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以鬯 著

内容简介：刘以鬯是谁
或许你依旧不清楚，但提到
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
或许就熟悉多了，这部电影
就改变自刘以鬯的著名小
说《对倒》。 本书是刘以鬯
先生的小说精选集，收入
了 3 题中篇、15 题短篇和
12 题微型（极短篇）。“作
品展示的时间背景，倘着
眼于执笔，则跨越了将近
一个甲子，自40年代始，每
个10年，都结有硕果；倘着
眼于想象，则贯穿现当、观
照古今。”这是文艺评论家
梅子对该书的点评。

《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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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黄仁宇作为
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
家之一，其毕生宣扬的“大
历史”思想，贯穿他的著作
始终。《汴京残梦》则是作者
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历史
小说，初版署名李尉昂。小
说描写北宋徽宗年间，一名
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
画官的故事，通过这个人物
勾连出《清明上河图》的复
杂绘制过程。而徽宗时代
的人物如蔡京、童贯，史实
如运送花石纲、党争遗风、
靖康之难等，则纷纷取得相
对位置，次第落座。

作者：[美] 黄仁宇著

《汴京残梦》

灰犀牛生长于非洲草原，体型
笨重、反应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
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
而来，憨直的路线、爆发性的攻击
力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
在地。所以，“灰犀牛”相较于总令
人意想不到的“黑天鹅”而言，是一
种更具有可预见性和必然性的风
险，往往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
之后出现。

换句说，同为会造成金融系统
崩溃的重大问题，“黑天鹅”突如其
来，而“灰犀牛”则厚积薄发。

最著名的“灰犀牛”，恐怕要属
美国次贷危机了。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
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
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
危机随后一发而不可收，进而引发
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渥克称，2007 年至 2008 年的
那一场金融风暴对某些人来说是

“黑天鹅”性质的事件，但对大多数
人来说，风暴是众多“灰犀牛”汇聚
的结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
算银行在危机发生前，不断发出警
告；2004年，一份联邦调查局(FBI)
的报告提醒人们提防抵押欺诈的
大范围爆发；

2008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
风险报告指出，预期的房地产市场
衰退、流动性资金紧缩和居高不下
的油价都实实在在地发生着，推高
了经济崩溃的风险性。但这份报
告却未能引起集结在达沃斯论坛
的经济领袖们的重视；

2008 年的 G7 峰会上，时任法
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提
醒人们注意：一场金融界的海啸即
将到来；

圣路易联邦银行总裁威廉·普
尔和路易斯安那州的议员理查德·
贝克曾预言房利美和房地美将出
大问题；

……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源于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社会的
“消费文化”，不恰当的房地产金融
政策，以及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环
境共同催生了这一危机。其实，早
期的警示信号就摆在那里，也有人
准确地接收到了这一信息。盖洛

普投资者信心指数在 2000 年 1 月
高达 178 点，但是在 2007 年中期
时从 95 点开始骤降，到 2008 年雷
曼兄弟公司倒闭前夕，只有 15
点。但是，银行家们明明已经了
解到次贷危机的风险，却仍然不
肯从这种充满风险的投资中收
手。

为何看到了“灰犀牛”还是无
动于衷？渥克认为“错误的思想动
机和对个人利益的误判会极大地
助长人们抗拒行动的天性。”她还
进一步指出，现代金融、政治体系
倾向于鼓励那些忽视风险的冒险
行为，绝大多数商业活动都紧紧盯
住短期利益，拒绝做长期的战略考
量。

米歇尔·渥克在书中进行了总
结，人们面对“灰犀牛”时经常会有
五个阶段的错误反应：

第一阶段是否认，不愿意去接
受；

第二阶段是混日子，得过且
过，推给未来；

第三阶段是开始反应，尝试去
回应；

第四阶段是惊恐，意识到已经
大祸临头；

第五阶段是崩溃，行为已无力
改变。

另外，她也提出了六条应对策
略：

（1）要承认危机的存在。
（2）要定义“灰犀牛”风险的性

质。
（3）不要静止不动，也就是不

要在冲击面前僵在原地。
（4）不要浪费已经发生的危

机，要真正做到从灾难中吸取教
训。

（5）要站在顺风处，眼睛紧紧
盯住远方，准确预测远处看似遥远
的风险，摒除犹疑心态，优化决策
和行动过程。

（6）成为发现“灰犀牛”风险的
人，就能成为控制“灰犀牛”风险的
人。 （本报综合）

“灰犀牛”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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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灰犀牛”一词大热。7月中旬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人

民日报》在头版评论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既防“黑天鹅”，也防

“灰犀牛”。

如果说“黑天鹅”是小概率的突发灾难，那么“灰犀牛”就是大概

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它最先出现在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

