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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贼巢
作者：【美】詹姆斯·B.斯 图尔特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1.财务诡计
作者：【美】霍 华德 M .施利特 杰里米·皮 勒
出版社：机 械工业 出版社
内容简介 ：
本书的重 要价值 在于作 者构建了全面完整的财 务欺诈 骗术的理 论分析 框架。 此外，作者从 公司治 理角度 对滋生 三大类型财务欺 诈的制 度环境 和市场土 壤进行 了独到 分析，提出 了彻底 消除财 务欺诈骗术的治 本之策 。
作者简介 ：
霍华德 M . 施利特 ，20年来一 直倾心研 究并整 理上市 公司用 来遮掩其 真实经 营业绩 以误导投 资者的 种种手 法。 2010年成立了财务 欺骗侦测集团公司。
杰里米·皮 勒，作为侦测公司是否进 行会计 欺诈和投资者欺骗的知 名专家，担任风 险计量指 标集团 法务会 计研究 中心（前身为美国 财务研 究分析中心）的研究主任 。
2.胡作非为
作者：【荷兰】乔里斯·卢因迪克
出版社：中 信出版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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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这个案件 是世界 金融史 上极具代 表性的 犯罪案 件，其他的金融案 件，都只能说是这个案件的缩小版、删减版或复制版。 这个 案件直 接促使美国新 证券法出台，间接 引发了 1987年美国股 市崩盘 和1989年的日本股灾。
作者简介 ：
詹姆斯·B.斯图尔特 ，资深记者、小说家，对美国 商业、法 律和政治上的重 大事件 进行了细致考察，被《旧金 山观察报》称为“
记者的楷 模” 。 因对 1987年股市 崩溃和 内幕交易丑闻的作品《贼巢》而荣获普利策奖。
5.《富可敌国》
作者：【美】塞巴斯蒂安·马拉 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内容简介 ：
这是一部 权威的 对冲基 金发展史 ，充满了对美国金融界人物戏剧 性沉浮的引人 入胜的描 述。 在本书中，华尔街的生存之道 、美国金 融界的商业文 化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内容简介 ：
200位银行家 起底真 实、惊悚 、不为人知 的金融 黑幕。 所有你不 敢想的，他 们正在 做；所有你不敢做 的，他们 正在对 你做。 一 部现实版《华尔街 之狼》，内 容真实 ，令人震撼 。
作者简介 ：
乔里斯·卢 因迪克 ，畅销书作家，欧洲 金牌记者，所著 超级畅 销书《像我们一样 的人：曲 解中东》在荷兰畅销25万册，并在16个 国家出版 。
3.世界是部 金融史
作者：陈雨 露 杨栋
出版社：江 西教育 出版社

作者简介 ：
塞巴斯蒂 安·马拉比，保罗·沃尔克时 期对外关系委 员会国际经济高 级研究 员，《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工 作了13年，在《华盛顿邮报》编委会工 作了8年 ，主要专注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经济领 域。
6.人人都要有会计 思维
作者：【日】安本隆晴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 限公司
内容简介 ：
本书从会 计思维 的角度 深度解读 了如何 工作和 经营，才能让企业 稳赚不赔：做任何工作前，先思考“
有没有 利润” 。 会计思维，是 用经营活动的 结果——
— 会计，反 推回去 看工作 和经营本身的过程。

内容简介 ：
美元量化宽松”“
人 民币升 值”“
通货 膨胀” 等金融
本书以时 间为纲 ，以国家 、人物、事件 为目，围 绕金融 这个核 心，采用诙 谐生动 的语言 ，将希腊、法兰西、西 班牙、荷 兰、美国以及克洛 维、约翰·劳、摩根 、索罗斯、次贷危机等牛国、牛人、牛 事一一展 现，并紧 扣当前“
热点，读之让人知行获益。

作者简介 ：
安本隆晴 ，资深会计师、优 衣库经营 稽核人 。 2007年起，在 日本中央大学专业研究所会计研究系，针 对社会人士开 设“
上市 准备论”“
个案研究 ” 等相关课程。

作者简介 ：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 家级人选，获首 届教育部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和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 师奖。
陈雨露，金 融学教 授。 美国 艾森豪威 尔基金高级学 者、哥伦 比亚大学 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 入选人 事部“
杨栋，中国 人民大 学管理 学博士后 、金融学 博士，国 家自然 科学基金 获得者 。

