力营造减贫的良好生态，最终消除

贫困，促进社会平等发展。

书名：《贫穷的终结》

作者：【美】安妮·罗瑞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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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底色

作者：【美】莫提默·艾德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者致力于使本书成为一本无

需费力研究，只要读一读就能从中获

益的书。真、善、美、自由、公平、正义，

是人类永恒追求的主题，也是哲学的

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

莫提默·艾德勒， 大英百科全书

委员会主席，哲学研究所所长，阿斯

彭研究所名誉理事。

机器与人

作者：【美】保罗·多尔蒂

詹姆斯·威尔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自人工智能问世以来，人们普遍

持有人机对立的观点，且无时无刻不

在害怕自己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

代。 作者认为，是时候抛开这些无谓

的担忧了，因为人类社会正走向一个

与机器共融共生的时代。

作者简介：

保罗·多尔蒂， 埃森哲首席技术

官和创新官、 埃维诺咨询公司董事

长、世界经济论坛的成员。

詹姆斯·威尔逊， 埃森哲研究部

信息技术和商业研究领域董事总经

理、 巴布森高管教育学院高级研究

员、贝恩公司研究项目负责人。

硅谷增长黑客实战笔记

作者：曲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不仅有逻辑清晰的理论体

系、干货满满的实践心得，还有中美

知名互联网公司增长专家倾囊相授

的一线实战经验。

作者简介：

曲卉， 现任美国智能投顾应用

Acorns

公司的市场和实验副总裁。曾

在增长黑客之父

Sean Ellis

创办的增

长黑客网担任增长负责人。

经营者养成笔记

作者：【日】柳井正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柳井正精雕细琢十余

年的管理思想佳酿。 这不仅仅是一

本书，还是一份绩效考核表，一份个

人心得成长日记，一份教会职场人、

管理者、创业者“慎独”的武功秘籍。

作者简介：

柳井正，迅销集团董事长、总裁

兼

CEO

， 一位原本普普通通的工薪

族，一位构建世界第三大零售服装品

牌的传奇创业者。

存在主义咖啡馆

作者：【英】莎拉·贝克韦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作者将历史、传记与

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弘的视

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了斗争、

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

作者简介：

莎拉·贝克韦尔，

1963

年出生于

英国的伯恩茅斯，后随父母在亚洲旅

行多年，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

长大。 返回英国后，她考入埃塞克斯

大学，攻读哲学专业。

故事经济学

作者：【美】罗伯特·麦基

托马斯·格雷斯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带领读者回归到广告时代

开始的日子———富兰克林时代，从源

头解析广告营销至今的兴衰历程，为

困扰无数从业人员自从进入后广告

时代开始 “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广

告？ ”这一问题寻找答案。

作者简介：

罗伯特·麦基，

1981

年受美国南

加州大学邀请，开办“故事”培训课

程，随后创办全球写作培训机构。

托马斯·格雷斯，

1993

年毕业于

哈佛大学社会研究专业，是哈佛商学

院首批研究互联网的高级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