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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翁游戏之神

身为全球最热销游戏 “挖

矿争霸” 的创始人，

35

岁的瑞典

人马库斯·佩尔森最近因成功向

微软公司出售该游戏公司而身

家超过十亿美元，并成为福布斯

亿万富豪榜新晋成员。 五年前，

当佩尔森在一片迷茫中与同伴

开发出“挖矿争霸”时，世人为之

惊呼，因为它不再是一款简单的

电脑游戏产品， 而更像一块画

布，任人尽情表达自己。

于是乎，挖矿争霸轻易突

破上亿下载量，游戏玩家在虚

拟空间中通过乐高积木般的

方块和砖头建筑自己的领地，

其他玩家则可与之互动。 而

“挖矿争霸” 一词的在线搜索

量不仅超过 “圣经”、“哈利波

特”和“贾斯汀·比伯”等热搜

词，更令佩

尔森大赚

7

亿美元，其

所获之丰

令业界普

遍认为，挖

矿争霸不

再是一款

游戏，更是

新一代人

心目中的

乐高玩具

或微电脑。

在 挖

矿争霸所

构筑的虚

拟世界里，

佩尔森以

“诺奇” 的身份出现，他

的经典形象便是头戴帽子、大

声喊话，并成为数以百万计游

戏玩家心目中的神级人物，甚

至具有宙斯般的权威建立及

明确游戏规则。 而在现实世

界， 佩尔森不过是位有礼、坦

率且内向的普通人。

三个月前，佩尔森毅然走

下“诺奇的神坛”，以

25

亿美元

大手笔将挖矿争霸所属游戏

公司出售给微软公司，其作为

持有该游戏公司

71%

股权的

大股东，当仁不让成为福布斯

亿万富豪榜的新晋成员。然而

在回顾这次大发横财的经历

时， 佩尔森显得并不轻松，在

他看来，巨额财富带来的反而

是沉重反思，而他唯一能确定

的便是放弃挖矿争霸的选择

是对的，他还引经据典，引用

著名艺术大师达·芬奇所言作

为注脚：“艺术永无止境，唯有

放弃。 ”

