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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本书是高瓴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首部力作，沉淀15年，张磊
的投资思想首度全面公开。全书共3个部分10个章节，介绍了张磊的个人历程、他
所坚持的投资理念和方法以及他对价值投资者自我修养的思考，还介绍了他对具
有伟大格局观的创业者、创业组织，以及对人才、教育、科学观的理解。书中包含大
量珍贵资料，不仅有首次提出的7大高瓴公式，还有详细拆解的10多个投资案例。

投资当谋大局思长远
杨天南

《风定落花》一书的作者姚锡佩，
六十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
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大学毕业后，她
长期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任研究
室研究员，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
面，她的业绩可谓硕果累累。除与人
合作撰写四卷本《鲁迅年谱》，两册《鲁
迅藏书研究》，她本人写了百多篇关于
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论文，受
到广泛好评。
姚锡佩的文章，不仅材料是丰富

鲜活的、一手独有的、鲜为人知的，而
且渗透着她对时代的洞察，和对人生
的感悟。尤其是女性细微而敏锐的
柔情感觉，使之那些细节更能激动读
者的心弦。加之她的清丽的富于诗
意的文字，时而一唱三叹，时而如泣
如诉，当然也有怒向刀丛的拍案而
起，吸引并感动着读者。即此一点，
也可说明她的文章是别开生面的，独

具特色的。读她的论文，像是读引人
入胜的创作一样，津津有味；不像读
有些人的论文，板滞、僵硬、生涩、概

念，味同嚼蜡。
她重点关注的是作家本身：其人

生之路和心灵轨迹，及其脉络，性格和
气质；与此同时，写了时代的特征，写
了社会的环境。于是，作家的作品，就
有了形成之根，也有了变化之源。这
些，都是有机的，互相联系的。这里既
有春华秋实，也有败叶残雪，但都给人
以美的享受，人生的教益与启迪，感叹
与唏嘘。
《风定落花》这部书收有三十篇文

章，三十五万字。难能可贵的是，像这样
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使人读起来，并不感
到丝毫的枯燥。犹如走入一片园林，有

花草树木，鸟叫虫鸣，溪水流淌，云影浮
动，很愿意在这里参观游览。特别是作
者那自然随意、娓娓有情的文字，使人得
到明确的有益知识之外，还能得到文学
艺术赏心悦目的享受。

本书有一副题“品三代文化人”，三
十篇论文分为“先驱”“跋涉”“颠簸”“探
究”四个部分，对三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
文化人，进行品赏和评说。这三十余位
文化人中，有一些是作者亲近的前辈和
师友，因此在作者所掌握的大量翔实史
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者耳闻目睹的
细节。正是充分和巧妙地运用这些史料
和细节，使得作者所写人物形象鲜活，故

事生动有趣，时代特征突显，社会氛围浓
厚，从而探寻近代自章太炎以来鲁迅、胡
适、茅盾、瞿秋白、柳亚子、陶行知、柔石、
丁玲等人的思想、性格及其家庭、爱情、
事业；他们面对近百年来的时代变迁、社
会动荡，政治、思潮的冲击、影响，有矛盾
斗争，爱恨纠结，或以死抗争，杀身成仁，
或摆脱桎梏，革旧创新；他们之间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一个
广大久远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一出中国
现代文学波澜壮阔的活剧。本书虽说是
单篇论文结集，却让人有一种长篇著作
的感觉，有一定的内在系统性、连续性，
吸引人阅读下去。
阅读此书，可以这样说，让我复习

一遍中文系所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增加
了很多新的知识，也启发了一些新的思
考。因此，我认为，这就是一部别具一
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对于大学中
文系的教学，无疑是有参考价值和借鉴
意义的。

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冉淮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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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津报 架

本系列图书是“中国好书”作
者、宋史研究者吴钩先生专为孩子
们创作的宋朝历史书。作者从宋画
入手，结合文献记载，参考现有的研
究成果，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活色生
香的宋朝。

