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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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释义：用声音赚钱
现场音乐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
西蒙·威尔森
在舞台中央
在过去70年里，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历显著的变
革，而IMF亦依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阿蒂斯·雷克斯·戈什

其他内容
经济学人物

2

2
开创者
珍妮特·斯托斯基采访肯尼斯·J. 阿罗—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学家，在经济学的诸多
领域做出了富于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53

返归基础
什么是凯恩斯经济学？
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政府干预能够稳定经济
沙娃·贾汗、艾哈迈德·萨比尔·马哈茂德、
克丽丝·帕帕耶奥尔尤

55

书评
《布雷顿森林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
大的战役—闭门密战》，艾德·康威
《金钱与严厉的爱：IMF纪行》，里亚克特·
艾哈迈德
《创建学习型社会：经济增长、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新途径》，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布鲁
斯·C. 格林沃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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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将吹向何处
你可以将本期杂志称为鲍勃 • 迪伦的一期。一本经
济类杂志从这位传奇歌手 / 曲作者那里汲取灵感似乎有
些奇怪，但当我们在准备本期有关全球经济的过去与
未来的内容时，他最为著名的那首《时代正在发生变化》
不停在我们的走廊里回荡。
我们并不是在歌唱过去的时光。回首 IMF 和世界
银行成立 70 周年以及《金融与发展》创刊 50 周年，
这首歌的歌词似乎特别契合。在过去 70 年间，世界发
生了巨大变化。
因此，考虑到这两大周年纪念以及空中飘扬着的
迪伦的这首歌曲，我们将本期焦点定在全球经济的变
革上，回顾过去并展望未来。我们想知道，再过 70 年
全球经济将是什么样子的？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了几位在经济学领域
最敏锐的思想者。我们请五位诺贝尔奖得主乔治 • 阿克
洛夫、保罗 • 克鲁格曼、罗伯特 • 索罗、迈克尔 • 斯宾
塞以及约瑟夫 • 斯蒂格利茨分享了各自心中影响未来经
济的最严重的问题。他们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此外，IMF 总裁克里斯汀 • 拉加德在“直言不讳”
栏目指出 IMF 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IMF 首席经
济学家奥利维尔 • 布兰查德从近期最为重大的经济事件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并强调经济学家需
要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方式。阿汉 • 科斯和艾斯基 • 乌兹
图克用歌手迪伦的歌词对过去 70 年经济变化进行了概
括和分析。
有关全球经济的过去与未来的内容还包括由《金
融时报》的马丁 • 沃夫撰写的关于全球化的风险与优势
的文章；卡尔帕纳 • 科克哈尔、孙艳、埃里迪基 • 特松
塔斯以及尼古拉斯 • 维斯特利对经济趋势的研究有助于
我们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雷克斯 • 戈什对战后货
币体系进行了简单介绍。另外，该主题还包括杰弗里 •
鲍尔有关全球经济中能源的未来，乔纳 • 奥斯特拉和安
德鲁 • 伯格有关近来讨论最为激烈的经济问题 — 衡量
不平等的文章。
为了与“改变”这一主题保持一致，我们还进行
了一些新的尝试：漫画家尼克 • 加利费安纳基斯和乔 •
普罗科皮奥以漫画形式讲述了 IMF 的起源，这是《金
融与发展》从未有过的。为了把音乐这一主题向前更
进一步，本期“图表释义”栏目讲述了甲壳虫乐队及
其出口创汇者的身份。
最后，我们采访了经济学界的巨人、诺贝尔奖得主、
斯坦福教授肯 • 阿罗。他早期对数学充满热情，在二战
期间从事气象学方面的工作，随后在经济学方面有不
少贡献。要改编迪伦先生的歌曲，肯 • 阿罗当然知道风
将吹向何处。
杰弗里 • 海登
（Jeffrey Ha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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