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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者 "

精密工程师们如何
创造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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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蒙!温切斯特追溯了

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世界

技术发展历程"探索了在人类历

史上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要素#

精密度$

如果没有对精密技术的重

视 " 我们就看不到制造业的崛

起$ 自 ;<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刚

兴起的时候起"就建立了测量标

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机器工

具的发展"而所谓机器工具便是

指制造机器的机器$ 最终"精密

工具和方法的使用导致了枪支%

玻璃制品%镜子%镜头%相机等物

品的发明创造及批量制造"继而

又让步于包括基因剪接%微晶片

以及强子对撞机等在内的进一

步的技术突破$

西蒙!温切斯特将我们带

回了工业时代的发源地英国 "

详细介绍了开创了现代制造业

的一大批最优秀的机械技师"包

括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镗床&即

炮筒镗床' 的发明者约翰!威尔

金森 % 加工精密零件最为重要

的机械车床的发明者亨利!莫

兹利 %著名的机械师约瑟夫!布

拉马 % 高精度的循环切割机发

明者杰西!拉姆斯登 %测长机的

发明者约瑟夫!惠特沃斯等 $ 托

马斯!杰弗森后来将这些人的

发明引入了当时技术还非常落

后的美国 " 最后帮助美国成长

为制造大国 $

温切斯特在介绍改变了现

代世界的创意和方法的同时 "

也就一些基础问题展开了思

考 $为什么精密度很重要(我们

使用哪些不同的工具来测量精

密度(谁发明了这些工具并不断

完善它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超

精密的追求是否让我们忽视了

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要素"譬如

对古老传统工艺%艺术的欣赏和

保留(精密和自然能否在当今时

代共存(

作者著有多部畅销作品"包

括)教授和疯子*)改变世界的地

图 *)谁爱中国 *等 "相信这部新

作也不会让读者失望$

!张丽君"

悦读!思想

!事实 "我们犯
错的十大原因$为何
事情没我们想的那
么糟#

=>1)'?:,%--@ A%, B%>-+,-

C%D&% C&+,3 EF+?) )"#

9+&:6!!!5,6 9"G A"*,3- E&#

H#))#& A"5, I+? A"*,J

K5,- B+-:*,3"E,,5 B+-:*,3

B",,:?,6"L:5 B+-:*,3

M:>)*&+, H++J-

NOP;< 年 Q 月版R

比尔!盖茨曾如此评论此

书#+这是我读过的最重要的书

籍之一"是我保持清晰思维的不

可或缺的指导书$ ,

讲到全球趋势"试问几个最

简单的问题#世界上还有多少比

例的贫困人口(为什么世界人口

仍在不断增长(有多少女孩能完

成学业( --我们通常都会有条

不紊地给出错误答案"可能让一

个黑猩猩随机选几个答案"都可

能轻松打败教师 %记者 %诺贝尔

奖获得者和银行家等社会精英$

在本书中"国际健康教授汉

斯!罗斯林及其长期合作伙伴安

娜和欧拉向我们解释了出现以

上现象的原因$他们指出会引导

我们做出错误认知的十大本能$

譬如"我们通常会本能地将世界

分为两大阵营"使用诸如我们和

他们的表达"此外"我们通常认为

绝大多数事情在往差的方向发

展$其实"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知

道自己的无知" 甚至我们的猜测

也都是通过无意识来做出的$

但是" 对于绝大多数非完美

主义者来说"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

象的要好得多$ 这并不代表没有

危机"但如果我们一味担忧"而不

是基于事实好好分析"形成观点"

我们反而会错过那些最需要我们

关注的要素" 失去在关键点发力

的能力$

作者汉斯!罗斯林表示"此书

是他同无知对战的最后一仗"此

前他都是用大数据思维% 新型软

件% 活力学习风格等手段而不是

思维训练来武装自己$

!妮 乐"

悦读!媒体

%假新闻的真实
故事"主流媒体如何
控制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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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闻是否会通过社交媒

体快速传播 " 成为信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 ( 政治家们是否

会通过发布错误信息抹黑竞争

对手"帮助自己实现目标( 究竟

是谁在制造假新闻 ( 假新闻是

如何传播的 ( 如何才能制止假

新闻的出现和传播 ( 假新闻在

真实世界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怎

样的(或者说"+假新闻,本身也

是个假命题 " 只是为了更强地

控制信息在线分享机制 " 从而

使受众能够回到传统知名媒

体" 因为传统媒体的顾客群和

影响力都在与日递减(

媒体分析家马克!戴斯调

查了+假新闻,现象以及这一现

象与诸如脸谱%谷歌 %推特等大

公司之间的关系 " 而这些公司

正逐渐成为新闻和信息的最终

把关人和传播者 $ 他不仅挖掘

了各种各样的阴谋理论 " 同时

分析了社会和文化批判 " 并以

OP;[ 年美国大选季为例" 讲述

了媒体是如何引导群众相信一

些疯狂的事 " 如何将特朗普的

支持者们描绘为纳粹分子 %白

人至上主义者%种族分裂者 "各

大新闻媒体如何呈现和评论他

们的+假新闻,等$

在本书中 " 读者将了解到

媒体影响人的操作手段 "这些

手段非常有效 " 也极具迷惑

性 $ 无数的机构和政客都在

设计他们的 +假新闻 ,策略 #如

何设法将他们的故事曝光 "并

让更多的群众相信这是一条

+真实新闻 ,$ 他们会编故事 "

