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投资的怪圈

作者：（美）贾森·茨威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基于神经学、经济学和心理学交叉领域———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探访数十家全球顶尖神经经济学实验室，亲身参与大量现场实验，并把自己及105位权威专家的研究成果与生活中的奇闻逸事巧妙结合起来，力图让我们理解投资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

作者简介：

贾森·茨威格，曾是《货币》杂志高级撰稿人，《时代》杂志和CNN客座专栏作家。 他受本杰明·格雷厄姆委托，主编《聪明的投资者（修订版）》，这本书被巴菲特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巨著” 。

太阳之下无新事

作者:余永定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文集收录了作者回国后撰写的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文章。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变化趋势的判断；二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争议问题的理论探讨。

作者简介：

余永定，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 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界经济。 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中国经济2020

作者:� 王德培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进行深入解析和预测，探讨究竟是谁开启了破碎化的序幕，指出中美贸易冲突既是终极也是过程，提出中国“三个世界”观点，带领读者穿越重重迷雾，寻找中国经济新亮点。

作者简介：王德培，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为全国各级政府、各大高校、央企、大型集团企业开设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地方战略布局、顶层设计规划等前瞻性课程。

20世纪欧洲经济史

作者:� [匈牙利]伊万·拜伦德

出版社:� 格致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的欧洲经济体制与经济活动，其中包括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等近期事件。 作者完整地描述了欧洲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演进到法西斯主义统制经济、东欧中央计划经济的兴起和崩溃，直至欧洲福利国家及一体化的出现，还有全球化新形势下的欧洲经济问题。

作者简介：

伊万·拜伦德（Ivan� Beren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 专著或合著了30多本关于欧洲经济史的书籍，是研究东欧和中欧经济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学者。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内部讲话

作者:� [美]� 丹尼尔·佩科 /� [美]� 科里·雷恩

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顶级团队的投资管理备忘录，汇聚了以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为首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30年间内部讲话精华，以清晰的架构和严谨简练的语言，记录下“股神”巴菲特和其黄金搭档查理·芒格的最有价值的评论与见解。

作者简介：

丹尼尔·佩科，资历超过30年的专业投资人，《纽约时报》《金钱》《杰出投资人》等众多刊物的财经作者，现为佩科投资管理公司CEO。 科里· 雷恩，曾在伯克希尔公司长期担任内部审计师。 后加入佩科投资管理公司，现为该公司副总裁、财务主管和首席文化官。

灭火

作者:� [美]� 本·伯南克 /� [美]� 蒂莫西·盖特纳 /� [美]� 亨利·保尔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2008年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以伯南克、盖特纳和保尔森为核心的三人救市小组，通过一系列超常规紧急干预手段，成功挽救美国经济走向崩溃。 金融危机10年后，“救市三人组”再次同框，重新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刻教训，为他们的继任者、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央银行的监管者们，提供应对未来危机富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简介：

本·伯南克，美联储前主席，执掌美联储8年，成功带领美国度过大萧条以来严重的经济危机。 蒂莫西·盖特纳，美国第75任财政部长，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与伯南克、保尔森联手救助金融危机，被称为“救市三人组” 。 亨利·保尔森，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