触摸经济学家的灵魂
□刘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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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并不枯燥深奥，也从来不曾脱离生
活。 ” 在经济学家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
学教授梁小民堪称最不务正业的“杂家” ——
—看
书“胡思乱想” ，思考“天马行空” ，研究“白话连
篇” 。 他还最擅长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
述经济学常识。 寓言、武侠、历史，甚至各种段子，
都被他信手拈来， 用经济学视角诠释得妙趣横
生。 枯燥深奥的经济学愣是被他“硬生生” 地写
成畅销书，譬如其新著《话经济学人》，就不是一
部严肃的学术专著，他对那些“按规范介绍经济
学家……（也）没有兴趣” 。 所以，他力求把知识
性与趣味性结合在一起， 通过对亚当·斯密、兰
格、哈里·S·杜鲁门、米尔顿·弗兰德曼等经济学
家的人生经历、经济学贡献的深刻解读，使得我
们在与经济学家的轻松对话中，提升对于经济学
及社会人生的认知。
懂点经济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者生活无处
不经济，人们不论做什么都会“算计” ，或谓经济
上的考量；二者经济学是一门“显学” ，它所要关
注的问题不是极端的“非此即彼” ，而是“多一
点” 还是“少一点” 的比较，也就是对“边际成
本” 和“边际收益” 的权衡。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说过，“学经济学并非能
够让你变成天才，但如果不学经济学，命运就很
可能会与你格格不入。 我们不是为了学经济学而
学经济学，而是为了它给我们的启发。 ” 著名法律
经济学家熊秉元甚至在《效益的源泉：捕捉生活
中的经济学身影》的“序言” 中建议，在高中、初
中的课程里，都值得加入经济学的科目。 他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经济活动已经成为主导的力量，
人的衣食住行乃至于工作家庭，都和经济活动息
息相关。
人们之所以是理性人，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理解
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本能地会按照经
济学理论的逻辑行事。 梁小民认为，正是弗里德曼
的《自由选择》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市
场经济如何运行。 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
是间接的。 弗里德曼也是一个颇有创造性的思想

家，他曾提出用私立教育代替公立教育，给穷人发
“
教育券” ，以满足及实现上学时的自由选择；他还
提出用“
负所得税” 代替贫困补助，以增强、提高贫
造血” 能力。 这些建议已在局部地区实
困人口的“
验，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
人类有很多的欲望， 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却
总是稀缺的。 经济学里，“
合乎理性的人” 的假设
通常简称为“理性人” 或者“理性-经济人” 。 但
是，我们有很多与生俱来的缺陷，我们易于冲动、
难以自控，甚至自欺欺人。 因为这些因素，人们在
行动时就必须有选择， 为了得到一样东西或许就
得放弃另一样东西，这种“
机会成本” 就是我们为

了达成某项目的所要放弃的最大的价值。 梁小民
认为，“成功的经济学家不是仅仅在象牙之塔中
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构建自己高深的模型， 还要让
经济学回到生活中， 让公众通过身边的事例学会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 ”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 其含义不应该是经济学
家用它去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成为社会设
计乌托邦式的蓝图， 而应该是让更多的人用经济
学思维方式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当经济
学从象牙之塔回到现实生活中时， 理论就不再是
灰色的，而是与生命之树同样长青了。也正是在这
种意义上，梁小民在《话说经济学人》中介绍了这

