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书架

数字化生活：假如未来已经先你而行

作者：【法】曼努埃尔·迪亚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站在趋势前沿，从健康、出行、消费、娱乐、创业、工作、学些、城市、社会九方面讲述未来的数字化生活故事，描绘了数字经济的全新图景。 既有从哲学层面对科技的思考，又有鲜活案例。 作者以深入的观察和通俗的语言，告诉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每一个人如何掌握数字经济的先机。

作者简介：

曼努埃尔·迪亚斯，独立咨询师，数字经济专家，数字文化传播者，帮助许多大企业进行数字转型和战略变革，包括耐克、欧莱雅集团等。

杀死营销：打造企业IP新策略

作者：【美】乔·普利兹、罗伯特·罗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杀死营销》是一本数字经济时代打造企业 IP的实用指南。 内容营销之父乔·普利兹认为，把全部或部分营销业务变成媒体业务，这就是“杀死营销”的真谛，而“杀死营销”才能挽救营销，在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出一流的企业 IP。

作者简介：

乔·普利兹，美国内容营销协会创始人，早在2001年就提出并使用“内容营销”一词，被誉为“内容营销之父” 。 罗伯特·罗斯，内容营销协会首席战略顾问。 为一些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公司和组织提供战略营销建议，包括微软、戴尔、惠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

半小时漫画经济学3：金融危机（完结篇）

作者：陈磊·半小时漫画团队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没有枯燥乏味的数字堆砌，没有生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用有趣的段子和一看就懂的漫画解答这些问题，为你理清它们背后那些让人蒙圈的经济学原理：做空、羊群效应、雁形模式、资产证券化......让你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一不小心就看穿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作者简介：

陈磊，漫画式科普开创者，创立拥有全网700万粉丝的知识类公众号“混子曰”“混子谈钱”“着迷小课”及“混子谈命” 。 曾获亚马逊年度新锐作家、年度挚爱阅读大使等称号。

钱从哪里来

作者：香帅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庞大的实地调研、数据整理等工作，从宏观、行业、城市、资产四个角度，按照怎么赚钱和怎么让钱生钱的逻辑，回答了做什么职业、入什么行业、在哪里赚钱、选择什么样的房产，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资产配置等问题，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中国家庭的财富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香帅，本名唐涯，知名金融学者，香帅数字金融工作室创始人，“香帅的金融江湖”公众号创始人。 原北京大学金融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资产定价、宏观金融、行为金融学和数字金融。

健康经济学

作者：【美】杰伊·巴塔查里亚、蒂莫西·海德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本卫生经济学教材，由斯坦福大学教授与哈佛、耶鲁博士生合写。 该书将经济学概念通过个人轶事、动画片、故事案例表现出来，内容包括医疗服务供需、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药物创新与卫生技术评估、卫生政策及世界三大卫生系统、人口老龄化、流行病和肥胖、行为健康经济学。

作者简介：

杰伊·巴塔查里亚，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斯坦福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蒂莫西·海德，耶鲁大学健康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智能风控：原理、算法与工程实践

作者:� 梅子行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Python全面介绍了机器学习在信贷风控领域的应用与实践，从原理、算法与工程实践三个维度全面展开，包含21种实用算法和26个解决方案。 全书一共8章，每个章节都由问题、算法、案例三部分组成，具有系统性和实战性。

作者简介：

梅子行，风控技术专家、AI技术专家和算法专家，现就职于满帮科技，负责机器学习在风控领域的算法优化。 历任多家知名金融科技公司的风控算法研究员、数据挖掘工程师。

打破怪圈 做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

郑渝川

书名：《投资的怪圈：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

作者：【美】贾森·茨威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你很难相信，更难以想象，充斥着无数聪明人的投资市场有时竟会被一些无稽的“惊讶”事件所扰动。

2006年1月31日，谷歌公布了2005年四季度财报：营收增长97%，净利润增长82%。 这本该不是个坏消息，但由于谷歌业绩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测，财报变成了一个“负面惊讶”（negative� surprise)。 消息一公布，谷歌股价在几秒钟内跌了16%，不得不停牌。 交易恢复后，股价继续下挫。