会把黑的说成白的 "会故意隐

去关键信息 $ 那些伎俩可能会

让你大吃一惊 " 但更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 " 他们正在与顶尖技

术公司合谋 " 试图继续他们的

信息垄断$ 这就是+假新闻的真

实故事,$

!希 哲"

悦读!新闻

%记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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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莫!赫许被称为美国历史

上最老练的调查记者$ ;`ZP 年他

因报道美军在越南美莱村的屠

杀而获普利策奖"他还五次获乔

治!波尔卡新闻奖" 两次获美国

国家杂志公共利益类奖等等$

因为他关注的话题和领域"

赫许经常被描写成暴躁固执的

形象 "但在这本回忆录中 "他展

现了自己的另一面#从小在芝加

哥一个普通家庭长大"父亲经营

着一个小生意"母亲沉默寡言但

完全支持他"还有一对双胞胎兄

妹$ 带着无穷的好奇心"赫许在

上大学的时候就尝试了各种工

作$ 他在芝加哥做了一段时间收

入低又不光鲜的记者工作 $ 在

+美国军队中痛苦地待了 [ 个

月 ,之后 "他必须要弄清楚自己

之后要干什么$ 这个城里长大的

男生成了南达科他州的一名乡

村记者 "在那里 "他的报道最终

成了一本讨论争议性化学和生

物武器的书$ 做自由职业的调查

记者时"他的美莱村屠杀报道为

他带来了普利策奖"也为他赢得

了)纽约时报*的记者职位$

当然" 回忆录的主体部分还

是赫许的记者经历#他揭露腐败

的美国外交政策%国防部在多场

战争中的胡作非为%+水门事件,

中的政治性掩盖 % 美国政府在

+ !̀;;, 之后对有嫌疑的恐怖分

子的折磨手段和阿布格莱布监

狱虐囚事件 $ 他追寻每一条线

索 "培养自己的信息来源 "为要

揭露的信息的分量而挣扎"勇敢

质疑官方说法$ 比如在调查美莱

村事件时 " 他追踪陆军中尉威

廉!凯利" 目睹他咆哮着对士兵

们下达虚假的命令并爬着穿过

本宁堡的军营"仿佛是好莱坞惊

险电影中的场景$

书中还刻画了和他有交往的

诸多美国政治和新闻界的重量

级人物 "如 +水门事件 ,期间的

)华盛顿邮报 * 主编本!布拉德

利 %前 )纽约时报 *总编罗森索 %

)纽约客*现任主编大卫!雷姆尼

克和亨利!基辛格$ 对于普通读

者来说"赫许的经历本身已经足

够精彩"而对有兴趣成为调查记

者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

本很好的教材$

!音 希"

本版特约主持%黄昱宁

悦读!政治

%第一顺位"总统'

副总统和权力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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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在美国政治中有着有

趣的地位$ 他的位置不可谓不重

要# 他是总统第一顺位的 +继承

人,"在美国历任 Q<位副总统中"

有 ;Q位最后成了总统"其中八位

进入椭圆形办公室都是因为总统

去世或被刺杀" 只有一位是因为

他的上司辞职了$但实际上"副总

统的权力又极为有限" 几乎没有

行政实权"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

福的第一位副总统约翰!南斯!加

纳有句名言#副总统职位+都不值

一桶热乎乎的尿,$

但是近些年" 情况发生了很

大的改变#奥巴马和副总统乔!拜

登的友谊从任内到任期结束都

是佳话 .特朗普上台后 "副总统

迈克!彭斯的地位日渐重要$ 美

国资深媒体人凯特!安德森!布

劳尔采访了吉米!卡特政府以来

的 OPP 多位与副总统有密切接

触的人士" 包括副总统本人%他

们的家人% 朋友和内部人士"试

图展现现代总统和副总统之间

有时冷淡 "有时亲密 "但总体复

杂的关系$

布劳尔曾用 )白宫往事*和

)第一夫人* 让读者近距离了解

了白宫工作人员和现代第一夫

人们的生活$ 这一次"她试图展

现 ;e 位美国副总统的生活和角

色$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奥巴马和

拜登之间的关系"而与当下关系

最密切的当然是特朗普和他的

副总统彭斯私下的互动$

美国的选举方式决定了总

统和副总统大多经历过从对手

到同事的关系转变"这一过程中

使得每一段关系中都掺杂着敬

意和嫉妒"即使关系最好的一对

也不例外$副总统是因为总统才

得到他们的职位"这种联系不仅

影响到公众对副总统的印象"更

关系到他们之后成为总统候选

人%乃至总统的可能性$ 众人皆

知"乔治!布什和罗纳德!里根在

;`<P 年的初选中冲突颇多 "但

是如果不是因为里根的高支持

率" 布什不可能在 ;`<< 年当选

总统$同样地"戈尔 OPPP 年的失

利"不能说同克林顿的莱温斯基

绯闻和被弹劾关系不大$现任副

总统迈克!彭斯的处境" 则犹如

在走一场风险极高的钢丝秀"一

面要安抚共和党焦虑的情绪"另

一面又要坚定地站在他老板那

一边$副总统和总统之间这种复

杂的关系 " 很少有人仔细研究

过$ 布劳尔填补了这个空白$

!石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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