科技迭代速度

让人瞠目结舌

书名：《5G新产业： 商业与社会

的创新机遇》

作者：盘和林 贾胜斌 张宗泽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贾胜斌

我们总是低估科技进步的速度。

2G时代，人们每一次刷新信息都

意味着可观的流量费在奔跑， 大部分

人可能不曾想过，短短一二十年间，上

网资费能够出现断崖式下跌；3G时

代，人们开始花费更多时间浏览图片，

但网络卡顿问题让人头痛不已， 人们

很难预想到，不过十多年时间，视频直

播已经火遍大江南北。

如今， 人类处在4G和5G的交接

点， 人们总是在说，5G暂时只是一个

概念，真正成为现实还需时日。 然而，

无数事实证明， 科技的进步速度往往

让人瞠目结舌。 站在2020年的门槛

上， 我们自然不能用老旧的思想去揣

测技术迭代的速度和威力。

这本《5G新产业：商业与社会的

创新机遇》旨在给每一个低估科技进

步速度的人提个醒：5G时代已经到来

了，而且，已经或即将改变各行各业的

运行模式和逻辑。

本书内容通俗易懂， 文笔轻松，

受众群体很广，读者朋友并不需要具

备相当高深的专业知识就能读懂。比

如， 第三章展现了5G与其他技术的

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背后的价值。 在

5G与大数据的结合部分， 专门提到

5G可以帮助大数据实现数据量的膨

胀， 同时拓宽数据维度， 进而具备

“一点接入，全网服务” 的能力。 而

5G与人工智能结合的部分， 通过案

例发现，新一代的移动通信技术可以

让无人驾驶、智能机器人等一系列应

用场景快速落地。

此外，本书还谈到5G与资本热捧

的区块链技术的融合问题。所有这些，

将从根本上重塑人们对于5G的看法，

彻底改变人们对于5G的片面认识，让

读者真正明白5G不仅仅是移动通信

技术的单一升级， 而是一场足以引发

多种关联科技变革， 甚至颠覆社会经

济生活方式的全方位革命。

事实上， 本书同样适合各行各业

的从业者阅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

技的进步必然会带来生产率的提升。

在5G浪潮中，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

兴产业，都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第四章中，作者详细描述了5G

将如何彻底改变现有经济社会的各个

产业。 其中，一向广受关注的农业，在

5G技术的帮助下， 可实现智能生产，

解放农民的双手， 将乡村振兴落到实

处， 让落后和苦累的农业生产变得阳

春白雪； 与此同时，5G技术可以帮助

工业建设馈线自动化系统， 更高效地

利用能源， 还可以给企业设立柔性生

产线， 随时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生

产决策，在增加工业产值的同时，优化

社会资源配置。

当然， 普通读者也可以在本书中

找到自己与5G的结合点。 第四章第四

节，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在5G赋能下的

智慧城市是如何运转的。在AR/VR技

术的帮助下， 人们都可以参与到城市

规划中， 再通过大数据的推演去集思

广益， 一起为建设更美好的城市而努

力。 当然，5G还可以丰富人们的社区

生活，通过建设智慧服务平台，借助移

动终端媒介， 居民可以更快捷地完成

故障报修、物业缴费、投诉建议等日常

事务， 显著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幸

福感。

本书还向城市管理者展现了5G

技术在未来城市管理中的独特价值。

在第五章，作者描绘了在5G赋能下的

一个全新的智慧社会的蓝图。 在这个

蓝图中，医疗、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

都将出现质的变化， 政府的传统服务

模式也将发生改变，公开透明、多方融

合、勤于创新、万物和谐的管理理念，

将让政府服务变得更精细和更高效。

科技总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

的生活，重塑社会，5G技术的诞生，背

后蕴含着太多的经济价值和商业机

遇，要想了解5G如何引领新时代的发

展，以及未来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喜，

这本《5G新产业：商业与社会的创新

机遇》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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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怪圈

作者：[美]贾森·茨威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基于神经学、经济学和心理学

交叉领域———神经经济学的研究，探访

数十家全球顶尖神经经济学实验室，亲

身参与大量现场实验，并把自己及105

位权威专家的研究成果与生活中的奇

闻逸事巧妙结合起来，力图让我们理解

投资行为背后的驱动因素。

作者简介：

贾森·茨威格，曾是《货币》杂志高

级撰稿人，《时代》杂志和

CNN

客座专栏

作家。他受本杰明·格雷厄姆委托，主编

《聪明的投资者（修订版）》，这本书被巴

菲特奉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投资巨著”。

太阳之下无新事

作者：余永定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文集收录了作者回国后撰写的

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

策的主要文章。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对中国宏观经济中，短期变化趋势的

判断；二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争议

问题的理论探讨。

作者简介：

余永定， 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浦山奖学术委

员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

问。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世

界经济。 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

世纪欧洲经济史

作者：[匈牙利]伊万·拜伦德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的欧洲经济

体制与经济活动，其中包括2008年金融经济

危机等近期事件。 作者完整地描述了欧洲从

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演进到法西斯主义统制经

济、东欧中央计划经济的兴起和崩溃，直至欧

洲福利国家及一体化的出现， 还有全球化新

形势下的欧洲经济问题。

作者简介：

伊万·拜伦德（

Ivan Berend

），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 专著或合著了

30

多本关于欧洲经济史的书籍， 是研究东欧

和中欧经济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学者。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内部讲话

作者：[美]�丹尼尔·佩科 /� [美]�科里·雷恩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世界顶级团队的投资管理备忘

录， 汇聚了以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为首的伯

克希尔股东大会30年间内部讲话精华，以清

晰的架构和严谨简练的语言， 记录下 “股

神” 巴菲特和其黄金搭档查理·芒格的最有

价值的评论与见解。

作者简介：

丹尼尔·佩科，资历超过

30

年的专业投资

人，《纽约时报》《金钱》《杰出投资人》等众多

刊物的财经作者， 现为佩科投资管理公司

CEO

。 科里·雷恩，曾在伯克希尔公司长期担

任内部审计师。 后加入佩科投资管理公司，现

为该公司副总裁、财务主管和首席文化官。

中国经济

2020

作者：王德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进

行深入解析和预测，探讨究竟是谁开启

了破碎化的序幕，指出中美贸易冲突既

是终极也是过程， 提出中国 “三个世

界” 观点，带领读者穿越重重迷雾，寻

找中国经济新亮点。

作者简介：

王德培， 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为全

国各级政府、各大高校、央企、大型集团

企业，开设宏观经济形势、国家地方战

略布局、顶层设计规划等前瞻性课程。

灭火

作者：[美]�本·伯南克

[美]�蒂莫西·盖特纳 /� [美]�亨利·保尔森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金融危机10年后，以伯南克、盖特纳和