一类贴近生活的经济学家， 或严肃经济学家令人
可亲可爱的另一个面孔。走进大师，我们才有可能
了解大师们那些辉煌的成就是如何创造的； 也只
有剖析了大师， 才恍然原来大师们也会遇到我们
生命中的那些烦恼与困惑， 而且他们也并非个个
都是满腹经纶的， 因为最早的经济学家大多都是
“
从事商业活动的实践者” 。
“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
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 ” 英国经济学家凯
恩斯说过，经济学也许不能使你免为乞丐，但它却
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站在乞丐的队伍里。 经济学
虽说是一门研究物质财富的学科， 但它更是一门
研究人类的学科。把经济学和宗教并列，其实就是
人类存在的两大条件即“物质和精神” 的共存并
互相影响。 在《话经济学人》中，梁小民用独特的
视角、幽默通俗却深刻理性的文字，对80 多位杰
出的中外经济学大师，进行了丰富而生动的画像，
如经济学拓荒者约翰·洛克、 商而优则学的大卫·
李嘉图、 关注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
尔、两手都硬的经济学家阿瑟·伯恩斯等，通过深
刻地解读这80多位杰出经济学家的人生轨迹，系
统地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内在动律与经济思想史的
演变。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
去理解，应赋予它以具体的历史的含义。 ” 就像卡
尔·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学者有两种价值：学术
价值和社会价值。就常态而言，能同时在学术价值
和社会价值都有所建树的人屈指可数，而罗斯福、
凯恩斯、弗里德曼等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学
术成果不仅是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对国家乃
至世界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也产生着深刻影响。
其中，凯恩斯还是参与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
雷顿森林体系” 方案设计的主要人物之一。 一个
经济学家的故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史，80
多位经济学家的故事就仿佛80多颗珍珠，把现代
经济学史串连起来。 在《话经济学人》中，梁小民
不但妙趣横生地闲话了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还
以某件轶事或某个特点为核心着重论述了国内经
济学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从中，我们也
触摸到这些经济学大师的灵魂。

■ 财富书架

世界是部金融史
作者：陈雨露 杨栋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纲， 以国家、人
物、事件为目，围绕金融这个核心，
采用诙谐生动的语言，将希腊、法兰
西、西班牙、荷兰、美国以及克洛维、
约翰·劳、摩根、索罗斯、次贷危机等
一一展现，并紧扣当前“
量化宽松”
等金融热点，读之让人知行获益。
作者简介：
陈雨露，金融学教授。美国艾森
豪威尔基金高级学者、 哥伦比亚大
学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杨栋，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
士后、金融学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获得者。

富可敌国
作者：【美】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权威的对冲基金发展
史， 充满了对美国金融界人物戏剧
性沉浮的引人入胜的描述。 在本书
中，华尔街的生存之道、美国金融界
的商业文化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作者简介：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保罗·沃
尔克时期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
高级研究员，《
华盛顿邮报》 的专栏
作家。 他在《
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了
华盛顿邮报》编委会工作
13年，在《
了8年，主要专注于经济全球化和政
治经济领域。

胡作非为
作者：【荷兰】乔里斯·卢因迪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200 位 银 行 家 起 底 真 实 、 惊
悚、不为人知的金融黑幕。 所有你
不敢想的，他们正在做；所有你不
敢做的，他们正在对你做。 一部现
实 版《华 尔 街 之 狼 》， 内 容 真 实 ，
令人震撼。
作者简介：
乔里斯·卢因迪克， 畅销书作
家，欧洲金牌记者。

人人都要有会计思维
作者：【日】安本隆晴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从会计思维的角度深度解读了如
何工作和经营，才能让企业稳赚不赔：做任
何工作前，先思考“
有没有利润” 。 会计思
维，是用经营活动的结果——
—会计，反推回
去看工作和经营本身的过程。
作者简介：
安本隆晴，资深会计师、优衣库经营稽
核人。2007年起，在日本中央大学专业研究所
会计研究系， 针对社会人士开设 “
上市准备
论”“
个案研究”等相关课程。

财务诡计
作者：【美】霍华德 M.施利特
杰里米·皮勒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构建了全面
完整的财务欺诈骗术的理论分析框架。 此
外， 作者从公司治理角度对滋生三大类型
财务欺诈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土壤进行了独
到分析， 提出了彻底消除财务欺诈的治本
之策。
作者简介：
霍华德 M. 施利特，20年来一直倾心
研究并整理上市公司用来遮掩其真实经营
业绩以误导投资者的种种手法。 2010年成
立了财务欺骗侦测集团公司。
杰里米·皮勒，作为侦测公司是否进行会
计欺诈和投资者欺骗的知名专家， 担任风险
计量指标集团法务会计研究中心 （
前身为美
国财务研究分析中心）的研究主任。

贼巢
作者：【美】詹姆斯·B.斯图尔特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个案件是世界金融史上极具代表性
的犯罪案件，其他的金融案件，都只能说是
这个案件的缩小版、删减版或复制版。这个
案件直接促使美国新证券法出台， 间接引
发了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和1989年的日
本股灾。
作者简介：
詹姆斯·B.斯图尔特，资深记者、小说
家，对美国商业、法律和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进行了细致考察，被《
旧金山观察报》称为
“
记者的楷模”。 因对1987年股市崩溃和内幕
交易丑闻的作品《
贼巢》而荣获普利策奖。