类似事件还出现在2000年。 苹果公司公布的季度收益（同比增长27%）低于分析师预期，苹果股价因此跌去52%，许多人惊慌地抛掉苹果股票———如果当初他们不卖出那些股票，并继续持有6年的话，到2006年将获得6倍收益。

投资者何以“一惊一乍”

美国著名的财经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贾森·茨威格在其所著的《投资的怪圈：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书中指出，金融市场上，经常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事件，引发投资者不安乃至恐慌。

据统计，在美国股市，近20年内就有9.4万份对季度盈利的预测报告，而这些预测带来超过2.9万次的“负面惊讶” 。 2006年还出现过某上市公司公布的季度每股收益仅比分析师预测少0.1美分，股价却下跌21%、市值蒸发25亿美元的事件。

为什么投资者会因为意外事件“一惊一乍”作出有违理性的反应呢？脑科学研究表明，人大脑中的“前扣带回皮质”负责对意外信息的处理。前扣带回皮质中的神经元能够在不到0.3秒的时间内对各种意外或冲突做出反应。 本来这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优势，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外在风险，但我们必须意识到，

之所以我们到现在仍然保留着对外来刺激、意外消息的“一惊一乍” ，是因为“一惊一乍”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多数情况下，哪怕纯属误判，也不会造成多少具体损失。 相反，却可能带来相当惨重的损失。

企业当然清楚投资者对于“负面惊讶”的“一惊一乍”反应，以及对利好消息的过度乐观反应。 所以，一些企业就设法通过财务操作让财报变得好看，至少要符合市场预期，这也因此催生出相应的财务造假。 尽管财务造假行为是不可持续的，但为了满足具体盈利指标，仍有相当一批公司铤而走险。

如何避免过度“惊讶”反应所带来的负面结果？ 该书给出的建议是，我们要承认自己对于未来、风险、市场的了解都是有限的，不要对所谓的“成长型”股票抱太高期望，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某只股票、某个投资组合的收益未达预期而过度反应。

如何走出投资怪圈

本书根据神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重要原理，发挥了作者长期报道、观察美国证券市场的优势，采集了大量生动案例，阐释了导致投资者陷入怪圈的几大因素：思考与感觉、贪婪、预期、信心、风险、恐惧、惊讶、懊悔、快乐，这些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问题。 作者指出，我们人类大脑经过长期进化的功能配置，“是为了

更多地获得一切能够提高生存概率的东西，并规避一切会降低生存概率的东西” 。 因此，上述因素是人性所在，而这也不可避免成为投资市场中引发损失的关键。

比如，我们在处理信息时，通常会采用大脑中的直觉系统。 这种反应无可厚非，因为直觉思考会缩短决策时间，降低深入思考带来的大脑功耗。 但直觉思考存在很大的不准确性，这就是我们在投资中遇到问题所作出的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正确的原因。

反过来，在遇到难题而进行深入思考时，我们不仅需要付出更高的大脑功耗，而且也因专注而可能导致对其他信息的忽略（这就是为什么开车时不能同时接打电话、收发微信的原因），投资中我们可能因此变得只关注青睐公司、看好或选中股票的利好消息，而自动忽略了不利信息，最终导致损失。

本书特色在于，结合投资实践深入阐释了人性因素是如何让投资者陷入误区的，作者并没有简单化、草率地建议读者如何通过“对抗人性”来获胜，而是根据各项人性因素的特性，引导读者、投资者变得更谦逊，能够更好地认识自我的有限、无知和脆弱，从而以谦卑姿态在投资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

举例来说，前面谈到直觉思考（反射系统）和深入思考（反思系统），作者认为两大系统（思考）各有利弊，在投资中应当尽可能地让两个系统协同工作，在思考和直觉之间找到平衡。譬如，“在是否信任某人或某公司的问题上，要相信你的直觉” ，因为我们的直觉容易发现细节问题，而这恰恰是财务造假者在编造故事

之后没能很好弥补的。 又如，要了解自己的反射系统在什么情况下占上风，在他人向自己推销涉及新概念的股票、投资组合时，留个心眼，审慎为之。 再如，在选股等决策中，多问自己一些问题，这样在保证决策效率的情况下，能避免冲动。 此外，我们应当学会对某种说法进行证伪（逻辑证伪、常识证伪），学会对自己的投

