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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一个叫托马斯·弗里德曼的
美国人以一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告诉
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转眼，世界不仅
全球化，且正以巨大的加速力量改变着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加速度既带给我
们激情，也让我们眩晕和不知所措。此时，
托马斯·弗里德曼又通过新书 《谢谢你迟
到》（湖南科技社出版）告诉我们：世界变
化越快，我们越要放慢速度，而且那些从
网上无法下载的事物就变得越发重要。

慢就是快，
创新应对加速变化的世界

世界变快
读完大学却发现所学过时

用一句话概括《谢谢你迟到》的核心观点就
是：世界变快了。当世界变快后，人们会有不适应
感。速度并不总是带来激情，速度也会带来眩晕。

如果你坐上一台跑车， 两三秒就能加速到
100千米，很爽，但要一直按照这样的速度加速，
车子跑得比火箭还快，你能受得了？我们的种种
不适应，都是因为技术的变化速度太快，而我们
人类的适应速度太慢。

著名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戈
登·摩尔是硅谷的元老级人物。1965年他就预
测：“（半导体芯片上） 集成的元件数量将每年
增加1倍……有理由相信这种增速在至少10年
内会保持相对稳定。” 这意味着技术进步会不
断加速增长，呈指数级增长，越到后来增长速
度越快。摩尔定律到现在持续了50年。

技术进步曲线是指数级的， 人类的适应速度
却是线性的。这就是我们感到越来越焦虑的原因。
我们从小到大要接受12年、1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
教育。原本以为上完学我们就不用再学习了，但现
实很可能是， 读完大学了才发现自己所学的都已
经过时，必须从头再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将近十年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
一去不复返。经济学家喜欢讲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
来的收益。但问题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
赢家也有输家。怎么更合理、公平地处理收益的分
配，让全球化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拥护？

这是现在世界面临的最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平衡点。全球化既有收益，又有
成本和风险。当人们感到身份、家园遭到威胁时，他
们的本能反应是：那就修一堵墙吧。特朗普就是这
么想的。修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把自己和外
部的世界隔离， 最终只会让你自己受到更大的损
失。但如果轻率地把所有的障碍物都清除掉，没有
任何防护，你会永远不知道在边界的另一边会出现
什么？

在加速变革的时代，不能仅仅修一堵墙，我们

需要的是一堵有大门的墙。 这个门应该天天都开
着，人们进进出出，刷一下证件就能过去。这个门应
该开得足够大，装有摄像头，也有卫兵把守，但在正
常情况下，你看不到卫兵，也没有路障———你应该
几乎感觉不到门给你带来的不便。 假如出现异常，
监测系统应该能迅速感知并做出分析和预判。在极
端情况下门能够被关上。

必须保持对外开放。有人的流动、商品的流动、
思想的流动，这个世界才会有生机和活力。有了墙，
我们才有安全感，才能更放心地把门打开。墙使得我
们可以集中力量搞好内部的团结， 营造一个更为和
谐的共同体，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能够互相协商，彼
此愿意做出妥协，能够有对话的机制、交流的机制、
制衡的机制。规则应该变得更加明晰，才能鼓励长期
投资。没有长期投资，就没有长期的经济增长。

地球大约于46亿年前形成。我们现在处于新生
代第四纪。 第四纪又可以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全
新世只有大约1万年的时间，在地球的漫长历史中，
这只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但就在这1万年间，出现
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气温适宜的窗口期，唯一能够支
持现代人类社会的气候状态，是人类的气候“伊甸
园”。但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我们正在迫使地
球远离最适宜点。有科学家甚至认为，我们已经不
在全新世了， 现在是一个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新时
代，即“人新世”。

大自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有其安全运转的
边界，但我们正在跨越临界点，破坏这些边界。弗里
德曼提到了地球系统的九大关键边界：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森林退化、地球上的生物化学流、海洋
酸化、淡水的使用、大气气溶胶的负荷、“新物质的
引进”、平流臭氧层。

气候变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窘境，特别是
在中东和非洲，其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南亚地
区会因全球变暖遇到更多挑战，尤其是水资源会变
得越来越稀缺。人口的持续高增长率放大了各方面
的压力。

技术进步、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这三重因素叠加
在一起，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加速变革的时代。由于人
类很难适应如此迅速而复杂的变化， 会产生各种不
同的反应，我们的国家、社区以及我们自己在这个加
速变化的时代，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如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社会资
本”能够带来更多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一个国家、一
个社会成功和繁荣的关键。 如果信任感普遍存在，
群体和社会就可以自发地合作、迅速地适应，如果
人们之间缺乏信任， 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冲
突，最终很可能不得不通过强制和暴力解决这些问
题。但是，信任不能通过命令而产生，只能由健康的
社区培养和激发。

这种社区内密切的人与人交流，是互联网无法
替代的。互联网上的社交软件、闲聊室、在线论坛可
能会扩大我们的交往范围，带来更多的便利，但这

种浅层次的交流无法创造出一种有归属感的社区
文化，虚拟的社交性不会自动地创造出公民。

当弗里德曼问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默西什么
是美国当今最严重的疾病时， 默西毫不犹豫地说：
“不是癌症，不是心脏病，而是孤独。这么多人感到
前所未有的孤独，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最大病症。”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通过技术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代
人，但更多的人反而感觉比以往更加与世隔绝。

因此，传统价值观对加速变革的时代越来越重
要。我们需要学会妥协，需要学会信任，需
要学会巩固家庭，也需要为年轻人提供好
的导师和教练。培养这些价值观，需要一
群人，需要健康的社区。

新的个人
未来的时代属于终身学习者和

跨界高手
说起人工智能，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恐惧，认为我们

的工作很快就会被机器替代。
好消息是，至少在短期之内，机器人不可能完全替

代人类。我们仍然处在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坏消息是，
技术进步对不同的人群影响大不一样，确实会有更多的
劳动者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浪潮中成为失败者。西方
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劳动者觉得饭碗快要保不住了。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导致发达国家贫富差距拉
大、一部分工作岗位流失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技
术进步，一个是全球化，而且，技术进步的影响比全球
化的影响更大。

怎么办？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认清形势，
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才能在加速变革的时代立于不
败之地。如果你还希望像过去那样，拥有一技之长，找
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就能一直工作到退休，那就大错特
错了。你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可能还没出校门就已经
变得过时了。未来的时代属于终身学习者和跨界高手，
未来的领导岗位是给那些能够整合全球团队、 打通科
技与人文、有远见、有洞察力和感召力的“新人类”的。

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 重要的不是每天匆匆忙
忙，而是要在行进中暂停脚步。慢下来，放松自己，反思
自己走过的路， 试图从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时
代，保持开放的心态，努力去拥抱创新，容忍在创新过
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失败。“欲速则不达”。慢就是快。

这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谢谢你迟到》中给我
们每个人的忠告。

（作者原为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现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海上丝路研究
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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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需要修一堵打开大门的墙

“人新世” 一个由人类一手造成的新时代

新的社区 人们彼此合作、同心协力、互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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