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来

书名：《重来3：跳出疯狂的忙碌》

作者：[美]贾森·弗里德、戴维·海涅迈尔·汉森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一家长期盈利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两位作者明确反对那种让人每天感到混乱、焦虑且让人疲惫不堪的工作方式。 通过展示Basecamp公司在公司愿景、工作时间、公司文化、工作流程、业务管理等方面所做的事，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新的可能———冷静的公司文化。

作者简介：

贾森·弗里德和戴维·海涅迈尔·汉森是美国软件公司Basecamp的创始人。 Basecamp公司始终保持着“小、美、酷”的特征，它的50多个员工在世界各地远程办公，是远程协同工作的典范。 贾森和戴维合著的第一本书《重来：更为简单有效的商业思维》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前列，书中推崇的管理理念在国内商业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流投资家用“世界史”挣钱

书名：《一流投资家用“世界史”挣钱》

作者：【日】冢口直史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作者历数世界史与金融史并行发展的因果关系，引领读者依据当下市场，依托历史规律，稳健投资，掌控未来。 这本书告诉我们凶险的资本市场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但其运行有规律可循。

作者简介：

冢口直史，全球宏观战略基金理财专家。 早稻田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青山学院大学金融学硕士。 曾供职于富士投信投资顾问公司、黑石基金等。

反惰性

书名：《反惰性》

作者：[德]加布里埃尔·厄廷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从幻想的真实效果入手，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了乐观幻想的弊端。 它不但会欺骗大脑，腐蚀人们的内在活力，还会制造出自欺欺人的过滤层，以排除那些会拆穿自己的真实信息。

如何不让美好愿望沦为“白日梦” ？ 厄廷根根据自己20余年的研究成果，创造了全新的工具WOOP。 将“乐观幻想”与“事实障碍”牢牢绑定，由幻想催生的惰性就会被破除，接着再与明确的计划密切关联，人们的行动力就会大幅提升。

作者简介：

加布里埃尔·厄廷根，世界著名心理学家、德国汉堡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 她以20余年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提出著名的WOOP思维理论，帮助人们将乐观想法付诸实践。

中国的当下与未来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是郑永年先生继《不确定的未

来》、《未来三十年》 之后的又一部力

作。 他用擅长的国际视野，系统地解读

当下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解析世界

格局的变化趋势，并就面临的风险和挑

战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当下中国人对未

来的思考指明方向。

作者简介：

郑永年，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

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

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近年来，先后出

版专著

20

多部。

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

作者：[美]大卫·D.弗里德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卫·D. 弗里德曼利用大量的常见

案例， 加上他渊博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知识， 坚定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 “辩

护” 。 他简洁明快地厘清了法律与经济

学的关系，同时又不会牺牲观点的深度。

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颠覆传统法律学

者的结论而是改变了双方辩论的本质。

作者简介：

大卫·

D.

弗里德曼

(David D. Fried－

man)

，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著名经济

学家、法学教授、科幻小说家，美国圣塔

克拉拉大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子。

百年变局的印迹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由国际经济学者集体创作，涉

及国际经济各个领域， 并经历国际经济

风云变幻的五年时间。借此文集，展示北

大相关领域的学者对国际经济现象与问

题的冷静观察， 也是学者参与现实经济

发展，为相关政策建言发声的一种体现。

作者简介：

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

导，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多管齐下激活农村金融内生动力

□孙树强

金融作为经济的血液，在农村全面振兴中

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从供给侧看，存在

金融服务不足、金融产品单一、金融可得性较

低等问题；从需求侧看，存在农村客户分散、规

模小、服务费用高、风险大、抵押品缺失等问

题。 供给和需求两端存在的一系列短板，导致

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着鸿沟，亟待弥合。

徐忠在其新书《中国的根基：农村金融重

构与改革视角》中，回顾了农村金融改革和发

展历程，阐述了未来农村金融改革的着力点和

方向。

农民贷款难

对农民来说， 想要获得金融服务不是件

容易的事情。 因为缺乏抵押品，普通农民从金

融机构贷款存在较大困难， 目前可以通过多

户联保、直补抵押等方式贷到一些资金，但规

模有限。 对于农村种养大户、大型农用机械购

买用户、农村企业等，贷款相对容易一些。 从

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来看， 除了基本

的存贷业务，其他产品非常少。

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农民在申请贷款时，

费时费事的申请程序往往打消了借款的积极

性。 当农民有资金需求时，最先想到的不是金

融机构，而是向亲戚、朋友借贷。

应该说， 我国金融服务的供给能力是很

强的，但为什么农民贷款难？

其原因，一是涉农贷款风险高、成本大、

易亏损。 农村的一个特点是人员分散，信用

体系缺失，缺乏必要的抵押品，且每一笔贷

款规模较小， 这就导致贷款存在较大风险，

成本也比较高，易产生损失。

二是一些支持农村金融的措施与农村金融

机构的激励不相匹配。 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

里” 需要金融机构来完成，这些金融机构的行

为直接决定了金融服务农村的效果， 而银行作

为营利性机构来执行惠农政策，积极性较低。

三是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比较单

一。 目前服务农村的银行类机构包括农业银

行、邮储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基

本都是储贷类银行机构，保险机构不多。 金

融服务较为单一， 既缺乏信贷产品的多样

性，也缺少投资产品。 农村人很少接触到保

险、基金，理财及金融意识薄弱，大多数农民

只是将资金存在银行。

农村金融应如何运作

金融在支持“三农” 过程中存在梗阻，

其中的症结是政策激励与金融机构的市场

化运营之间存在错位。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虽然获得了政策优惠，但要自负盈亏，政策

