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1.麦克尼尔全球史

作者：【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全书以“网络”这一概念涵括人类文明由远古演化至今的脉络及其特征。 从远古祖先松散、零碎的交往网络，到早期农业社会的地方性网络，再到电子时代的全球网络，交往网络的演变发展，也正是人类文明成熟发展的过程。

作者简介：

约翰·R.麦克尼尔，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致力于环境史研究，曾出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威廉·H.麦克尼尔，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全球史研究的“关键奠基人” 。

2.财富自由

作者：【美】托马斯·J.斯坦利 萨拉·斯坦利·弗洛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内容简介：

全球富豪研究专家托马斯·J.斯坦利耗费40年心血，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全方位刻画出超过10万名平民出身的富豪的7大典型特征、6个生活和工作的原则。

作者简介：

托马斯·J.斯坦利，美国佐治亚大学商学院教授，营销学专家，获得过国家领袖荣誉学会的杰出教授头衔。 自1973年以来，他一直从事富人方面的研究，潜心研究百万富翁达40多年，是全球研究百万富翁的权威。

萨拉斯坦利·弗洛，美国数据点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3.疯传

作者：【美】乔纳·伯杰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某些产品会大卖，某些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某些思想和行为像病毒一样入侵你的大脑……本书将为你揭示这些口口相传和社会传播背后的科学秘密，并且告诉你如何将产品、思想、行为设计成具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的内容。

作者简介：

乔纳·伯杰，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他在全球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营销学的文章。 他的研究及想法被《纽约时报杂志》评为年度最佳新概念之一。

4.管理陷阱

作者：【英】斯特凡·斯特恩 卡里·库珀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44个管理认知陷阱，直指常见的观念盲点，打破僵化的思维认知，理清管理思维。 两位作者经验丰富，在逐个分析陷阱的同时，提供了一些实用的管理方法。

作者简介：

斯特凡·斯特恩，《金融时报》和《卫报》管理专栏作家，有20余年的管理写作经验。

卡里·库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组织心理与健康。

5.财富的起源

作者：【英】埃里克·拜因霍克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回溯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用动态、主体、互动、涌现和进化五大视角审视当下经济，阐释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促进财富增长的进化力量，提出应用复杂经济学的四大应用领域：战略、组织、金融与公共政策。

作者简介：

埃里克·拜因霍克，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掌门人，致力于将前沿的跨学科方法应用于解决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创新和增长、经济不平等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

6.如果，哥白尼错了

作者：【英】凯莱布·沙夫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微小的微生物到远离地球的系外行星,� 著名天体生物学家凯莱布·沙夫将带领我们进行一场科学探险，为寻找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和意义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作者简介：

凯莱布·沙夫，哥伦比亚大学天体生物学系主任，主要研究系外行星、外行星以及地外生命，力图为人类找到可以孕育可识别生命的行星，并探测生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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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回顾

2008

年金融危机

□孙树强

艾伦·布林德的《当音乐停止之后》 是关于

2008年金融危机解读的著作中出类拔萃的一本。

这本书的题目就很有意思， 乍一看似乎不是经济

学类书籍。 题目的灵感来源于花旗集团首席执行

官在危机之前说的一句话：“当音乐停止，一切会

变得复杂。 但是音乐仍在演奏，你必须起身舞蹈。

我们仍然在跳舞。 ” 当音乐停止之后，椅子的数量

明显不够， 许多金融企业在这个高风险的赌局中

都被摔在了地板上。

作者艾伦·布林德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

授， 克林顿政府时期曾任美联储副主席和总统经

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在书中，布林德用浅显、幽默

的语言， 将美国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和政府政策

出台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间，他不时将一些经

济学概念用直白的语言和例子解释清楚， 即使不

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也能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这是一本面向公众的书。 虽然说经济学似乎

成为了一门显学，谁都可以聊几句，但一些经济书

籍的目标群体并不是普通大众， 这也导致人们对

很多经济问题和政策不明就里， 甚至会产生深深

的怀疑。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关于危机解读的书籍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观察视角不同，出发点不同，