资搭建原则，学会延迟决策。

文化是企业竞争力

重要体现

书名：《组织文化与领导力》

作者：【美】埃德加·沙因 彼得·沙因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陈春花

文化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对环境的

适应方式。 看一个地方的竞争力，最后看的其实就是

文化。对企业而言，文化同样是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企业之间的差距，最后往往体现为文化、价值观的差

距。 企业文化实际上反映了企业自身的生存方式。

重逢

第一次接触沙因这本书是在1994年， 那时我主

讲“企业文化” ，这是我转型管理教学与研究领域时

的第一门主讲课程，我还清楚记得是向一位台湾老师

借来的版本。 阅读此书时，我完全被其内容和逻辑所

吸引。这本书给了我理解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的独特视

角，同时也引发了我从事组织与文化研究的兴趣。

如今再次阅读《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第五版，一

方面感叹这本经典著作与时俱进的速度， 另一方面

也同样感叹企业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

今天的环境有高素质人才、巨大的市场、合理的

选择、有创意的领导人、资金充沛……可是结果却不

能令人满意。 我曾经从组织战略角度和行为学角度

研究和探讨，但都无法找到问题的实质。我开始意识

到这些问题至少有一部分是对文化缺乏认识所造成

的。 除了产品、战略以及内部运营管理之外，我们还

需要在企业文化上构建能力。 没有价值观的推动以

及文化认同，企业无法走得更远，登得更高。

管理经典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洞察管理实

践提升管理效率。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 便是埃德

加·沙因教授在实战管理咨询中提炼出来的经典之

作。“组织文化”一词被业界公认是由他“发明” 。他

也因率先提出“文化本质” 概念、在企业文化研究领

域有颇多建树而被誉为“组织文化之父” 。

本书在界定组织文化概念的基础上， 提出了文

化三层次模型这一主体性架构， 从文化假设层面讨

论了组织文化的基本维度， 明晰了领导力在文化建

设、植入和发展中的作用，论述了领导者如何管理文

化变革及其新角色。

除了延续旧版的精彩外， 新版本开始将文化思

想应用于思考多元文化世界的宏观图景， 比如新加

坡经济发展局的案例、 国家或全球职业等宏观文化

背景下的合作问题、跨越国家层面的文化鸿沟等，还

重点关注如何将社交经验嵌入各种层面的文化环境

中，并为领导决策引入了社会“关系层级” 这个重要

参考元素。

向善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起源于日本。 20

世纪80年代，特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和威廉·大

内等学者开始使用组织文化这一别样视角来审视日

本企业的集体崛起。在他们看来，日本企业跟欧美企

业最大的不同便是组织文化的差别。

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人们塑造组

织，而组织成型后就换成组织塑造我们了。 ”日本企

业文化的精髓就在于让整个组织的价值观和经营宗

旨能够落实到成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当它们能

够不断被落实，不断赋予成员应对变化的能力时，企

业其实就找到了跟人和环境的一致性。

企业文化并不专属于那些行业标杆企业， 而是

存在于任何企业中，只是有强有弱、有优有劣、有隐有

显。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理顺组织内部价值差异，提

高组织运作效率，增强组织承诺和团队士气。 企业通

过企业文化，可以提升整体形象和品牌信仰，通过对

内整合达到对外部竞争环境的适应，继而提高核心竞

争力，实现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做到基业长青。

优秀的企业领导者往往能让弱势文化变强大，

零散文化变系统，优秀文化变卓越。 因此，企业文化

管理成为企业管理者需要掌握和理解的必备知识。

从更高层面的文化———人类文明来看， 在过去

半个世纪里， 科技企业的进取精神是人类文明快速

进步的核心动力，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科技企业

的向善文化和自省精神， 将成为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障。

向善正在成为全球科技企业乃至整个现代商业

文明的大势所趋。从全球范围看，越来越多重量级的

科技企业发出类似声音。这是因为在数字时代，人们

的生活模式已经完全被颠覆， 企业不仅仅承担提供

产品或服务功能。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和生活都是建

构在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基础架构之上。 比如，QQ、

微信、 微博等社交媒体已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沟

通方式，并对文化产生了引导作用。 万物互联，人类

社会在方方面面是高度融合的，企业不能只是“在

商言商” ，而必须告诉自己，你就是这个社会中一个

具有关键性影响的单元，要正视自己对国家、社会、

行业等方面的影响与责任。只有回到这个逻辑，企业

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梁启超曾说：“这个社会尊重那些为它尽到责任

的人。 ”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向善的文化和责任感与

其商业机遇成正比。 正如沙因在书中所言：作为一个

概念，文化可以引导我们对社会行为模式进行观察。

由此我们可知，文化也可以引导社会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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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生活：假如未来已经先你而行