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灰犀牛’是环境和资源限制，这两个
要素紧密联系。”美国作家米歇尔·渥克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时这样说。

渥克是财经畅销书作者，同时也是经济学者，还当过财经记
者。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这本书中，渥克将“灰犀牛”
比喻为发生概率高、影响巨大、容易被忽视的危机。

渥克对记者说，“灰犀牛”的危害比“黑天鹅”更大。“黑天鹅”事
件发生很突然，让人有紧迫感，大家会很快采取应对行动。与之相
反，由于“灰犀牛”风险可预见、很明显，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尽在掌
握中，从而不在意，最终酿成苦果。她认为，“灰犀牛”的危害性与

“温水煮青蛙”极其相似。
渥克举例说，2001年左右的阿根廷债务危机以及之后的希腊

债务危机都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这些国家的政府本来有机会
预防危机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大量财经媒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美
国联邦调查局都针对次级贷款发出过警告，可惜没有引起政府重
视，事后一些人还将其归类为“黑天鹅”事件以逃避责任。

“灰犀牛”危害
比“黑天鹅”更大

A

谈到中国面临的“灰犀牛”时，渥克说，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
长和环境保护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国想保持经济增长，
就不得不接受更多污染。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前头，中国意
识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对立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投资
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领域，寻找发展经济的新途
径。

渥克对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表示赞赏。
她认为，共享经济能显著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是中国探索如何处理
资源和环境挑战的一个典范。“得益于共享经济，很多中产阶级觉
得不再需要拥有汽车，在中国有滴滴，在美国有利夫特和优步，这
些都能真正创造就业，并将闲置汽车利用起来。”

渥克指出，大量空置住房和高房价是中国面临的另一只“灰犀
牛”。

她注意到，中国政府近日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越主动
面对和处理金融风险，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带来的损害
越少。”

渥克对记者说，制造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主要是举债投机者，
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投入自己金钱的人，“对中国政府来说，在处理
投机者的同时不伤及这些散户很重要”。

渥克迄今为止到访过中国四次，她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
“中国经济增长如此迅速，投资者在很多情况下对中国政府规

避和处理风险的能力十分有信心。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政府在
处理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开放和坦诚心态。”她说。

渥克认为，尽管有“成长的烦恼”，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
好地处理了部分难题。在她看来，中国需要加速发展，使居民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国需要在不产生更多污染的前提下创造
更多就业，这是很大的挑战。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一直
在努力。

“我经常说‘灰犀牛’是你的朋友。如果你意识到它，在问题变
得更严重之前，应该树立起紧迫感去处理它，这是关键，”渥克说，

“那些以诚实和开放的心态面对挑战的人，通常能成功应对挑战，
并将其变成机会。”

B 应对“灰犀牛”
是挑战也是机会

内容简介：这本书收录
了日本当代文坛大师三岛
由纪夫年少至终年30年间
风格各异的 12 篇短篇，其
或以从容的笔墨揭示战后
各种社会矛盾，或以散文
诗般的叙述表达对原始自
然灵魂的向往，或以冷酷
讽刺的笔调呈现人性的阴
暗 与 扭 曲 …… 玲 珑 的 篇
幅，迷幻的题材，纠缠的情
欲，融浪漫、唯美与古典主
义于一体，极致地体现了
作者的美学造诣。通过此
书，可充分地窥探天才作
家三岛由纪夫的内心世
界。 （本报综合）

《上锁的房子》

作者：[日]三岛由纪夫 著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爱就是做被爱者的保护人的冲动，尽管在旁人看来

这种保护毫无必要。
——周国平《人与永恒》

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表面的相似。煲汤
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 重要，头发和胸和屁股
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

——王朔《致女儿书》

你遭受了痛苦，你也不要向人诉说，以求同情，因为
一个有独特性的人，连他的痛 苦都是独特的，深刻的，不
易被人了解，别人的同情只会解除你的痛苦的个人性，
使之降低为平庸的烦恼，同时也就使你的人格遭到贬
值。 ——尼采《快乐的知识》

湖北科技学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附属第二医院

（咸）医广【2017】第7-4-1号[广告]

健康热线：0715-8102616（门诊办） 8102639（急诊科）

附二医院坐落于咸宁市温泉老城区，
东门马柏大道 168 号，西门茶花路 58
号。医院现有教授16人，副教授55人；
博士12人，硕士50人。

附二医院是湖北科技学院直属的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编制病床650张。开设
有内科、精神科、心理科、外科、妇产科、儿
科、传染科、中医康复科、五官科、皮肤科、
急诊科、体检科、麻醉科、检验科、病理科、
放射科、超声科、机能科等临床科室；购置
一系列先进的大中型诊疗设备。

附二医院秉承“为病人谋福利、为咸
宁添活力”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
的身心健康服务。热忱欢迎惠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