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货币变局

作者：【美】巴里·艾肯格林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通过全新数据揭示国际货币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作者简介：

巴里·艾肯格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著有《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资本狂流：国际货币体系史》等书。

阿尔诺·梅尔，欧洲中央银行的高级研究员。

利维娅·齐图，欧洲中央银行的研究员。

2.每个人的亚里士多德

作者：【美】莫提默·艾德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为创造者、行动者、认知者，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知自己，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该如何回答那些难解的哲学问……你将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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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如何阅读一本书》《哲学的迷途》《如何听如何说》等。

3.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

作者：【德】托马斯·德·帕多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借助牛顿和莱布尼茨引人入胜的传记，铺陈出我们理解时间的历史。 作者旁征博引，讲述了时间是如何在十八世纪来临之际变得无所不在，并成为自然研究的中心课题的。

作者简介：

托马斯·德·帕多瓦，1965年生于德国，曾在波恩和博洛尼亚学习物理学和天文学。 现居柏林，职业是自由评论员。

4.地理学与生活

作者：【美】阿瑟·格蒂斯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相对于其他地理学书籍，本书特别突出了地理学与生活的相关性。 对人体有害的天气现象、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城市垃圾与危险废物的处理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均有涉及。

作者简介：

阿瑟·格蒂斯，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与人合著多本地理学教科书和两本地图模式分析专著。

朱迪丝·格蒂斯，获密歇根大学学士、硕士学位。 她和丈夫阿瑟·格蒂斯是美国中学地理学计划的原作者之一。

杰尔姆·D.费尔曼，获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任职。

5.技术的本质

作者：【美】布莱恩·阿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布莱恩·阿瑟所创建的一套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论，是打开“技术黑箱”的钥匙，它用平实的语言将技术本质的思想娓娓道来。

作者简介：

布莱恩·阿瑟，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经济正反馈机制的先驱。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运筹学博士学位，37岁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6.数文明

作者：涂子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这本书将大数据与人类文明融合在一起，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叙事结构，还将突破我们的认知边界和思维极限，给我们提供一个应对这个世界的全新的认知方法论。

作者简介：

涂子沛，江西吉安人，大数据先锋思想家。 曾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2014年从硅谷回国，出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从2017年起先后创建涂子沛咨询、数文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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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智能科技

与劳动者的未来

□邓伟萍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智能科技深入到经济中

的各个领域， 传统的工作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

化。 在过去10年间，智能科技已取代越来越多的

工作岗位，生产环节及部分服务环节都在减少人

力。 在这种变化浪潮之中，劳动力市场上哪些人

将如鱼得水， 哪些人将举步维艰？《再见平庸时

代》 的作者泰勒·考恩在书中试图从经济学的角

度给出解答， 在书中揭示经济的新特点对税收、

政府开支、员工福利、债务和教育意味着什么。

对于这些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作

者在书中试图以人力与智能技术的相容度来预

测劳动者的未来， 以对智能世界的适应力来预

言城市的兴衰。深厚的经济学背景，使作者对微

观机制与宏观形势之间的联系十分敏感。 本书

在探讨这个看似严肃的话题时， 也显得游刃有

余； 全书妙趣横生， 即使是没有经济学背景的

人，读来也不觉晦涩。

毋庸置疑， 重大科技革新在改变产业格局

的同时，通常也会带来对就业的影响。在当今全

球经济形势下， 劳动收入的类别在发生很多变

化。较长期的趋势是：中等技术、白领职员、行政

以及销售类工作会变少；对低工资、低技术工作

的需求正在增加，对高工资、高技术工作的需求

也在增加，其中包括科技类和管理类的工作。人

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 本质上也是技术进步与

就业的关系。 类似的情形在人类经济史和科技

史上多次发生，但直到现在，论证“技术进步到

底是创造还是消灭就业岗位” 仍然是困扰着经

济学家们的一个难题。

作者在书中指出， 智能机器将通过四步进

化改变很多产业。 第一步，机器很少有所助益，

人们只是为了建造更好的机器进行前期投入。

第二步， 程序操作领域的专家们将不得不与机

器进行合作，弥补机器能力的部分空缺。随着程

序的优化，就进入了第三步，这时人们对电脑程

序的掌握已经非常熟练， 对相关产业专业知识

的了解却维持在最低程度。 这些电脑程序本质

上只是信息处理器， 只不过它们能理解整体情

境。 到了第四步，也就是最后一步，独立程序的

能力已经如此之强， 以至于它们不再那么需要

人类。发展至此，之前与电脑合作的人们会在其

他地方寻找新的工作， 例如智能机器分析还不

发达的产业。

当然，智能机器不会一次性改变整个经济，

但它们会慢慢地使我们的经济发生变革。 随着

各个经济部门开始使用新型智能技术， 有效的

人机合作团队这一概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并

且变得形态各异。

作者认为， 要是多年科技进步所积累的机

器智能和互补性应用在一夜之间都被我们所掌

握，可能会引起很大的动荡。很多人无法找到任

何工作，因为他们不会使用先进的机器，而要学

会使用这些机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今天

之所以能较好地掌握机器， 是因为我们的技术

进步是渐进的， 我们可以边走边学。 在技术领

域，进步通常是好事，但逐渐的进步往往更好。

从短期看，随着智能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

地对一些单一、 繁重的劳动和人工无法处理的

精密工作岗位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远看，智能

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工作效率，带

来的正面效用远超其负面影响。因此，需理性地

看待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影响。

众所周知，在智能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人与机

器不但没有趋于相同， 反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差

异更大，其中包括认知方面。本书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关于机器的进化，但其实人类也会改变。作者