针对的读者群也不尽相同。 例如， 著名记者安德

鲁·索尔金的《大而不倒》、美国财政部前财长盖

特纳的《压力测试》、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行

动的勇气》等。 毫无疑问，这些书籍都是了解危机

的重要文献， 伯南克和盖特纳更是亲自参与了危

机的救助过程。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些书籍的

关注点或许和他们想了解的内容略有差别。 有鉴

于此， 布林德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向普通公众来解

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政府为什么会采

取相应的应对政策。

我们真的能看清危机的演进过程吗？很遗憾，

似乎不能。当身处经济金融危机的漩涡之中时，当

局者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了如指掌， 更不

用说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危机。 例如，当

2007年7月，美国的贝尔斯登银行出现问题之后，

美联储的专家们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

当年8月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 他们认

为“尽管增长下滑的风险有所提升，委员会的主

要政策考量仍在于通货膨胀未如预期那样温

和。 ” 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一

书中指出，“有些人曾经从多个角度出发，就经济

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发出过警告， 但几乎没有哪个

经济学家、 决策者或金融高管按照连贯的方式把

所有这些片段组合到一起进行分析。 ” 直到雷曼

兄弟轰然倒闭，决策者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

鉴于此，布林德将雷曼兄弟称为“肇事的卡车” ，

并将其倒闭作为危机升级的开端。

为什么发生影响如此恶劣的危机？ 我们已

经听到过很多种解释。但布林德认为，将影响巨

大且波及广泛的事件归因于一个祸源是不正确

的。在书中，布林德详细阐述了引起危机的七个

祸源，具体包括：泡沫交叠、不慎使用的杠杆、缺

失的监管、 银行在次级抵押贷款方面不规范的

操作、金融工程的复杂性、粉饰过度的评级、疯

狂的薪酬体系。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个祸源都

足以使单个经济体摔个跟头， 如此多的祸源结

合在一起将世界经济绊倒在地， 迟迟不能起身

也就不奇怪了。危机之后，相关的国际组织及各

国政府都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采取了很多措

施来防止危机重演， 包括解决大而不倒问题

（处置机制）、控制杠杆、规范金融机构高管的

薪酬、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进行

金融监管改革等。尤其显著的是，多数国家都出

台了宏观审慎措施， 来抑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

性，防范系统性风险。

美国政府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危机？ 从

货币政策来看，次贷危机的不断演化，对美国金融

市场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7年9月，美联储

正式开始降低利率， 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由

5.25%调低至4.75%。之后于10月和12月两次分别

下调25个基点。 2008年1月两次下调联邦基金目

标利率，分别下调75和50个基点。 同年12月16日

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

从1%降至0-0.25%的水平，这是26年以来最为剧

烈的一次下调。 在12月降息之后，名义利率已经

受到0下限的限制。 随即，美联储开始执行量化宽

松政策。

从财政政策来看，美国出台了7000亿美元救

助计划，但这个计划的出台过程似乎略显儿戏。在

针对银行家协会的一场演讲中， 提问者问布林德

财政部是怎么想到7000亿这个数字的，布林德回

答说：“我很确定他们是凭空捏造的。 ”