而这场挖矿争霸所缔造

的传奇可追溯到瑞典近北极

圈的一个小镇埃斯宾。 彼时，

年幼而内向的佩尔森在寒冷

的冬天常以乐高玩具为伴，

7

岁时，佩尔森拥有了第一台电

脑， 并在

8

岁时开始第一次电

脑编程。此后沉迷于电脑与玩

具却疏于社交的佩尔森便将

计算机世界视为人生慰藉，无

论编程还是游戏开发，不仅成

为其青年时代的乐趣所在，更

是其安身

立命的法

宝 。

2009

年挖矿争

霸游戏应

运 而 生 ，

并最终成

就了这位

性格内向

的游戏界

怪才。

不过

佩尔森的

最终成功

还要拜赐

其所处的

移动互联

时 代 ， 不

擅社交的佩尔森推出

挖矿争霸游戏至今并未花费

一分一角用于市场营销，而

是全部仰仗智能手机平台的

“口口相传”。 而挖矿争霸所

属模将公司也不过

30

名员

工， 却在

2012

年创下

2.3

亿美

元的销售奇迹， 利润总额超

过

1.5

亿美元。

如今， 成功出手挖矿争

霸后的佩尔森又马不停蹄

与创业同仁开始了名为“橡

皮大脑” 公司的创始之旅，

而抓住新一代青年的所思

所想更是其一贯追求。 在佩

尔森看来，不仅艺术永无止

境，创意更如是。 （石璐）

《福布斯》

海外视野

08

Global� view

2015年 /3月14日 /�星期六

责编：廖维 E-mail:liaow66@gmail.com

CFP图片

海外观察

别对美国经济

过于乐观

□刘丽娜

近期关于美国经济的国际评论充

斥着这样的判断：“一枝独秀”、“王者

归来 ”、“强势复苏 ”、“惊艳 ” ……从

2009

年年中结束衰退迄今， 美国经济

复苏已进入第六个年头， 不少迹象看

上去挺美。 不过，事情真的会那么一帆

风顺吗？

考察美国经济复苏有几个关键指

标，首先看

GDP

增速。

2014

年美国经济

“低开高走”， 年初因天气原因意外萎

缩后，第二季度发力劲升，尤其是第三

季度增幅高达

5%

， 全年增速为

2.4%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今明两年美

国经济复苏势头更加稳固， 增速甚至

可达

3.6%

。 这一速度在所有发达经济

体中确实十分抢眼。

比起经济增速， 就业复苏更引人

关注。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2

月份，美国

失业率降至

5.5%

，创

2008

年

5

月以来新

低。 这一数据已经接近美联储官员预

计的

5.2%-5.5%

的长期正常水平。

5

年

来， 美国私营部门员工平均时薪增幅

基本维持在

2%

左右。

再看经济动力。 在经济向好的预期

下，美国人逐渐走出前几年的谨慎开支

状况，个人消费稳步增长。 而能源革命

更是为美国经济复苏增添更多自信。诞

生于美国并且依然以美国为中心的页

岩油革命在

2014

年的国际油价市场上

得到充分反应，全球油价自去年夏天以

来跌掉一半。尽管这场关于石油定价权

的较量迄今尚未结束，但对于美国这个

“轮子上的国家”， 掌握了能源自主，就

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

白宫在今年

2

月底发布的《

2015

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认为，今天，美国

的实力更加强大，地位更加牢固，能够

抓住一个新世纪的机遇， 捍卫美国的

利益，抵御一个不安全世界的风险。

目前关于美国经济， 国际上讨论

得最多的是美联储今年何时加息的

问题。 一旦加息开始，意味着美联储

判断美国复苏真正稳固，经济进入上

行周期。

一切看起来都在走向正轨。 但是，

在如此普遍乐观的氛围中， 是否该保

持一些冷思考呢？

事实上， 在实力走强的美国经济

中，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

质解决。 例如，有些数据就可以挖得深

一点。

先看就业。

5.5%

的失业率看上去

确实不错， 每月创造

25

万个非农就业

岗位也相当骄人。 但问题在于，就业创

造当中隐含着惰性。 根据美国预算与

政策优先安排研究中心的数据， 近年

来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明显上

升。 此外，工资增长缓慢意味着经济不

太可能加速增长， 就业市场并没有恢

复到真正的健康水平。

《经济学家》杂志考察美国制造业

历史发现， 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期是

上世纪

70

年代， 当时制造业吸纳的就

业人口达到

2000

万的峰值， 占所有就

业人口总量的

20%

。 而到了

2010

年，则

仅为

9%

， 过去几年大约维持这一水

平。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实体经济振

兴仍不尽如人意。

而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贫富差距

的痼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恶化。 由

于社会分化日益加剧， 最终反映在政

治结构上。 近年来备受国际讽刺的政

治僵局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决策效率的

一大阻碍。 因债务上限拖累，关于政府

关门的风波预计今年下半年还会成为

美国的一项政治议题。

与此相关，尽管超过

17

万亿美元的

公共债务近来已经不那么受人关注，但

每一美元就有超过

50

美分是借来的债

务，经济终究不是令人安心的状况。

对于眼下美国经济看上去的荣

景， 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所长亚当·波森就有自知之明，他

说，美国只不过是矮子中的将军。 美国

的所谓“高增长”只是与欧洲和日本等

发达地区相比。 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

亚大学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更

是冷静， 他说：“我对美国长期前景感

到悲观已经有好几年了。 ”与菲尔普斯

持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研究历史数据

发现，当前美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

年均增幅远低于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

水平。

在各执一词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

将何去何从？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 长期繁荣的

主要催化剂一定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

长。 长期以来，美国的确是一个擅长发

明创新的国家。 而创新最需要的是人

才。 统计显示，在经合组织（

OECD

）当

中，美国的科学、数学和工程专业的毕

业生人数比例排名在第

13

位， 这意味

着美国的创新后劲值得担忧。 对此，美

国要么大力做出教育改进， 要么继续

想方设法吸引全球科技人才， 方为保

持经济长久强盛之道。

海外聚焦

雷·达利欧 打造“赚钱机器”