优惠与最终风险并不完全匹配。 例如，较低

的贷款利率容易给金融机构带来亏损，增加

不良贷款的发生率。

徐忠在书中指出， 不可持续发展的农村

金融体系是无法长期支持“三农” 、服务“三

农” 的。 如果对金融机构投放涉农贷款比例、

存贷比等指标加以硬性约束， 但又缺乏针对

性激励措施，其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

因此， 应该适当扩大金融机构的定价自

主权，使其运营更加市场化，即使出台针对涉

农金融的优惠政策， 也要考虑是否与金融机

构的激励相容。 过去，农村金融政策更多的是

从供给端来考虑，即通过降低利率、督促金融

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等来加大对“三农” 的支

持。 未来，政策的着力点应该向降低农村地区

信贷风险和信贷交易成本倾斜， 加强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使其愿意放贷。

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随着消费形态和金融科技的发展，农

村的金融消费者越来越多地从网上购物，

在此过程中接触并开始应用金融科技，如

移动支付、手机转账等，一些人还通过互联

网进行借贷。 金融科技因为成本和门槛低、

效率高、可触范围广，其触角已经深入到广

袤的农村。

但是， 农村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

素养不高，既不熟悉相关技术，也不了解如何

防范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 更缺乏数据和

隐私的保护意识，当自己权益被侵害时，缺乏

保留证据和维权意识，也不熟悉仲裁、诉讼等

维权途径。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地应用金融科技，农

村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亟需重视， 需要通过

多种途径提高其金融知识水平， 避免其权益

受到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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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允诺和危险

□何怀宏

由一位世界最大的老牌高科技公司之一的总裁

来专门出书讨论“数字时代的允诺和危险” 大概最好

不过了。微软公司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作

为主要作者的《工具，还是武器》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布拉德·史密斯从一个公司全局管理者的地位

和角度， 全面讨论了新兴的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

利用发展、可能的隐患和解决的办法。书中各章大多

从一个具体的现实个案或生动的故事开始， 然后展

开其深入思考和处理方案。比如，由斯诺登事件引起

的监听问题，科技与公共安全问题，政府如何保护个

人隐私和公司如何保护消费者隐私的问题， 网络攻

击、虚假信息和人才鸿沟问题，社交媒体和数字外交

问题，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脸识别和失业问题等。

道德自律

微软公司较早就意识到公司自身必须有一种对

技术应用的伦理自律，并明确提出了一些自律原则。

但作者认为仅仅依靠一个科技公司的道德自律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跨国公司沟通协作，乃至包括主动

寻求政府监管、寻求国际合作与监督的主张。

笔者特别欣赏作者主张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

题的努力和谈判原则。 史密斯同意美国人麦塔加特

的观点：“法律需要跟上科技的步伐，否则人们将不

断突破底线。 ” 为了推动立法立规，确定各自恰当的

界限，微软公司甚至五次起诉美国政府。而在所有的

法律纠纷和谈判中，微软公司又恪守“一个简单的

原则： 绝不让谈判局限于只能产生一位胜者的某个

问题” ，而是把更多的问题摆到桌面，创造更多交换

和让步的机会，并做出一轮又一轮的妥协，从而让各

方都有赢面。妥协并不是软弱无能，而恰恰是寻求能

够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作者也不主张一次性地完

全彻底地解决问题，比如完全禁止某些东西，而是先

寻求部分控制， 这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操作路径，

“需要手术刀而不是剁肉刀” 。

技术的两面性

而处理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于技术特性的

认识。作者明确地阐述了技术所兼有的两种特性：一

方面是人类利用和控制外物的有力工具， 另一方面

也可以是具有严重伤害性的武器。

当涉及公共安全和人们生命的紧迫之时， 技术

往往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是不是对来自政府的要

求一律有求必应呢？如果权力被滥用，新技术就可能

成为伤害公民基本权利的武器。 史密斯意识到这一

问题需要明确的法规， 他为这个问题代表微软公司

又一次起诉了美国政府，试图寻求公共安全、国家利

益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微妙平衡。

今年的新冠疫情使我们对网络技术的两面性有

了深刻体会。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方便，很难

想象，当我们闭门不出时，如果没有网络，没有联通世

界的各种信息，没有种种网上购物，我们该如何生活。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网络带来五花八门的谣言或