所指的并不是长期性的基因代码变化， 而是一些

更简单的变化，包括生活方式上的变化，还有我们

做出的获取或拒绝何种技能的决定。

就实际情况而言， 我们正在把大脑的一部

分“外包” 给机械设备，事实上我们这样做已经

有数千年了，无论是以书写工具、书籍、珠算的

形式，还是以现代超级电脑的形式。这些发展的

结果是， 我们变得更加专注于那些机器不能帮

我们完成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很明晰地描绘，几十年前，迪斯

尼的电影公司会雇用艺术家手动绘制动画帧，

在此过程中， 艺术家的感觉和自律是最重要的

能力。而如今，一部动画电影的制作完全依赖于

电脑绘画， 以及把这些绘画变成屏幕动画的技

术能力。普通工作变为技术性工作，这类变化正

在蔓延至整个经济领域。不管是何名目，大多数

工作早晚都会变成技术性工作。 医药、教育、法

律、制造，以及其他很多产业，都已经开始向技

术性工作转变。

因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来智能技术

的深入发展中，首当其冲的将是体力类和认识类

的程序性工作，非程序性工作可能会受益。 一旦

人工智能算法在记忆、分析和辨识各种模式的能

力上超过人类，不仅将提升工作效率、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 而且会改变人类现有的生活模式，更

有可能会对劳动、就业等产生不小的影响。

美元仍是不可或缺的货币？

□徐强

“欧元之父” 罗伯特·蒙代尔说：“强大的

国家拥有强大的货币” 。 从历史上看， 确实如

此。 历史上每一种伟大货币的发行者（至少在

开始阶段），同时也是强大的国家。 它们在当时

全球政治的大博弈中即便不是霸主， 也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包括早期雅典的

银币德拉克马，拜占庭帝国的金币苏勒德斯，文

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洛伦萨的弗罗林和威尼

斯的达克特，17世纪的荷兰盾，18世纪西班牙-

墨西哥的银币比索，19世纪的英镑，以及20世纪

和21世纪的美元。而在东方历史上，宋朝铸造的

高质量铜钱则深受日本镰仓幕府的喜爱。 虽然

他们都是由各国政府发行的， 但都曾经短暂地

或者长久地主宰过跨境贸易和金融活动， 世界

经济因此而获益匪浅。

货币国际化是激烈竞争的产物， 并涉及实

实在在的利益。 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关于铸

币税的说法。从技术上的定义来看，铸币税是指

货币的名义价值高出其生产成本的部分， 因此

当外国人通过可贸易商品、服务的贸易交换，或

通过对外资产投资的途径获得和持有本国货币

时，就会产生国际层面的铸币税。一国货币在跨

境交易中的累积量不断上升， 就意味着经济资

源的悄然转移， 这对经济总体来说是一笔实实

在在的资源收益。

这种收益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来自外国

对本国现金的囤积， 即对本国银行券和硬币的

囤积。 因为中央银行对其现金负债并不支付任

何利息，所以外国持有本国银行券和硬币，就相

当于货币发行国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 以美国

的情况为例，据估计，在美联储未偿付的美元存

量中，流通于美国之外的部分竟然高达60%。 到

2011年年底，其数量高达6500亿美元。 按照当

前的低贷款利率来计算， 这相当于为美国政府

每年省下了高达150亿-200亿美元的利息支

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收益的另一部分其实更为重要，这就是由于

外国持有的、以本国货币标价的金融债权的不断

上升，即对金融资产有效需求的不断增长，实际

上降低了借贷的成本 （与金融资产未以本国货

币标价时相比）。 事实上，这就相当于产生了一

笔利息补贴。 经济理论表明，人们出于流动性的

考虑，更加愿意持有这些金融资产。 这一收益通

常被称为“流动性溢价” 。 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

看， 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持有这些资产的动力，

即对投资安全的需要，于是又进一步产生了“安

全性溢价” ，有时也被称作“安全税” 。 总的来

说，美国因此得到的利息补贴估计高达80个基点

（即0.8%）， 这为联邦政府和其他国内借贷者每

年节省了至少1500亿美元的利息。 对欧洲来说，

类似的收益估计占到了欧元区GDP的0.5%。

收益的第二部分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法

估算出来， 即计算货币发行国海外资产较高

的回报与对外负债较低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研究表明，就美国整体来说，因外国持有美元