□本报记者 杨博

在对冲基金业， 可与乔治·索罗

斯比肩的基金经理屈指可数， 雷·达

利欧（Ray� Dalio）绝对是其中最顶

尖的一位。 达利欧创建的布里奇沃特

投资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对冲基

金公司，且堪称一部“赚钱机器” 。 该

公司旗下Pure� Alpha基金在1975年

-2011年期间为投资人净赚358亿美

元，超过索罗斯量子基金自1973年创

立以来的回报总和。

比肩索罗斯

尽管刚过花甲之年， 但达利欧的投

资生涯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早在12岁

那一年，达利欧就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花费300美元买入东北航空公司股票，之

后这家公司被收购，股价翻了三倍。 大学

毕业后，达利欧进入哈佛商学院，在求学

期间通过商品交易为自己赚取学费。

离开哈佛后不久， 达利欧进入

Shearson� Hayden� Stone公司担当

起期货交易员和经纪商。 1975年，他创

建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布里奇沃特联合

公司，彼时他才仅仅26岁。

1985年， 达利欧成功说服世界银

行雇员退休基金将其部分资金交由布

里奇沃特管理。 1989年，柯达公司的退

休基金也交由这家公司管理。 凭借优

异的投资业绩， 布里奇沃特吸引了越

来越多客户， 目前该公司管理的资产

规模已高达1600亿美元。

在风起云涌的对冲基金业， 达利欧

执掌的布里奇沃特堪称一部不停转的

“赚钱机器”。 资料显示，该公司旗下的

Pure� Alpha基金在1975年-2011年净

赚358亿美元， 超过索罗斯量子基金自

1973年创立以来的总回报。 正是凭此骄

人战绩， 达利欧在2012年被业内评为对

冲基金史上最成功的基金经理。

据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FR）的最

新数据， 去年美国对冲基金平均回报率

仅为3.3%， 显著跑输标普500指数13.7%

的涨幅。 然而就在行业整体表现平淡的

背景下，布里奇沃特旗下的All�Weath-

er基金在扣除各项费用后的净回报达到

8.6%，该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高达800亿

美元。Pure�Alpha主要市场基金回报率

达到8.7%，同样跑赢多数同业。

福布斯杂志最新统计显示， 目前

达利欧个人净资产高达154亿美元，在

2015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上

排名第六十位。 福布斯估计，去年达利

欧的个人收入达到12亿美元， 与索罗

斯并驾齐驱， 在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

基金经理排行榜上位居第二。

解密经济机器运行

对达利欧而言， 他不希望在外界眼

中只是一个亿万富翁抑或一个投资人，

而是更希望自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投资

哲学家， 解密经济机器的运转原理和逻

辑。“一切事物都像机器一样在运转。 ”

达利欧称，无论是大自然、家庭还是生命

轮回，都是一部机器，而他一直追求的目

标就是理解经济这部机器的本质， 解密

这部机器如何运作。

在达利欧看来，经济是一部“机

器” ，具有某种特定的历史模式，能够

掌握并且押注。 他的公司拥有1500多

名员工， 而其中大部分并非交易员或

基金经理， 而是专门修订计算机模型

的技术人员。

达利欧是一个宏观型的投资者，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进行投资。 通常情况下，达利欧的策略是