我们能规避经济（金融）危机吗？答案是否定

的。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马克·吐温

的这句名言准确地描述了人类历史的演进。 很多

我们认为独特的现象， 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蛛丝

马迹。 可以确定地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还会不

断地重演，只不过是时间、地点、表现方式、影响范

围略有不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保持

警惕，并回望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戴维斯家族的投资逻辑

□周键立

《戴维斯王朝》的作者约翰·罗斯柴尔德在

导言中介绍，他写作这本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

描述当时能够比肩彼得·林奇的基金经理谢尔

比·戴维斯。 谢尔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掌

管的纽约风险基金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不逊于

彼得·林奇所掌管的麦哲伦基金。但因为谢尔比

行事低调，故比较不为大众所知。和作者见面沟

通的过程中， 谢尔比谈起了他的父亲戴维斯

（谢尔比与戴维斯父子同名，均叫作谢尔比·戴

维斯，中文译本为了区分，就称父亲为戴维斯，

儿子为谢尔比）， 谢尔比说：“我父亲比我更擅

长投资，他将5万美元变成了9亿多美元，绝大

多数投的是保险股。 ” 由此引发了作者的极大

兴趣，最终改变仅撰写谢尔比的设想，而将戴维

斯家族的投资故事撰写成书。

这本书在美国被众多的投资大师所推崇，

彼得·林奇为该书作了序。彼得·林奇说：“历史

从来都是牛熊交替，循环不已。 ” 这句话一语中

的描绘出了股票的历史进程。 在波澜壮阔的美

国经济和股市的跌宕起伏中， 戴维斯家族独立

于大多数专业投资者的投资视角， 保持着从始

至终、 坚定不移的选股策略———基于公司的盈

利，管他股市海浪滔滔，我自岿然不动，长年低

换手率。作者在书中向读者不断呈现着两个面。

一面是股市的阴晴不定，平波也有三尺浪；另一

面是戴维斯家族的舵手们驾着一叶轻舟， 乘风

破浪，如履平地。 一动一静，造就了戴维斯家族

投资成功背后强大的逻辑。 这个逻辑表现在外

部经济、社会环境上，是纷扰复杂的变化，股票

市场的冷与热； 表现在戴维斯家族成员上的是

人格品德、性格兴趣、个人努力、人生际遇等。

作者以美国经济和戴维斯家族的一些大事

件为时间轴， 将这些逻辑一一列出之后进行分

析。读者顺着这些时间轴去阅读和探究，就像进

入一个长长的昏暗隧道，不时会出现一盏灯，在

这盏灯下，读者驻足、思考、小憩，回味书中的内

容，而后沿着隧道继续前行。当读者走到隧道的

尽头，往回一望，发现隧道已不再昏暗，一盏盏

灯光串联起来，照出了戴维斯远看恢弘壮丽、近

看则如潺潺小河的一生。

戴维斯年轻时工作是为了累积金钱， 当金

钱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仍然工作，但已是在

享受工作的乐趣，而不是为了赚到更多的金钱。

戴维斯就像我们身边一个不起眼的老爷子，因

为节俭、执着而有些不大招人待见。 相比金钱，

他似乎更在乎家族的荣誉、社会的认可。他愿意

放弃在华尔街充实的生活，到瑞士当大使。可是

当需要在社会的认可与金钱之间做出割舍的时

候，他会犹豫、犯错。 他如守财奴般看护着他的

钱，因为现在的每1美元，在50年后会变成1024

美元。 别人掏走他兜里的1美元， 在他眼里是

100美元、1000美元。基于对保险行业的深入认

识，他知道，他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能为他创造利

润。他顽固的坚持，导致了他未能很好地顾及亲

情， 和家人产生了矛盾。 可唯有这样执着的心

态，守财奴般的行事风格，才能为他身后的9亿

美元累积本金。

复利是戴维斯能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法

宝。戴维斯父子会把股票分红的钱，不断地进行

再投资。在一段长的时间区间内，股票会上上下

下波动，这个波动可能是平滑的，也可能是陡峭

的，但最终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企业的盈利。读

者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购买了一家持续盈利

企业的股票，每次企业分红，我们都让分红回到

自己的口袋， 开心地享受企业给我们创造的利

润。戴维斯可从不考虑让分红回到自己的口袋，

只要等到价格合适， 他会毫不犹豫地用分红的

钱接着买入这家企业的股票， 如果价格更加合

适，他会借钱继续买入这家企业的股票。

戴维斯在投资的过程中长期以借钱的方式

来增加投资。 这也是戴维斯令很多专业投资人

钦佩之所在。相对于他的儿子谢尔比，戴维斯不

一定有更好的选股眼光， 他一生买过无数的股

票，但能让他长久赚钱的股票屈指可数，其中一

些股票还是谢尔比发现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

戴维斯比谢尔比更为优秀， 因为谢尔比仅是基

金经理，而戴维斯用自己的荷包在股市中锤炼，

他不但用自己的钱，还借钱。 借钱购买股票，会

产生怎样的结果呢？如果择股合适，可以达到比

“戴维斯双击”更好的盈利。 但要是择股错了，

又或者行情向下，那结果会比“戴维斯双杀”更

惨烈。

为何戴维斯掏光自己的荷包之后， 还有敢

于借钱的勇气？作者在书中，隔三差五地就会向

读者强调：没有谁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每个

人，只要勤奋努力，社会总会给予合适的报偿。

戴维斯和谢尔比都是非常勤奋和努力的人，他

们平常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戴维斯每

天6点起床上班， 先于华尔街上班人潮到达办

公室，而谢尔比就算在假期，每天也工作13个

小时。在担任纽约州保险司副司长期间，戴维斯

夙夜在公。勤奋的工作，让戴维斯发现了保险行

业这一个富矿，并义无反顾辞去公职，开始了职

业投资人之路。他和巴菲特一样，坚持着自己的

能力圈，绝大部分金钱投资在保险股票，有几只

保险股，戴维斯持有至少30年，个别甚至40年。

这本书的时间跨度是70年，作者花了很多

篇幅帮读者回顾美国从1929年到2000年左右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在这70年的时间里，美

