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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书架

剧变

作者：【英】戴维·杜根等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引导读者穿越令人目眩的世界

史，去探究那些给某些文明带来繁荣，而

使另一些文明日趋萎缩的关键因素。 通

过引用日记和一手资料， 同时吸纳新研

究成果， 本书得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

论。

作者简介：

戴维·杜根，

BBC

《世界巨变之时》系

列节目制作人，风瀑电影公司董事长。他

曾在

BBC

的科技部供职

10

年， 期间制作

了数版“地平线”专题节目。他为

BBC

第

4

频道，制作了多个专题节目。他曾两度获

得葛兰素科普作家奖。

变革

作者：【日】中田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跟踪、分析、解读了美国制

造业巨头GE进行数字化变革所做出的战

略调整和转变，为我国制造业企业从业者

深度理解什么是数字化、 为什么数字化、

怎样数字化提供了较好诠释和借鉴。

作者简介：

中田敦，日经

BP

社硅谷分社社长。著有

《云计算大全》。

1975

年

4

月，出生于日本富

山市。

1998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

同年进入日经

BP

社。先后任职于日经餐馆、

日经计算机等各个编辑部，

2015

年

4

月作为

硅谷分社分社长常驻硅谷， 对

GE

的发展和

战略调整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和观察。

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作者：【美】丹尼尔·丹尼特

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丹尼尔·丹尼

特，融通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

语言学、人工智能，倾囊相授他一生至今

所搜集的各种好用的思考工具。 本书诞

生于大学新生的课堂，力图做到“人人

能懂” 。

作者简介：

丹尼尔·丹尼特， 世界著名哲学家、

认知科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塔

夫茨大学讲席教授。

2001

年，荣获被誉为

“心灵哲学诺贝尔奖”的让·尼科奖。

2016

年获评全球

50

位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

“人工智能之父” 马文·明斯基称赞他为

“下一个伯特兰·罗素”。

理性之谜

作者：【法】雨果·梅西耶、丹·斯珀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本书对理性进化史及工作原理进行

了开创性描述，着手解决这个双重谜团。 本

书解释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和心

理学家的问题：为何理性偏向于我们已经相

信的东西？ 为何理性会让人产生可怕的想

法？ 为何理性对好想法的传播必不可少？

作者简介：

雨果·梅西耶， 宾夕法尼亚大学哲

学、政治和经济学博士后，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是理性

的功能和运作机制。

丹·斯珀伯，法国社会学家、认知学

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教授，其

最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是认知人类学。

黄金时代

作者：【英】本·威尔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能让读者以全球化的眼光重新

审视19世纪50年代这个黄金时代，进一

步了解各个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 也能

使读者了解技术发展对人类进步产生的

双面影响， 对于读者思考当今全球化发

展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和问题也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本·威尔逊已经创作了四本广受好

评的历史著作，其中《自由何价》为他赢

得了萨默塞特·毛姆奖，而《深蓝帝国：英

国海军的兴衰》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

评选的畅销书。 他就读于剑桥大学彭布

罗克学院，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世界金融史

作者：【日】板谷敏彦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通过人类金融史的一个个灿烂的瞬

间，本书串联起了一幅战争、货币、债务、

财富与人性的壮阔画卷。 可以说，我们所

熟悉的历史事件的背后都有着金融的影

子，而正是这一串串事件构成了今天复杂

纷呈的金融市场。

作者简介：

板谷敏彦， 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经济

系。 曾就职于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后进

入证券行业。 在日兴证券任职期间，被派驻

纽约

6

年。

2006

年，成立投资顾问公司

Root

Asset Management

，担任董事长。因设立日

式对冲基金而成为热议人物。

如何用行为经济学做出正确决策

□张力

一直以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前提是，假设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理性经济人，而行为经济学专