虽然宋朝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但是
宋朝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
无聊：我们流行将猫狗作为宠物，宋朝
早有此风尚；宋朝街边风靡的娱乐方
式，与当代并无太多区别；在城市中生
活的宋朝居民，已经喝上了“自来水”；
宋朝的商业非常发达，人们已有相当高
的品牌意识，有些商铺甚至还出现了
“灯箱广告”……

本系列图书堪称宋朝的“纪录
片”，读者通过阅读，可收获历史知识，
领悟传统文化，掌握历史学分析的方
法。此外，读者还能走进宋朝人的生
活中，深度体会宋朝的开放、前卫及对
后世深远的影响。

塞缪尔·约翰生是英国百科全书式
的文坛巨子，集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
家、传记作家和语言学家于一身。本书
是他唯一一部小说，这是一部哲理小
说，以阿比西尼亚王子逃出幸福谷、周
游世界的传奇故事为主线，讨论了人生
的苦与乐、家庭与婚姻、生与死等问题，
文字典雅而不滞重，笔锋生动而不刻
薄，不愧大师风范。

大董（董振祥），大董中国意境菜
创始人、北京烤鸭代言人。本书是大
董多年来行遍大江南北寻找美食的亲
历印证文字，也是一位懂吃的大厨在
餐桌厨余写下的美食笔记，可谓是美
食、美学、美文三位一体。与一般美食
家不同的是，大董在美食界的段位鲜
有匹敌，他的文字亦如他的菜品一样
令人惊艳，意味无穷。全书搭配作者
拍摄的多幅插图，同样可以饱览自然
风物、大美山川，“言和食”一样，都要
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这是
大董致力于探寻实证的“意境”。

如果你渴望更好地调节自己的身
心灵，找到自我肯定的力量，摆脱日常生
活中的无力感，收获积极生活的勇气，就
从日日滋养开始吧。日日滋养是一个
可以时刻陪伴你的生活方式。它从改
变你身边的环境开始，一天实践一个，你
会拥有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健康健美的
身体、温暖平静的内心、有趣又上进的灵
魂，梦想都能触手可及。

这不是一本教你成功捷径的图
书。在本书中你不会看到难度高、花费
贵和不切实际的内容。书中推荐的40
种滋养方式你不必全部实践，挑选你需
要的就好。

《日日滋养：

365天爱自己的生活良方》
周一妍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12月

《原来宋朝这么有趣（全六册）》
吴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2月

《王子出游记》
【英】塞缪尔·约翰生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1年1月

《大董美食随笔》
大董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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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分享 读

“在喧嚣的市场中摆一张安静
的书桌”，来自《价值》中的这一句话
深谙我心。于是我决意要安安静静
地读一读张磊先生的这本新书。

◆创业的投资人

张磊说十五年来、800多个案
例，似乎都为了这本书。近年来，张
磊创立的高瓴资本一路高歌猛进，如
神话般的存在，与众多牛股的名字
连在一起，从百济神州到微创医疗、
从腾讯到格力、从京东到蓝月亮。

今天，众人多是被高瓴的赚钱故
事所吸引，或曰“高瓴相中的某某股
票半年上涨80%”，或曰“某某股票被
高瓴重仓一年大涨一倍”等等。但实
际上，张磊身上更多的是企业家、创
业者的色彩，正如张磊所言“我们是
创业者，只不过恰巧是投资人”。

人们看到的都是他如何分析行
业、分析公司，似乎没有看到过他分
析股票。虽然在2005年成立之初
的第一笔投资是在二级市场买腾讯
股票，但这么多年以来，高瓴的投资
风格更多的是“帮助企业创造价
值”，并非大家一般认为的二级市场
股票投资。

◆不断演进的价值投资

高瓴的成功源于对投资第一性
原理的深刻理解，以及强大的执行
力——找群靠谱的人、做点有意思
的事。高瓴创立之初只有四、五个
“不懂投资”的人，按照张磊的话说是
一群“乌合之众”，但“不懂”现代投资
理论恐怕恰是其幸运所在。不唯公
式、本本是从，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
精神，与有思想、有大格局的人一起，
做有意义的事，追本溯源，创造价值，
这就是高瓴的真正成功之道。