先对政治、 经济、 监管环境变化进行评

估，在对全球经济、通胀、货币政策等宏

观指标进行分析后， 再细致地考察出哪

些行业和公司会受到影响， 市场上的供

需情况到底怎样， 市场价格是否得到体

现，然后通过多元化配置对冲风险。

达利欧历来倾向于投资多元化

资产， 通过杠杆来扩大投资敞口，同

时控制风险。 目前达利欧执掌的基金

投资于全球范围内上百种不同的金

融产品，如日本国债和铜期货，还有

在伦敦或者巴西交易的货币。 在美国

国债市场，达利欧会观察每周国债的

拍卖情况， 看看哪些买家在买入，是

美国银行还是外国央行，抑或是共同

基金或者养老金。 在商品市场，他会

细致地甄别哪些需求来自企业，哪些

需求来自投机商。

达利欧称， 通常情况下人们搞砸投

资都是因为受到各种事件的过度影响，

而忽略了经济运行的本质。

质疑中求真知

达利欧日前在机构投资者杂志撰

文写道，自己的投资哲学来自于质疑，

而非盲目追随。 想要在市场上谋利，必

须独立思考且保持谦逊。 总是跟随大

众观点是赚不到钱的， 因为这些观点

已经计入价格。 但任何时候如果与大

众观点相反也意味着你很可能是错误

的，因此必须保持谦逊。

达利欧举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早

期的失败案例，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在

1981-1982年期间，我深信美国经济将

陷入衰退，这是我的研究结果显示出来

的。 当时美联储正实施紧缩的货币政

策，且大量债务即将到期，全球可能出

现一波债务违约潮。 而如果美联储通过

印钞解决这个问题，通胀就会加速。 我

当时非常确信大萧条即将到来，特别是

1982年8月墨西哥出现债务违约时，我

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事实最终证

明我错了，我认为最不可能出现的才是

最终真正出现的： 时任美联储主席保

罗·沃克尔持续下调利率， 开启了股票

市场的牛市，美国经济进入一个低通胀

的增长期。 ”