注于研究“人类在经济行为中如何犯傻” 。 在传

统的经济学看来，可能有很多经济决策是缺乏所

谓理性的，但是缺乏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做

的决策都是随机的，是不可预测的。 行为经济学

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

完全只是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包括有心理学

等方面的因素。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

理查德·塞勒， 以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

献。 塞勒的理论与金融领域的一句俗话“多数人

都是错的”不谋而合。 大多数投资者都带有强烈

的主观情绪或者跟风行为，而机构投资者或者精

明的操盘手会通过分析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来组

成模型，依据模型来判断投资者行为是否已经过

激，然后实现反向套利。

在理查德·塞勒所著的《“错误” 的行为》一

书，主要分析了经济中的反常现象。 反常现象是

指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和预测不一致的现象，但

在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 这些现象包括从对这些

反常现象的分析中，塞勒运用博弈论、金融学、劳

动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知识，在消费者选择、

自我控制、 储蓄行为和金融领域做出了巨大贡

献，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回顾塞勒的职业生涯，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始

终围绕着一个激进的观点开展：经济活动的主体

是人，即拥有可预测行为且容易犯错的个体。 在

本书中， 塞勒讲述了他将经济学从高高在上的

“象牙塔” 中带回现实的艰难之旅，其中的故事

引人入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学的看法。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行为可能并不理性，

甚至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是“错误” 的。 更重要

的是，这种“错误” 的行为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曾

经，传统经济学家们并不屑于研究人们的错误判

断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这无足轻重。 不

过，如今这些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却帮助我们在

工作和生活中做出了更好的决定，也促使政府制

定出更有效的政策。

塞勒把人的思维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不假

思索的直觉，即“直觉思维系统”或“自动系统” ；

另一种是比较认真的思考，即“理性思维系统”或

“省思系统” 。主流经济学假设人们用的是理性思

维系统， 但现实中人们运用更多的则是直觉思维

系统，这种思维方式会引出错误的选择。这就需要

设计一种方式，让直觉思维少犯错误。塞勒在本书

中以独一无二的方式探索了人类深层次的弱点。

当经济学遇到心理学，碰撞出的火花将对个人、管

理者和决策者产生深远和富有启发性的影响。

“如果有人问我最希望看到哪个经济学领域

采用现实的行为学方法，那么我的回答是宏观经

济学， 因为目前该领域受到的行为学的影响最

小。 ”塞勒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等宏观问题，对

任何国家的福祉都极为重要，而了解普通人的行

为对明智选择这些政策十分关键。

在当前世界各国宏观经济学政策制定过程

中， 如何制定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显得十分

重要。而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行为经济学的作用可

能被低估。 在制定减税政策的过程中有很多重要

的行为细节， 这些细节在任何理性模型中都会被

视为看似无关的因素。塞勒指出，有一个看似无关

的细节值得政策制定者考虑， 那就是减税是一次

性的还是在一年当中分为几次。 而没有消费者行

为的循证模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通过行为经济

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如果政策目的是刺激消费，

则可以一年分几次减税。 一次性减税节省下来的

税款更可能被人们存到银行或用于偿还债务。

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塞勒表示很多

次都会向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提出，理性模型

是不符合事实的。 他认为如果所有经济学家很开

明，即使理性模型指出某些变量属于看似无关的

因素，他们仍然愿意在自己的研究中融入这些重

要变量，那么行为经济学这一领域将会消失。 那

时，所有的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都会根据所需尽可

能地进行行为分析。

一个值得关注的客观事实是， 到目前为止，

研究宏观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家队伍没有发展

壮大，塞勒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一领域缺

少行为金融学取得成功的两个关键因素：首先，其

理论所做出的预测并不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其

次，数据也相对稀少。 也就是说，金融领域存在的

这种确凿的实证证据，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不容

易找到。 虽然塞勒在本书中对经济学家提出了一

些批评， 但他对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十分乐观的。

近些年来，很多并不认为自己是“行为经济学家”

的经济学家都写出了最好的行为经济学论文。

对于塞勒所研究的成果，有学者认为，在了

解学习塞勒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过程中，有几点

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对主流经

济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发展。 它用的许多概念

和分析方法仍来源于主流经济学，不了解主流经

济学也学不好行为经济学。 塞勒也认为，就整个

经济学而言， 还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主流经济学。

二是行为经济学前途无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行为经济学，它目前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传统

的微观领域， 但塞勒预见它会进入宏观领域，还

会有更丰富的成果。 三是塞勒研究的行为经济

学，都以美国为背景，分析的中心是美国人的行

为。 它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但需要

特别提出的是， 中国人的行为有自己的特色，心

理也不同于美国人，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与美

国有很大区别。 因此，如何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理

论分析中国人的行为，设计出适合中国的助推方

法，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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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