作者：【法】曼努埃尔·迪亚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站在趋势前沿，从健康、出行、

消费、娱乐、创业、工作、学习、城市、社

会九方面讲述未来的数字化生活故事，

描绘了数字经济的全新图景。既有从哲

学层面对科技的思考， 又有鲜活案例。

作者以深入的观察和通俗的语言，告诉

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每一个人如何

掌握数字经济的先机。

作者简介：

曼努埃尔·迪亚斯，独立咨询师，数

字经济专家，数字文化传播者，帮助许

多大企业进行数字转型和战略变革，包

括耐克、欧莱雅集团等。

杀死营销：打造企业

IP

新策略

作者：【美】乔·普利兹、罗伯特·罗斯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杀死营销》是一本数字经济时代

打造企业IP的实用指南。内容营销之父

乔·普利兹认为， 把全部或部分营销业

务变成媒体业务，这就是“杀死营销”

的真谛，而“杀死营销”才能挽救营销，

在数字经济时代打造出一流的企业IP。

作者简介：

乔·普利兹，美国内容营销协会创始

人， 早在

2001

年就提出并使用 “内容营

销”一词，被誉为“内容营销之父”。 罗伯

特·罗斯， 内容营销协会首席战略顾问。

为一些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公司和组织

提供战略营销建议，包括微软、戴尔、惠

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

钱从哪里来

作者：香帅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庞大的实地调研、 数据整理

等工作，从宏观、行业、城市、资产四个角

度，按照怎么赚钱和怎么让钱生钱的逻辑，

回答了做什么职业、入什么行业、在哪里赚

钱、选择什么样的房产，以及如何进一步做

好资产配置等问题， 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

中国家庭的财富解决方案。

作者简介：

香帅，本名唐涯，知名金融学者，香帅

数字金融工作室创始人，“香帅的金融江

湖”公众号创始人。原北京大学金融系副教

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资产定

价、宏观金融、行为金融学和数字金融。

健康经济学

作者：【美】杰伊·巴塔查里亚、蒂莫西·

海德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这本卫生经济学教材，由斯坦福大学

教授与哈佛、耶鲁博士生合写。 该书将经

济学概念通过个人轶事、动画片、故事案

例表现出来， 内容包括医疗服务供需、保

险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药物创新与卫生

技术评估、 卫生政策及世界三大卫生系

统、人口老龄化、流行病和肥胖、行为健康

经济学。

作者简介：

杰伊·巴塔查里亚，斯坦福大学医学教

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斯坦福经

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蒂莫西·海德，耶鲁大

学健康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半小时漫画经济学

3

：金融危机（完结篇）

作者：陈磊·半小时漫画团队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内容简介：

没有枯燥乏味的数字堆砌，没有生

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用有趣的段子和

一看就懂的漫画解答这些问题，为你理

清它们背后那些让人蒙圈的经济学原

理：做空、羊群效应、雁形模式、资产证

券化……让你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一不

小心就看穿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作者简介：

陈磊，漫画式科普开创者，创立拥

有全网

700

万粉丝的知识类公众号 “混

子曰”“混子谈钱”“着迷小课”及“混子

谈命”。曾获亚马逊年度新锐作家、年度

挚爱阅读大使等称号。

智能风控：原理、算法与工程实践

作者： 梅子行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Python全面介绍了机器

学习在信贷风控领域的应用与实践，从

原理、 算法与工程实践三个维度全面展

开，包含21种实用算法和26个解决方案。

全书一共8章，每个章节都由问题、算法、

案例三部分组成，具有系统性和实战性。

作者简介：

梅子行，风控技术专家、

AI

技术专家

和算法专家，现就职于满帮科技，负责机

器学习在风控领域的算法优化。 历任多

家知名金融科技公司的风控算法研究

员、数据挖掘工程师。

打破怪圈 做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

□郑渝川

你很难相信，更难以想象，充斥着无数聪

明人的投资市场有时竟会被一些无稽的 “惊

讶” 事件所扰动。

2006年1月31日，谷歌公布了2005年四季

度财报：营收增长97%，净利润增长82%。这本

该不是个坏消息，但由于谷歌业绩低于华尔街

分析师预测， 财报变成了一个 “负面惊讶”