张磊提到我们坚持的是“长
期结构性价值投资”的观点，专注
于价值创造，并提出“四反”之说：
反套利、反投机、反零和游戏、反
博弈思维。
书中专门提到了“价值投资的

演进”，回顾了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
代的价值投资，从格雷厄姆的“捡烟
蒂”、到巴菲特的护城河，从发现价
值到创造价值。从巴芒到邱张，价
值投资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断被后来
者丰富着。秉承长期主义，遥想三
十年后，八十岁的张磊老先生捋着
长髯抚今追昔，或为今天能在价值
投资发扬光大的道路上，留下的浓
墨重彩而倍感欣慰。

◆投资背后的故事

这本书解开了之前一些不为人
知的往事，例如，高瓴的第一笔投资
资金来自张磊耶鲁的恩师大卫·史文
森，人们多会认为这是师承关系所
致，在书中才得知得到这笔投资还是
靠着市场真本领，而不仅是人情。
但这本书也并非解决了所有的

疑问，例如尽人皆知的京东找张磊
投资的故事，刘强东希望得到7000
万美元，但担心对方嫌要得太多，没
想到张磊主动要求加码投3亿美
元。然后，当然是大赚很多倍的皆
大欢喜。坊间的关注一般停留在
“张磊多给了钱，格局大”的层面。

然而，一直以来，我对此是保留
着一点“独立思考”的 —— 至今，
没有任何人提到3亿美元与7000
万美元是否获得的股权一样多，我
的推测是高瓴多出钱拿到了更多的
股份，而不是多出钱拿到同样数量
的股份。如果这个推测是真的，那
么这个故事不但表明其格局高远，
还显示出精明过人的一面。

◆投资中的管理

高瓴的客户管理经验也值得同
业借鉴。例如有些钱不能要、要成
为常青基金需要的超长期的投资
人。书中写到“我们宁愿损失客户，
也不愿损失客户的资金”，一般人或
解读“都不是客户，怎么还损失客户
的资金？”实际上，这句话的底蕴就
是：“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就别来找
我们。”

与什么人同行至关重要，甚至是
攸关性命。今天，随着高瓴的名声大
噪，慕名而来的资金，多是冲着高回
报而来。书中提到了当年耶鲁投的
3000万美元变成了24亿美元，也提
到了创业五年年化回报56%，这样的
故事听着都令人心花怒放。

但是，如果你是冲着这些来的，我
替张磊先挡一下，问一句：知道什么是
世界顶级投资家长期回报天花板吗？！

书中专门提到了大卫·史文森，
这位张磊的耶鲁恩师作为耶鲁捐赠
基金的掌舵人，在投资界的成就可
与巴菲特相比肩。这位被投资界宗
师级大师约翰·博格认为是“这个星
球上仅有的几个投资天才之一”的
人，过去10年年化收益率11.1%，过
去20年年化收益率11.4%。

书中接着提到美国投资界的
“耶鲁派”—— 一系列出身耶鲁的
投资界牛人，主管普林斯顿捐赠
基金也是耶鲁出来的，24年的年
化收益率为 12.6%。现在掌管
MIT基金的赛斯·亚历山大也是
出自耶鲁，数年前我们还因业务
交往而见过面。

感谢《价值》中的这些案例帮我
完善了世界顶级投资记录资料库。
如今，高瓴资本已经成为亚洲最大
的基金，管理规模达到650亿美元

之巨。如果每年要保持50%的回报，
这就意味着每年要赚2000亿元RMB
以上，这还是按单利计算。
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欣赏和信任，