金融债权而带来的额外收益每年高达300基

点（即3%），甚至更高。 这一收益相当于美国

GDP的1%-3%。 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元的强

势货币地位，还缺少有竞争力的挑战者。

《货币强权：从货币读懂未来世界格局》一

书的作者本杰明·J.科恩便持有上述观点。 他在

本书中系统地探究了货币国际化与国家实力之

间的种种关联之后认为，美元是“不可或缺的

货币” ，离开它，世界就无法运行。 能够支撑货

币强大起来的各种经济和政治资源， 只有美元

全部具备。与此同时，欧元则由于其治理机制设

计中的结构性缺陷而先天不足； 人民币也面临

着诸多实际约束条件。 与当前日益流行的唱衰

美元的看法相反，《货币强权》 一书的观点是，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美元仍将继续处在货币金

字塔的顶端，保持全球货币的领导地位。

同时，国内比较谨慎的学者也持类似的观

点。 某学者就认为，当今世界的“美元体系” 存

在三大机制。 第一个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 日

本、德国等“贸易国家” 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

以后，还要将其中相当大部分借给美国。 美元

是世界清算货币、结算货币和主要的资本市场

交易货币，如果不借给它，美国要自己满足基

础货币发行的话就会印钞，有可能引发美元贬

值。 这意味着，一方面其他国家本身拥有的美

元储备缩水，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

面美元贬值意味着其他国家的本币升值，对出

口非常不利。 所以，作为“贸易国家” 的悲剧就

在于，需要被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尽量

不让美元贬值。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大的债权

国要维持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稳定，这

是商品美元还流机制迫使其他国家承担的被

动责任， 也是其他国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公

司债的原因。

第二个是石油交易的美元计价机制。 1971

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 、美元与黄金脱钩之

后， 美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自身的储

备货币地位。为此，美国迅速找到了石油这种工

业血液， 联合沙特等国建立了石油交易的美元

计价机制。 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若要进口石油

就必须用美元支付，因而必须储备美元。 这样，

美元在与黄金脱钩之后依然牢固地保持着全球

储备货币的地位。

第三个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本币计价机制。

美国80%以上的对外债务是以自己可以印刷的

美元计价的。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讲，

针对自己的对外负债， 美国是可以通过印刷美

元解决的。当然，正是由于美元是美国控制世界

的最主要工具，现实中美联储、财政部还是格外

慎重的，轻易不会乱来。 但事实上，美国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搞了4次量化宽松，释放出

大量流动性。因此，本杰明·J.科恩建议学习经济

学或研究经济学的人不要轻言 “美国衰落” 或

者“美元衰落” ，除非美国对外发债的大部分不

用美元标价而是用欧元、 日元、 人民币或者

Facebook发行的电子货币Libra标价的时候，

其他国家再考虑用什么货币替代美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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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狂流：国际货币体系史》等书。

阿尔诺·梅尔，欧洲中央银行的高

级研究员。

利维娅·齐图，欧洲中央银行的研

究员。

每个人的亚里士多德

作者：【美】莫提默·艾德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为创造者、行动者、认知者，我

们该如何正确地认知自己，理解我们

的社会生活，以及该如何回答那些难

解的哲学问……你将在本书中找到

答案。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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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有《如何阅读一

本书》《哲学的迷途》《如何听如何

说》等。

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

作者：【德】托马斯·德·帕多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借助牛顿和莱布尼茨引人入

胜的传记， 铺陈出我们理解时间的历

史。作者旁征博引，讲述了时间是如何

在十八世纪来临之际变得无所不在，

并成为自然研究的中心课题的。

作者简介：

托马斯·德·帕多瓦，

1965

年生于

德国， 曾在波恩和博洛尼亚学习物理

学和天文学。现居柏林，职业是自由评

论员。

地理学与生活

作者：【美】阿瑟·格蒂斯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相对于其他地理学书籍，本书特

别突出了地理学与生活的相关性。

对人体有害的天气现象、 城市土地

利用模式、 城市垃圾与危险废物的

处理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均有涉及。

作者简介：

阿瑟·格蒂斯，获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华盛顿大学博

士学位。

技术的本质

作者：【美】布莱恩·阿瑟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布莱恩·阿瑟所创建的一

套关于技术产生和进化的系统性理

论，是打开“技术黑箱” 的钥匙，它用

平实的语言将技术本质的思想娓娓道

来。

作者简介：

布莱恩·阿瑟， 著名经济学家，研

究经济正反馈机制的先驱。 在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经济学硕士学

位和运筹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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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

数文明

作者：涂子沛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这本书将大数据与人类文明融

合在一起， 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

种全新的叙事结构， 还将突破我们

的认知边界和思维极限， 给我们提

供一个应对这个世界的全新的认知

方法论。

作者简介：

涂子沛，江西吉安人，曾在美国学

习、 工作多年，

2014

年从硅谷回国，出

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从

2017

年起

先后创建涂子沛咨询、数文明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