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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赴黑龙江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村 

和音河村开展田野调查与田野实验 

 

 

兴十四村花园别墅 

2018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5 日，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

策研究中心（CEBD）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ICSS）

共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经济制度如何影响个体

行为偏好——基于中国集体主义村庄的田野调查与田野实验研

究”课题组一行 16 人，在项目首席专家叶航教授带领下，赴黑

龙江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村和音河村进行田野调查和田野实

验并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调研，我们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甘南县兴十四村和音河村

共进行了 10 余场行为实验，参加实验的当地村民达 500 余人次，

年龄跨度从 9 岁至 72 岁。所有被试都进行了包括独裁者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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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牒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博弈、诚信博弈、风险决策、

竞争决策和时间偏好决策 8 个行为实验，测度了村民的社会偏好

与经济偏好。 

 

在兴十四村村民礼堂开展的行为实验 

 

在音河村村委会开展的行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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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研得到了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

甘南县政府，兴十四村和音河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实验人员进场 

 

田野实验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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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首批博士后进站 
 

 

 

2018 年 3 月至 6 月，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

心（CEBD）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作为合作导师招收的 4 名博士后

陆续进站。他们是：中国社科院应届毕业的牛贺博士，西南财经

大学应届毕业的郑万军博士，吉林大学应届毕业的李雨真博士和

中国科学院应届毕业的陈俞有博士。 

根据合作导师叶航教授的安排，在 CEBD 从事博士后研究

期间，牛贺博士主要从事合作博弈的建模和计算机仿真研究，郑

万军博士主要从事收入不公平产生机理的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

验研究，李雨真博士主要从事金融投资领域非理性行为的神经机

制研究，陈俞有博士主要从事碳排放权交易的计算机模拟和行为

实验研究。 

以上郑万军、李雨真和陈俞有为浙江财经大学的师资博士

后，经过 2-2.5 年的博士后研究，如果达到浙江财经大学相关学

院教师招聘的标准，可以直接入职；且在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所

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研究时间，可以合并计入职称评聘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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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支持 

 

去年年底至今年 9 月份以来，CEBD 获得一批 2018 年开始

执行的研究基金的支持，分别为： 

1. CEBD 执行副主任罗俊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支

持：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基于行为

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准号：71703145）； 

2. CEBD 执行副主任罗俊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

项目支持：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的实

验研究（批准号：17YJCZH120）； 

3. CEBD 郑恒博士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支

持：中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方

法（18YJCZH265）； 

4. CEBD 姜树广博士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支持：

个人投资者行为偏好测度与应用研究（批准号：18G030033）； 

5. CEBD 郑恒博士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支持：中

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的实验研究（批准号：LY19G0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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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EBD 郑昊力博士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支持：

信任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批准号：LY19G030019）； 

7. CEBD 李佳慧博士获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支持：

不确定性决策下贝叶斯理性与强化学习交互作用的机制研究（批

准号：Q18C09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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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一批研究成果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和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全文转载 

 

2017 年以来，CEB 发表在中文 CSSCI 期刊上的一批论文分

别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的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全文

转载—— 

1. 叶航：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偏误，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6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 年第 11 期全文转

载，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7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2. 邓红平、罗俊（通讯）：不完全信息下公共租赁住房匹配

机制：基于偏好表达策略的实验研究，原载《经济研究》2016 年

第 10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7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3. 姜树广：信念与经济增长：基于全球价值观的跨国证据，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16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

济学》2017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4. 牛贺：有限理性、规范内化与利他行为：一个演化视角，

原载《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0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8 年第 2 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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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俊、叶航、郑昊力、黄达强等：左右侧颞顶联合区对道

德意图信息加工能力的共同作用——基于经颅直流电刺激技术，

原载《心理学报》2017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7 年第 6 期全文转载； 

6. 郭文敏、罗俊、郑昊力、黄达强、叶航（通讯）等：作为

异质性偏好的禀赋效应：来自神经经济学的证据，原载《南方经

济》2017 年第 4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8 年第 4

期全文转载； 

7. 夏巍巍等：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宗教研究：信仰与行为，

原载《南方经济》2017 年第 9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8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8. 姜树广：引入文化信念和价值观的经济学研究评述，原载

《山东大学学报》2017 年第 5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8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9. 王锦锦等：时间偏好、跨期选择不一致及其神经基础，原

载《南方经济》2017 年第 9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8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 



 10 / 12 
 

10. 叶航、郑恒：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与匹配理论 ， 原 载

《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8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

2018 年第 1 期全文转载； 

11. 叶航：市场制度是否挤出道德偏好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原载《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2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论

经济学》2018 年第 8 期全文转载； 

12. 姜树广：神经过程的替代性互动：人类决策的神经元经

济学分析，原载《江海学刊》2018 年第 5 期，人大复印资料《理

论经济学》2018 年第 9 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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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执行副主任罗俊 

在 SSCI 一区期刊发表综述文章 

 

2018 年 6 月，CEBD 执行副主任罗俊博士在 SSCI 一区和

SCI 二区双收期刊《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发表

长篇综述“人类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回路与神经基础”（The Neural 

Basis of and a Common Neural Circuitry in Different Types of Pro-

social Behavior）。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自愿行为，比如慈

善捐款，合作，信任，利他主义惩罚和公平等。这些行为被广泛

地描述为非自利的行为决策，在行为实验研究中被认为是增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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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偏好动机的结果。最近的研究使用了神经成像和大脑刺激技术，

旨在揭示人类亲社会行为的神经基础，已经发现人类大脑存在着

一个广泛区域，特别是前额叶皮层、前岛叶、前扣带皮层和杏仁

核，与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有着紧密的相关性，甚至直接的因果关

系。在这篇综述中，罗俊博士对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总结，并且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以为各种不同类型

的亲社会行为进行共享的神经回路及其一般的神经机制。这一模

型为我们深刻理解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决策提供了有效的

途经—— 

 

罗俊提出的人类亲社会行为的整体神经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