阳光经济：
引领可持续发展

书名：阳光经济
作者：【日】山崎养世
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
□雷艳红
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必然会带来国
际关系的调整，这一规律是确定的。 一
方解决争端的意愿，可能会因为对方缺
乏意愿或客观条件限制而难以实现，而
这反过来又会刺激争端的深化。 面对危
机， 有人因不确定性而陷入深深的忧
虑，也有人怀抱人类自我拯救的愿望身
体力行。 山崎养世所著《阳光经济——
—
21世纪中国模式的新格局》可以归入后
者的范畴。
山崎养世骄人的从业经历、良好的学
科训练和永不停歇的思考习惯使得他既
可以凭通透的视野对话政界，又能以精炼
的思维与学界交流。 本书开篇明义：能源
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能源革命引发交通革
命，交通革命推动地域革命，最终带来经
济体系的整体变革。 作者认为，19世纪的
煤炭经济、20世纪的石油经济均兴起于能
源革命，21世纪的阳光经济则启动于太阳
电力。 在他看来，有别于煤炭经济与石油
经济，阳光经济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可能， 因为它是以国家间的共存共荣、优
势互补为基础。
何谓阳光经济？ 即由太阳能引发的
全新经济系统。 作者将阳光经济视为人
类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路径， 因为它具
有开放性、包容性和打破垄断的特征。坦
言之，对于这一构想，笔者只敢展望，不
敢依赖。若阳光经济真的成为现实，那必
定是人类生存时空出现的革命性变化，
对于人类生活必定会产生颠覆性的影
响：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
式到政治经济发展模式， 甚至更为根本
的，重构人类的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
考虑到阳光经济本身承载了宏大高
远的人类发展使命，问题的关键是，实现
“
阳光经济” 的制度框架和具体路径是
什么？ 它们是否具有可行性？ 毕竟，人类
社会的任何规制和制度都是通过人们的
共同确认才得以建立、 延续并发挥其激
励和约束作用。
该书给出的回答是， 宏观层面，中
国、美国与日本应加强合作，为搭建世
界性的危机管理体系做出切实的、建设
性的准备， 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共同行
动、迅速应对。 其中，中日两国密切的地
域联系以及日本在技术方面的优势，让
人们对两国合作框架构建或许还可以
理性展望。
中观层面（该书将其理解为“阳光
经济的前提条件” ），包括：搭建全球能
源互联网、 能源全部电化和构建全新经
济体制。其中，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阳光
经济的基础结构，至关重要。它是以特高
压电网为骨干网架、 全球互联的智能电
网， 作为清洁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
发、输送、使用的平台，可促进资源富集
的欠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 将当地
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同时降低
电力进口区域的成本进而促进世界经济
协调发展。 今年4月25日，第二届“一带
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全球能
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举办了全球能源
互联网对接“一带一路” 成果发布会，宣
布了与联合国机构、有关国家政府、国际
组织、大学等签署的6项合作协议。 尽管
如此，还需承认，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前路
仍在不断探索中。 各国政府能否共同制
定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相关战略规划和
政策机制、 推动形成全球能源治理新格
局，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微观层面， 该书深入探讨和展望了
新型电动汽车的发展现状、未来前景，并
认为， 如果汽车动能完全由太阳电力取
代，则实现了电动汽车的阳光经济。 作者
认为， 新型电动汽车不仅会带来交通领
域的变革， 还将消除城市与农村的交通
差距， 带来地域革命， 进而引发经济革
命。 笔者以为，技术壁垒会因为人类不竭
的创新动力而不断被打破， 但利益壁垒
却会因为个体和组织的自利动力特别是
石油生产国的路径依赖、 利益算计而巩
固加强， 后者正是阳光经济架构不可回
避、也不应回避的难题。
我们不妨将阳光经济理解为由能源
供给方式引发的人类新政治经济革命，
它不仅需要技术驱动， 更需要制度创新
的支持，同时，观念和认知领域还要经历
一系列深刻的变革。 这必定是艰难的共
识达成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