仅仅是冲着高回报而来，一定会有失
望的那一天。我个人倒是更关心张磊
的健康长久，所谓活久见，很多人生的
精彩，活得久才能看见。
书中体现的师生情也令人印象

深刻，史文森恐怕根本没有想到那
个当初面试时、对于很多问题回答
“我不知道”的年轻人，会成为他最
值得骄傲的学生。张磊的诚实打动
了他，张磊的成功回报了他。在
2017年高礼研究院开学典礼上，史
文森深情地说：“多年前，张磊是我
在耶鲁大学的学生。今天，我和你
们一样，都是张磊的学生。”从这一
段良师益友的佳话，人们看到的是
一个良师的胸襟。

◆投资哲学的启发

阅读本书，我认为绝大多数投资
者是不可能成为高瓴的，因为这里有
着太多“没法学”的因素。但高瓴的投
资哲学同样适用在教育和人生选择
上，对于如何过好这一生应有所启发。
第一，“守正用奇”，在坚守本职正

道的基础上，创新求变。
第二，“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在

天赋有限的情况下做好自己最擅长的
部分。
第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认

真做好自己的事，成功自会找上门来。
若问有何心得与建议？
有人做医药成功、有人做鸭脖成

功，有人做电商成功、有人做面包成功，
有人做芯片成功、有人做豆腐成功。
总之，你若倾心所爱，上天自有安

排。Thinks big，Think long。谋大
局，思长远。

●

●

●

●

读大家 书

“匠人精神”，是这
些年不断引起各界热议
的话题，并逐步由专业
领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甚而成为我们重新
审视和诠释文化传统的
一个切口。人民文学出
版社近期隆重推出葛亮
的最新小说《瓦猫》，也
是对这一话题非常及时
的回应。

《瓦猫》一书事关手艺，其中涉及古籍修
复师、理发师以及陶艺师三个传统匠种，空
间跨越三城三地，由南京、香港到昆明，从
江南、岭南再至西南，时间跨度则从当代溯
至西南联大时期，呈现出多元的叙事风格和
气象。此次以“匠人”为故事之引，葛亮寻
找的仍是人的尊严、执着与信仰，时代开阖
变迁之际，人的遭遇与变革，一鳞一焰，是
为匠传。
本书的写作源起，自葛亮参与祖父葛康俞

教授的著作《据几曾看》手稿的救护工作。葛康
俞是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于抗战期间在四川江
津凭借记忆完成的专著《据几曾看》至今仍被中
国古代书画研究者奉为圭臬。因为祖父受损的
手稿，葛亮偶然接触了“古籍修复师”这个行当，
并亲自体会了一本书可以被完整修复的全过
程。其中每一处细节都不可预见，每一处工作
都具体而微。艰辛所在，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却
不一定能完成，而只有经验老到的师傅才能攻
克。这一经历感染了葛亮，启发他写下“匠传系
列”首篇《书匠》。
在参与祖父著作的救护工作中，葛亮对“匠

人精神”有了新的理解。
他自述：“我所接触到的他们，会有一种和

体态无关的年轻。在神态上，那便是发自内
心。其中之一，就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丰沛的好
奇心。在一些和现代科学分庭抗礼的立场上，
他们需要通过老法子解决新问题，从而探索大
巧若拙的手段和方式。这其实是带有着某种对
传统任性的呵护与捍卫。如我写《书匠》中的老
董，不借助仪器，以不断试错的方式，将雍正年
间的官刻本复制出来。”
某种意义上，小说家做的也是匠人之技，

在纸上游弋人间，需要专注、忍耐及持续不
断的好奇心。本书的材料是葛亮多年来走
访各地，考察民间手艺所得。小说中非虚构
与虚构手法相互交织，再次证明这位小说家
对素材运用及掌控的出色能力。如同书中
的古籍修复师，葛亮做的是修复时间的工
作，将蕴藏在历史肌理之下的枝节精心修剪
成型，呈与世人。
《瓦猫》中的三个故事不疾不徐，贯穿其中

的仍是一个“情”字，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
相守，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创造了无尽的情感
维度，再次说明了小说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独
到的叙述美学。

《瓦猫》，葛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2月出版。

化城

为匠人赋予文化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