提供发展新思路

□常龙川

由美国佛蒙特大学教授乔舒亚·法利、

印度班加罗尔管理学院助理教授迪帕克·

马尔干主编的《超越不经济增长》一书，收

入了美国等国家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多位生

态经济学者有关如何超越不经济增长，以

解决全球生态困境的专文。与之同时，本书

也是向生态经济学先锋赫尔曼·戴利的致

敬之作。

赫尔曼·戴利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曾出任世界银行环境部高级经济学家。 主

流经济学对经济体系的叙述， 其实可以简

化为一台能够“循环地、自我更新、自我供

能地产出” 的永动机。 经济学家还认为市

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可以修复内在缺陷。

赫尔曼·戴利意识到，经济学搭建的经济循

环流程模型， 并没有考虑到价值的基础

（能量和资源）从哪里来，也没有去考虑这

个系统的废物流出。生态经济学的提出，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主流经济学界鄙夷为不

值一提的异端，后者认为能源、资源、环境

问题都会随着科技发展而获得自然而然的

解决。

生态经济学要求将经济体的规模，即

其能量和物质产出限制在支撑生态系统的

容纳范围内。 这在今天已经被广泛接纳为

公共政策、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研究的

基本共识。 复杂性理论则指出，社会系统、

生态系统、经济系统都具有非线性特征，其

变化具有滞后性， 所以结合生态经济学的

观点， 如果经济发展导致系统受到过度压

力，在问题已经失控后，就基本不存在凭借

先进技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本书的第二章由已故生态经济学家、

世界银行前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评估专

家罗伯特·古德兰撰写， 介绍了赫尔曼·戴

利对于生态经济学的贡献。 尤为值得一提

的是， 赫尔曼·戴利通过长期著述和呼吁，

使得各国陆续开始校正经济增长观念和政

策思路，改变了过去的唯增长论。 另外，生

态经济学还强调指出， 应当改变过去以来

由美国等工业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思路，即

放任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转移， 强调要改

变廉价处置资源、环境、产品并将之作为收

入计入发展总值的统计思路。

书中还指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

及那之后发生的欧债危机， 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真实的增长的边际成本现在似

乎超过了边际效益，以至于真实的物理增

长让我们更穷而不是更富有。 为了不戳破

增长会让我们变得更富有这一假象，我们

将金融资产无限加倍” ， 所以引发的不稳

定危机。

生态经济学欧洲协会前主席、 挪威生

命科学大学制度经济学家阿利德·瓦顿阐

述了经济发展所不可避免要面临的地球生

物物理约束以及社会约束， 指出忽视、忽

略、省略这两大约束的经济学，错误的构建

起了无限能力、无限增长、无限承载。 美国

纽约州特洛伊伦斯勒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约翰·高智从行为经济学、 演化心理学、神

经科学等学科的视角， 分析了不同经济制

度对于人类与生俱来的合作行为倾向的影

响，指出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万能假

设的经济体系， 会极大地抑制人们在面临

环境等严峻挑战时的合作倾向。

围绕如何应用生态经济学， 重构全球

增长和生态保护，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佛林

德斯大学教授菲利普·朗提出了相关的政

策建议。他提出的政策，核心在于实现公平

分配，一方面要在一国内部实现分配公平，

实现岗位保障， 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

失业，抑制一些国家的过高的人口增长率；

另一方面要确保发达国家履行责任， 致力

于减少当前国家间的不公平， 比如出资帮

助穷国稳定人口，保护好雨林、湿地、珊瑚

礁等关键生态系统， 支持穷国增加自然资

本投资（如森林、湿地恢复和修复），向穷

国输出资源节约技术。 在解决好公平问题

的前提下， 生态经济政策更容易获得深入

推行和落实。

书中的建议都展现了生态经济学领

域对目前人类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面临最

严重威胁所给出的应对思路。 同时，具体

政策建议还应当根据各国发展国情进行

调适改进。

书名：《超越不经济增长》

作者：【美】乔舒亚·法利等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