虚假信息，乃至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和人肉搜索。

技术面临的挑战

如果从技术的本性来看， 现代技术的本质表现

至少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它具有一种能将几乎所

有人，甚至人的所有活动都卷入进来的力量。 第二，

它也是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 一种单向进步的强大

力量。它有一种内在的不断向前发展的冲动，不会自

己停步，且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比如，我们很容易看

到，所有的技术产品都不断被要求和追求换代更新，

不更新就死亡，很快就被淘汰。它不仅适应和满足人

们的需求，甚至是不断创造新的需求。

但是，正如作者所言，技术的控物能力极大增长

并没有带来人类自控和组织管理能力的相应提高。

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要是人类组织能力的发展

能够跟得上科技前进的脚步” ，那么，科技进步“早

就可以使我们生活得幸福愉快且无忧无虑了” 。 相

反，“这些辛苦赢得大机器时代的成就掌握在我们手

里，但像把剃刀交给一个三岁小孩一样危险。 ”

因此， 作者也谈到当今挑战的关键所在：“在科

技不断进步的同时，它所创造的未来能否被世界（人

类）控制？” 用作者提出的技术两方面特性发问则是：

既然技术兼有工具与武器这两面的属性，那么武器的

属性会不会慢慢超过工具的属性，甚至走到人类完全

无法控制的地步？ 技术如此吸引人，哪怕我们在消除

它的弊害的时候也不得不使用技术，那么会不会有一

天技术倒转来完全掌握人类？ 我们的出路何在？

2018年的夏天， 我和作者布拉德·史密斯先生

在北京有过一次会面和谈话。 他在《工具，还是武

器》一书中也叙述了这次谈话，并介绍了我的一个

观点，即西方人更多地相信进步是一条直线，科技不

断向前发展，他们对技术持续改进持乐观态度。而在

中国， 则可能是一种万物周期性变化的观点更占上

风，生命也是一种轮回，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一切都

会回到原点。

也许这个时间有各种各样的循环：宇宙的循环、

生命的循环、文明的循环、思想的循环。 当我们在技

术线上处在某个高点的时候， 在精神线上却有可能

恰好处在某个低点。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但人类的

文明不会中断。

■ 财富书架

书

名

：

︽

中

国

的

根

基

：

农

村

金

融

重

构

与

改

革

视

角

︾

作

者

：

徐

忠

出

版

社

：

中

信

出

版

集

团

一流投资家用“世界史”挣钱

作者：[日]冢口直史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作者梳理世界史与金融史并行发展的因

果关系，引领读者依据当下市场，依托历史规

律，稳健投资，掌控未来。 这本书告诉我们资

本市场永远都不会风平浪静， 但其运行有规

律可循。

作者简介：

冢口直史， 全球宏观战略基金理财专家。

早稻田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青山学院大学金

融学硕士。 曾供职于富士投信投资顾问公司、

黑石基金等。

重来

作者：[美]贾森·弗里德、戴维·海涅迈尔·汉森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为一家长期盈利的科技公司创始人，两

位作者明确反对那种让人每天感到混乱、焦虑

且让人疲惫不堪的工作方式。 通过展示

Basecamp公司在公司愿景、工作时间、公司

文化、工作流程、业务管理等方面所做的事，向

读者展示了另一种新的可能———冷静的公司

文化。

作者简介：

贾森·弗里德和戴维·海涅迈尔·汉森是美

国软件公司

Basecamp

的创始人。

Basecamp

公

司始终保持着“小、美、酷”的特征，它的

50

多个

员工在世界各地远程办公，是远程协同工作的

典范。

反惰性

作者：[德]加布里埃尔·厄廷根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如何不让美好愿望沦为“白日梦” ？ 厄廷

根根据自己20余年的研究成果， 创造了全新

的工具WOOP。 将“乐观幻想” 与“事实障

碍” 牢牢绑定， 由幻想催生的惰性就会被破

除，接着再与明确的计划密切关联，人们的行

动力就会大幅提升。

作者简介：

加布里埃尔·厄廷根，世界著名心理学家、

德国汉堡大学以及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她以

20

余年的科学研究为基础，提出著名的

WOOP

思维理论，帮助人们将乐观想法付诸实践。

书名：《工具，还是武器》

作者：[美]布拉德·史密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财富书架

中国的当下与未来

书名：《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读懂我们的现实处境与30年大趋势》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是郑永年先生继《不确定的未来》、《未来三十年》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他用擅长的国际视野，系统地解读当下中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解析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并就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当下中国人对未来的思考指明方向。

作者简介：

郑永年，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

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

书名：《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

作者：【美】大卫·D.弗里德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大卫·D.弗里德曼利用大量的常见案例，加上他渊博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知识，坚定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辩护” 。 他简洁明快地厘清了法律与经济学的关系，同时又不会牺牲观点的深度。 法律的经济分析并没有颠覆传统法律学者的结论而是改变了双方辩论的本质。

作者简介：

大卫·D.弗里德曼(David� D.� Friedman)，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法学教授、科幻小说家，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子。

百年变局的印迹

书名：《百年变局的印迹———北大国际经济观察文集》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由国际经济学者集体创作，汇总国际经济各个领域，并经历国际经济风云变幻的五年时间。 借此文集，展示北大相关领域的学者对国际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冷静观察，也是学者参与现实经济发展，为相关政策谏言发声的一种体现。

作者简介：

王跃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