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了顾客和投资者的信赖。

文汇报： 您怎么看区块链

在中国的发展？

乔治·吉尔德：刚才我预测

的 4 家公司中， 比特大陆和小

蚁都是中国公司。 比特大陆成

立于 2013 年，重点面向中小企

业及个人用户， 目前销售服务

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小蚁于 2014 年正

式立项， 通过数字技术把数字

网络联系在一起。

我认为， 区块链是一个有

机体，它会生长，它代表的是新

一轮技术的创新。 尽管目前区

块链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

阶段， 但中国的创新能力相当

强。 尤其是中国在挖矿芯片方

面已处于技术领先， 加密币的

交易也是最成功的。

这次是我第四次到上海 ，

1988 年来的时候，我就感到在

上海，或者说在中国，不是百花

齐放，而是十亿花齐放。今天早

晨我沿着黄浦江跑了 5 英里 ，

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新的建筑 ，

还有很多富有朝气的脸庞 ，我

感到自己在 30 年前的判断是

完全正确的，这里的经济、这里

的企业、 这里的个人都很有冲

劲。可以说，上海是我在全世界

看到的发展最快、最新的城市，

我非常看好上海在区块链时代

的发展。

内容生产者或将迎

来黄金时代

文汇报 ： 在区块链时代 ，

您认为哪些热门行业将走下

坡路？

乔治·吉尔德：首先 ，超级

大、超级耗能的大数据中心将

成为明日黄花 ，因为它们太热

了。 它们就像是制铝厂 ，有很

多空调机 ， 需要在比较凉快

的 、 水比较多的地方才能运

行，最终的结局就是淡出人们

的视野。

同时，银行业也会要变。现

在银行业很多业务都与短期交

易和投资有关， 虽然区块链并

不会让银行做不成它最基本的

业务， 保持银行对实体经济的

贡献， 让储蓄的人和需要投资

的人在一起。但在区块链时代，

由于有了新的币值比较稳定的

货币，一些投机、短线的投资就

会受到抑制。

文汇报 ：那么 ，有哪些行

业会在区块链时代得到更好

发展 ？

乔治·吉尔德： 我认为，对

内容生产者而言， 这将是个黄

金时代。 比如从事写作、音乐，

或者媒体从业者， 这些人的报

酬目前看是相对低的， 因为所

有内容的发布都要借助于大的

平台。平台要挣钱，大的平台又

要靠广告收入来支撑，“层层盘

剥”之后，内容生产者获得的回

报就相当低。比如，谷歌网上音

乐市场只把收益的 14%分给内

容制作者。但在区块链时代，大

家可以抛开中间商和平台的议

价，直接对内容进行支付，这将

明显提高内容生产者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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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吉尔德认为，与以谷歌为代表

的大数据时代相比， 以区块链作为代表

的密算体系有很大不同。 谷歌曾在官网

上贴出了十大定律，被誉为“谷歌十条”；

乔治·吉尔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密算

体系的十大定律。在他看来，谷歌构建的

体系是支离破碎的， 而密算体系是对谷

歌体系的修复。

谷歌第一定律：专注使用者。

密算第一定律：专注安全。

谷歌第二定律： 如果能够把一件事做到

极致，那就成功了。

密算第二定律： 为客户提供让他们施展

才华的空间， 保障他们能够拥有最安全

的机制。

谷歌第三定律：快永远优于慢。

密算第三定律：安全至上，甚至宁愿牺牲

自己的速度。

谷歌第四定律：互联网可以实现民主。

密算第四定律：多数人永远掌握主导权，

区块链是一个扁平的管理体系，人们不需

要投票，只需要分配权力即可。

谷歌第五定律：如果你想要寻找答案，其

实无需坐在桌边。

密算第五定律： 如果我们的手机真的智

能， 至少它能做到屏蔽和拦截那些你不

想看的广告。

谷歌第六定律： 可以在不作恶的情况下

盈利。

密算第六定律：盈利第一。

谷歌第七定律： 永远有更多的信息有待

探索、挖掘。

密算第七定律： 难道这些信息不应该被

信息的创造者持有吗？ 为什么要把信息

交给分销者呢？ 所以万物皆非免费。

谷歌第八定律： 非常有必要保证信息能

够跨越所有领域。

密算第八定律： 密算体系会尊重个人电

脑的边界，让安全属于用户和设备，并不

属于网络。

谷歌第九定律：即使你没有西装革履，你

也依然可以保持严肃正经。

密算第九定律：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

们并不在意你看起来是否严肃认真。

谷歌第十定律：伟大还是不够伟大。

密算第十定律：我们会提供安全的体系、

加盖时间戳的事实，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

可以保证自己的客户都很棒。

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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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十条”VS“密算体系十条”

一个日裔美国政治学

家和一个英国出生的加纳

裔美国哲学家走进一间酒

吧，里面正在为身份大吵。

“别争了！ ” 哲学家大叫，

“你们在为之而战的身份

都是谎言。 ”政治学家往前

一步 ：“它们不是谎言 ，只

是错误的身份。 ”

福山新著和阿皮亚的

新著一样有个缺点： 这是

一本关于书的书的书。

———印度裔美国作家

阿 南 德·吉 里 达 拉 达 斯

（Anand Giridharadas）在《经

济学人》 对福山与阿皮亚

两本关于身份的新书作

评。 现任教于纽约大学的

奎 迈·安 东 尼·阿 皮 亚

（Kwame Anthony Appiah）

在新著《连接起来的谎言：

重新思考身份 》 （Liveright

Publishing，2018） 中认为 ，

我们为身份大打出手是因

为过分夸大了自己和 “非

我族类”的差异，同时过分

强调与同胞的相似。 阿皮

亚在自己不可选择的出

身， 和自己可选择的经历

方面， 都更像一个四海为

家的世界主义者。 他坚信，

我们都是世界公民。

这是一个掉书袋的典

范： 历史就是从书堆里剪

出来的一排纸娃娃， 而这

些书只有一小部分人类听

说过。

“对地位的渴望 （也

就是 megalothymia），植根

于人类生理。”福山这话说

得简直就是手相术的学术

版本。

福山觉得左翼对文化

和身份政治太过着迷 ，而

抛弃了社会政策。 可是，他

自己也几乎不做什么政策

建议呀。

———哈佛大学英文系

教授路易斯·梅南迪（Louis

Menand）在 《纽约客 》评论

福山新著 《身份 》，尤其发

掘了他经由康奈尔大学时

期的老师、 美国政治哲学

家 阿 兰·布 鲁 姆 （Allan

Bloom）与俄国知识分子科

耶夫 （Alexandre Kojeve）建

立起来的思想渊源。

（黎文）

针对两本身份政治
新著的回应

阿皮亚和他的

《连接起来的谎言 ：

重新思考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