国有多次经济衰退，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金本

位终结、互联网泡沫等。 可是，道琼斯工业指数

从1930年的41点上涨至1995年的5000点，时

至今日该指数是27875点。 坚守于与优秀上市

公司同成长的戴维斯家族， 也得到了相应的报

偿：戴维斯从1947年进入股市，到1994年去世，

约47年的时间里，初始的5万美元已累积成9亿

美元。

这给了我们一个怎样的启示？ 选择股票投

资，就要以和公司共成长为出发点，简而言之就

是找一批可信赖、持续成长的公司，买入股票，

坚持持有；企业发展、投资人跟着富裕。 保持内

心的平和，坚定自信，不为幡动，终会得到报偿。

书名：《当音乐停止之后》

作者：艾伦·布林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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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尼尔全球史

作者：【美】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全书以“网络”这一概念涵括人类文

明由远古演化至今的脉络及其特征。从远

古祖先松散、零碎的交往网络，到早期农

业社会的地方性网络，再到电子时代的全

球网络，交往网络的演变发展，也正是人

类文明成熟发展的过程。

作者简介：

约翰·

R.

麦克尼尔，美国乔治敦大学历

史学教授，致力于环境史研究，曾出任美国

环境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副会长。

威廉·

H.

麦克尼尔，美国芝加哥大学

历史学荣休教授， 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之一， 被誉为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全球

史研究的“关键奠基人”。

财富自由

作者：【美】托马斯·J.斯坦利

萨拉·斯坦利·弗洛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内容简介：

全球富豪研究专家托马斯·J. 斯坦

利耗费40年心血，从衣、食、住、行等方

面全方位刻画出超过10万名平民出身

的富豪的7大典型特征、6个生活和工作

的原则。

作者简介：

托马斯·

J.

斯坦利，美国佐治亚大学

商学院教授，营销学专家，获得过国家领

袖荣誉学会的杰出教授头衔。 自

1973

年

以来，他一直从事富人方面的研究，潜心

研究百万富翁达

40

多年， 是全球研究百

万富翁的权威。

萨拉·斯坦利·弗洛， 美国数据点公

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疯传

作者：【美】乔纳·伯杰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你是否知道为什么某些产品会大卖，

某些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 某些思想和行

为像病毒一样入侵你的大脑……本书将为

你揭示这些口口相传和社会传播背后的科

学秘密，并且告诉你如何将产品、思想、行

为设计成具有感染力和传播力的内容。

作者简介：

乔纳·伯杰，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

顿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 他在全球顶

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营销学的

文章。 他的研究及想法被 《纽约时报杂

志》评为年度最佳新概念之一。

管理陷阱

作者：【英】斯特凡·斯特恩 卡里·库珀

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44个管理认知陷阱，直指

常见的观念盲点，打破僵化的思维认知，

理清管理思维。两位作者经验丰富，在逐

个分析陷阱的同时， 提供了一些实用的

管理方法。

作者简介：

斯特凡·斯特恩，《金融时报》和《卫

报》管理专栏作家，有

20

余年的管理写作

经验。

卡里·库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曼彻

斯特商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为组织心理

与健康。

财富的起源

作者：【英】埃里克·拜因霍克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回溯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用动态、

主体、互动、涌现和进化五大视角审视当

下经济，阐释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

技术促进财富增长的进化力量， 提出应

用复杂经济学的四大应用领域：战略、组

织、金融与公共政策。

作者简介：

埃里克·拜因霍克，牛津大学新经济

思想研究所掌门人， 致力于将前沿的跨

学科方法应用于解决金融系统的稳定

性、创新和增长、经济不平等和环境可持

续性等问题。

如果，哥白尼错了

作者：【英】凯莱布·沙夫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从微小的微生物到远离地球的系外

行星，著名天体生物学家凯莱布·沙夫将

带领我们进行一场科学探险， 为寻找人

类在宇宙中的未来和意义提供一种新的

可能。

作者简介：

凯莱布·沙夫， 哥伦比亚大学天体生

物学系主任，主要研究系外行星、外行星

以及地外生命，力图为人类找到可以孕育

可识别生命的行星，并探测生命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