“这个插曲教会了我永远畏惧错

误的重要性， 无论我多么有信心自己

是对的。 ”达利欧表示，在这次失败的

经历后， 自己开始寻找那些意见不同

的“最聪明的人” ，通过一遍又一遍地

争论最终理解对方的想法和理由，从

而提高自己做出正确判断的几率。

或许正是上面提到的这次失败，让

达利欧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大胆

押注美国国债， 并凭此在2010年和

2011年大获其利。在令大多数对冲基金

折戟的2008年，他的旗舰基金净值增长

了9.5%。 2010年，该基金更创下45%的

全球大型对冲基金最高回报率。 2011

年， 达利欧的基金再次成为行业领头

羊，回报率高达23%，同期全球对冲基

金平均亏损5%。 仅在2010年和2011年

两年内，达利欧就赚到了70亿美元。

金融城传真

投资盛宴

□本报记者 王亚宏 伦敦报道

虽然有些刻薄，但俄罗斯危机确实能

看作是伦敦金融城股市繁荣的一个正向

指标。比如1998年俄罗斯遭遇卢布贬值和

金融危机打击，紧接着第二年伦敦股市富

时100指数就创下6950.60点的历史高位；

去年俄罗斯再次遭遇经济危机， 今年2月

富时100指数再次冲高， 超过了这个跨世

纪的纪录。

能刷新维持16年的股市高点本身就足

以让金融城的基金经理们举杯相庆， 更何

况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坚信刷新纪录只是一

个开始，富时指数还有能力冲得更高。 毕竟

近一段时间股市利好不断。 首先是希腊的

债务危机柳暗花明。 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

还价， 欧元区财长们最终还是通过了新一

届希腊政府承诺要实施的经济改革清单。

欧元区财长在声明中表示纾困计划的监督

方一致认为， 该清单为围绕纾困计划新条

款的磋商提供了“有效的起点” 。 此举为希

腊将其1720亿欧元纾困计划再延长四个月

扫清障碍， 也暂时消除这个南欧国家退出

欧元区从而导致整个货币联盟分崩离析的

风险。 这大大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直接推

动股市走高。

除了欧元区表现给力外，美联储“女

王” 耶伦也隔着大西洋给股市送来 “红

包” 。 耶伦再次抛出看好美国经济前景言

论，她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发表证词称，从

各方面衡量美国就业情况一直在改善。 她

称经济若如美联储所预料的持续好转，将

从某个时点开始在每次会议上考虑上调联

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美国经济向好，也

让股市更有底气，乐观情绪更加爆棚。现在

已有人提出，富时指数有很大可能在2022

年跨越万点大关。

不过， 经历过16年前高点的资深分析

师和交易员相对谨慎， 因为他们经历过指

数高点后网络泡沫的破裂。 在网络泡沫消

散后的2002年， 富时100指数只剩下3800

多点，与高点相比几乎腰斩。 现在的股市和

16年前有不少相似， 除了油价反弹带动能

源板块走高算是“硬支持” 外，科技板块和

生物板块中有不少公司都在依靠期望和梦

想，缺乏营收或净利润等数据支撑。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新的泡沫在酝

酿破裂，1999年的其他标志和现在已相去甚

远。 比如当时金融城里最流行的手机还是诺

基亚3210，这个近乎坚不可摧的机器统治着

交易员们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当时不但苹果

还没有进入移动通讯领域，连风骚一时的黑

莓也没有崭露头角。现在金融城里人们休闲

的时候可以看看“小雀斑” 埃迪·雷德梅恩

演的电影，可在上一个股市高峰期这位新晋

影帝还没到合法买酒的年龄，那时的“小鲜

肉”是来自爱尔兰的组合“西城男孩” 。如果

说手机和流行文化距离金融城还有些距离

的话， 那么可以看看与投资密切相关的房

价。 当时全英国的平均房屋价格是7.5万英

镑， 而现在虽然股指只是稍稍超出当年，但

平均房价已超过18万英镑。

这也意味着在过去16年里，与投资股市

相比，买房者享受的才是真正的盛宴。

华尔街夜话

美国页岩油产业凉意渐浓

□本报记者 郑启航 华盛顿报道

过去七八个月， 国际油价走势一直是

全球经济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尽管今年

2月以来， 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渐渐显露站

稳脚跟的迹象， 但自去年6月以来的跳水

式下跌已经给全球经济带来联动影响，受

冲击较大的美国页岩油产业就在这个初春

现出丝丝凉意。

《华尔街日报》 网站12日刊文报道，

美国第二大产油州北达科达州的一座原

本默默无闻的小城威利斯顿在过去几年

受惠于页岩油产业快速发展， 一度显现

“疯狂发展” 的繁荣景象。 但从去年油价

下跌以来，该州页岩油产业的投资不断减

少，钻机数量持续下降，新投产的油井数

量随之减少。结果是页岩油行业吸纳就业

的能力不断下降，很多来威利斯顿市找工

作的美国人不得不失望而归，该市的一家

慈善机构每月都要花费1500美元用于购

买车票帮助求职者离开这座城市。

根据北达科达州州政府的最新数据，

今年1月， 该州参与打新油井的钻机数量

已经降至111台，低于稳产需要的115台，

为2010年4月以来最低， 不及2012年5月

最高值的一半。 1月投产的油井数量从去

年12月的183座猛跌至1月的47座， 下降

了74%。 该州1月的日均原油产量也从其

12月创纪录的123万桶回落至119万桶。

该州矿产资源部负责人林恩·赫尔姆斯表

示，因油价下跌，未来几个月北达科达州

的原油产量还将下滑。根据RNB能源咨询

公司的研究，如果国际油价跌至每桶45美

元，美国绝大部分的页岩油产区将因无利

可图而被迫减产。

除了原油产量下降，美国页岩油行业

就业状况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以威

利斯顿市为例，如今不仅是想在该地的页

岩油产业找份工作要比以前困难很多，在

岗工人的工作时间也已经明显缩短，由此

前的平均每周工作60到80小时降至现在

每周40到45小时。 从全美国的情况来看，

虽然整体就业形势不断向好，能源行业的

就业状况却呈下滑态势。 上周五，美国劳

工部公布的2月最新美国就业状况显示，

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5%，创2008年5月以

来的新低，但能源行业相较于去年12月已

减少了2900个就业岗位。

尽管如此， 目前还无法下定论说油

价下跌给美国页岩油产业带来的负面影

响将继续扩大。 一方面，页岩油开采技术

依然在不断进步， 而且关停和重启页岩

油井的经济和时间成本都要远远小于常

规油气井。 另一方面， 经过半年快速下

滑， 目前国际油价已显现渐趋稳定的态

势。 美国能源情报出版集团首席经济学

家戴维·纳普认为，2015年油价走势可能

会经历一个很长的U型底，然后进入上升

轨道。 10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

国际原油价格预期认为2015年伦敦布伦

特原油的均价在每桶59美元， 而纽约轻

质原油的均价在每桶52美元到54美元之

间，较该机构2月的预测值略有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