保尔森为核心的“救市三人组” 再次同框，

重新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刻教

训，为他们的继任者、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

以及中央银行的监管者们，提供应对未来危

机富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简介：

本·伯南克，美联储前主席，执掌美联储

8

年， 成功带领美国渡过大萧条以来严重的

经济危机。蒂莫西·盖特纳，美国第

75

任财政

部长，亨利·保尔森，美国第

74

任财政部长。

人工智能：共存还是共生

□俞建拖

微软总裁布拉德的新书《工具，还是武器？ 》

非常及时，我们也可称他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吹哨

人” 。书名准确而清晰地提醒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

应用的两面性。 同样，这个书名也暗示，工具还是

武器、希望还是危险，最终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人工智能是理性产物

在人类历史不同时代， 谁在改变和塑造人们

的观念？ 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却又非常值得思考

的问题。

从20世纪开始，企业家和企业在人类社会的

观念塑造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

义，这种影响远远不止于企业内部，而是影响到社

会方方面面。

通常，这种观念塑造通过几种方式：一是通过

大众易于理解和传播的成功故事， 企业家和企业

被渴慕、 效仿和追随； 二是带有政治经济学意味

的， 通过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资本对大众传媒

的干预来实现的；三是正在迅速兴起的，通过对产

品的定义以及企业家自己直接表达的方式， 这是

令人瞩目和值得期待的变化。

今天全球最大的企业，尤其是信息科技企业，

很多都旗帜鲜明地在产品和服务中展现自己的价

值观。如果有人表示怀疑，不妨想想微软、苹果、谷

歌、华为、阿里巴巴、微信有多少员工，他们遍布的

地域有多广， 有多少企业在这些巨头的硬件供应

链上，或者依赖这些巨头的系统平台来开发产品，

更不必说有多少用户在用它们的产品。

如何看待企业家和企业的这种影响？ 就个人

而言， 我乐于将这种影响看作是社会获得更好未

来的机会。

当我们的社会面临一些系统性和根本性的挑

战时，任何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机会，都需

要倍加珍惜。 这些挑战有些是人们能够直观理解和

警惕的，如急性传染病、全球经济危机、核武器扩散

等。 有些则更复杂和难以依靠直觉，如气候变化和

人工智能，因为这些变化会撼动整个社会体系。

相比气候变化，人们对人工智能更加心存犹

豫。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温室气体排放只是人

类生产和生活的副产品，并不是人们想要的。 但

人工智能则不同， 它一开始就是人类理性的产

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用来创造更美好

生活的工具。

不是共存而是共生

本书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积极前景和

种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 也涵盖了诸多已经被关

注和尚未引起关注的相关主题， 如社会分化、失

业、垄断、武器化、大国科技竞争等等，这些议题在

“工具和武器” 这个主题下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

处理。

作者出色的叙述和严谨平实的风格， 让阅读

变得轻松愉快。 我猜想这与他作为微软公司首席

法务官的职业习惯有关。 这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的学术和技术著作， 也不是天马行空的科幻灾难

小说。在书中，大量的思考和分析都是个人体验式

的。作为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他不仅参与了微

软内部关于人工智能研发战略和规则的制定，还

参与了全球范围内各类大型论坛、政府高层磋商，

读者很容易将自己代入这些场景， 理解不同利益

方的关切和选择， 这使得很多看起来宏大的议题

变得真实可信。

我不准备过多评论这本书的内容， 毕竟读者

自己可以从阅读中理解人工智能带来的希望和危

险。 但是我乐于和读者们分享我在阅读本书时获

得的两个思考。

第一， 我们对人工智能开发走向失控要有更

多准备。 靠少数公司和政府的努力建立负责任的

开发是困难的。企业之间有市场竞争，国家之间有

更复杂的技术和军事竞争， 企业间和政府间的博

弈往往会形成典型的囚徒困境， 无法建立有效的

约束机制。

第二， 人工智能对社会系统性、 根本性的影

响， 还在于我们社会还未曾和智能上远高于我们

的物种共生过。人类依靠智识形成的合作体系，将

猛兽灭绝或赶到自然角落， 驯化动物作为伙伴或

者食物，开发疫苗控制病毒的袭扰。但是人工智能

和已知的生物不同，和我们习惯共存的工具不同，

在人类需求的推动下， 有实体和无实体的人工智

能实际上是一个物种，它最终会具备自主性，而且

在某些领域的智能和性能远远超过人类的认知经

验。 所以，在未来我们与人工智能不是共存，而是

共生。但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准备好，人工智能成为

社区的成员，成为伙伴、上级、下级、老师、敌人。当

人工智能全面地介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后， 当它们

从单一功能升级为复合功能， 当它们通过网络连

接成为社区， 现在社会中我们熟知的那些关系和

行为准则可能都需要重新定义， 但是我们还没有

思考和做好准备。 很多人认为这是虚幻的或者是

遥远的未来，但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囚徒困境” ，

实际上这种挑战到来的速度会比想象得要快。

这两个推演结论听起来似乎有些悲观， 但如

果我们不去思考，不做好准备，那么这个挑战有很

大可能变成现实。要应对如此挑战，不能只靠少数

公司、政府、学者，还需要国际层面、行业之间、学

科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更广泛协同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