（negative� surprise)。消息一公布，谷歌股价

在几秒钟内跌了16%，不得不停牌。 交易恢复

后，股价继续下挫。

类似事件还出现在2000年。 苹果公司公

布的季度收益（同比增长27%）低于分析师预

期，苹果股价因此跌去52%，许多人惊慌地抛

掉苹果股票———如果当初他们不卖出那些股

票，并继续持有6年的话，到2006年将获得6倍

收益。

投资者何以“一惊一乍”

美国著名的财经专栏作家、《华尔街日

报》专栏作家贾森·茨威格在其所著的《投资

的怪圈：成为洞察人性的聪明投资者》书中指

出，金融市场上，经常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事

件，引发投资者不安乃至恐慌。

据统计，在美国股市，近20年内就有9.4万

份对季度盈利的预测报告，而这些预测带来超

过2.9万次的“负面惊讶” 。2006年还出现过某

上市公司公布的季度每股收益仅比分析师预

测少0.1美分，股价却下跌21%、市值蒸发25亿

美元的事件。

为什么投资者会因为意外事件“一惊一

乍” 作出有违理性的反应呢？ 脑科学研究表

明，人大脑中的“前扣带回皮质” 负责对意

外信息的处理。 前扣带回皮质中的神经元能

够在不到0 . 3秒的时间内对各种意外或冲突

做出反应。 本来这是人类进化中形成的优

势， 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外在风险，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之所以我们到现在仍然

保留着对外来刺激、 意外消息的 “一惊一

乍” ，是因为“一惊一乍” 在人类进化过程

中的多数情况下，哪怕纯属误判，也不会造

成多少具体损失。 相反，却可能带来相当惨

重的损失。

企业当然清楚投资者对于 “负面惊讶”

的“一惊一乍” 反应，以及对利好消息的过度

乐观反应。所以，一些企业就设法通过财务操

作让财报变得好看，至少要符合市场预期，这

也因此催生出相应的财务造假。 尽管财务造

假行为是不可持续的， 但为了满足具体盈利

指标，仍有相当一批公司铤而走险。

如何避免过度“惊讶”反应所带来的负面

结果？ 该书给出的建议是，我们要承认自己对

于未来、风险、市场的了解都是有限的，不要对

所谓的“成长型” 股票抱太高期望，与此同时

也不要因为某只股票、某个投资组合的收益未

达预期而过度反应。

如何走出投资怪圈

本书根据神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重要

原理，发挥了作者长期报道、观察美国证券

市场的优势，采集了大量生动案例，阐释了

导致投资者陷入怪圈的几大因素：思考与感

觉、贪婪、预期、信心、风险、恐惧、惊讶、懊

悔、快乐，这些因素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问

题。 作者指出，我们人类大脑经过长期进化

的功能配置，“是为了更多地获得一切能够

提高生存概率的东西，并规避一切会降低生

存概率的东西” 。 因此，上述因素是人性所

在，而这也不可避免成为投资市场中引发损

失的关键。

比如，我们在处理信息时，通常会采用大

脑中的直觉系统。 这种反应无可厚非，因为直

觉思考会缩短决策时间，降低深入思考带来的

大脑功耗。 但直觉思考存在很大的不准确性，

这就是我们在投资中遇到问题所作出的第一

反应往往并不正确的原因。

反过来， 在遇到难题而进行深入思考时，

我们不仅需要付出更高的大脑功耗，而且也因

专注而可能导致对其他信息的忽略 （这就是

为什么开车时不能同时接打电话、收发微信的

原因），投资中我们可能因此变得只关注青睐

公司、看好或选中股票的利好消息，而自动忽

略了不利信息，最终导致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