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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罗俊、李佳慧分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继 2019 年 CEBD 分别获得“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郑

昊力）、“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于羽）、“教育部人

文社科青年项目”（郑恒、李佳慧）、“浙江省社科基金规划

项目”（罗俊）、“浙江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李燕）、“浙

江省自科基金探索项目”（李燕）等一项国家项目、六项省部

级项目后，2020 年 CEBD 在基金申报上再创佳绩： 

罗俊：“贫困自我延续的发生机制与干预措施的实验研究

——基于神经、认知与行为相互关联的视角”，获国家自科基

金面上项目； 

李佳慧：“贝叶斯理性与竞争性决策规则：基于行为与神

经科学的实验研究”，获国家自科基金青年项目； 

李燕：“复杂网络中惩罚机制下的合作演化：Agent 仿真

与行为实验的对比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罗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疗资源的供给与配置

研究”，获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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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CEBD 成员在英文学术期刊 

发表论文 3 篇，出版专著 2 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CEBD 成员在英

文 SSCI 和 SCI 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 篇；出版学术专著 2 部（它

们是 CEBD 叶航首席专家和卢新波主任主编的“行为经济学研

究方法与实例丛书”中最先出版的 2 部，该丛书预计出版 8 部

专著）—— 

罗俊、王鑫鑫：Hukou identity and trust—Evidence from a 

framed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1； 

牛贺、陈俞有、李燕等：Distinguishing 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from non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can facilitate the 

emergence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2020.4； 

李雨真、王锦锦、叶航等：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vmPFC 

Regulates Informational Social Conformity: A tDCS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20.9； 

罗俊：《互惠、利他和公平：来自田野实验和神经实验的

证据》，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 8 月； 

李燕：《人类合作之谜新解：基于社会网络与仿真实验的

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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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揭秘个人慈善捐赠： 

理性还是感性？利他还是利己？ 

——《社会创新家》专访 CEBD 罗俊博士 

澎湃新闻 2020 年 8 月 20 日报道 
 

 

个人为什么会做慈善捐赠？ 

个人慈善捐赠是理性的吗？ 

个人捐赠除了利他还利己吗？ 

捐赠信息公开都有利于捐赠吗？…… 

这些公益慈善领域的基础问题，十分重要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究

竟应该透过什么学科来准确、清晰地研究解释？终于，经济学家“破圈”

而来，试图建构一套公益慈善的基础理论。 

经济学者罗俊，就是其中一位。1985 年出生的他，获得浙江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为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他主持了多个研究课题，

都是围绕慈善捐赠展开，透过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研究公益慈善的

基础问题，阐释利他与利己、理性与非理性等个人捐赠行为的内在逻辑。 

《社会创新家》对罗俊进行了专访，呈现他的研究过程与结果。 

罗俊：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A 类重点研究基地“浙江财经

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入选首

批“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浙江省“之

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院士结对青年英才”

培养计划，主持多个慈善捐赠相关课题。2019 年发

表《捐赠信息公开对捐赠行为的“筛选”与“提拔”

效应——来自慈善捐赠田野实验的证据》，解释了捐

赠信息公开与个人捐赠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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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几乎空白 

《社会创新家》：在浙江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你开始以经济学

来研究公益慈善，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个方向的研究。作为青年经济学学

者，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崭新的研究方向？ 

罗俊：我在浙大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

学，关注个人的非理性行为和非自利行为，个人慈善捐赠是其中一个非

常重要的话题。国外在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国内的

研究几乎是空白，有很大的空间。 

从捐赠数据来看，国内慈善捐赠只占 GDP 的 0.2%左右，美国常年

保持在 2%到 3%之间。国内企业捐赠比例占到 70%到 80%，美国个人

及家庭捐赠达到 70%到 80%，90%以上的美国家庭有常年捐赠的习惯，

国内外的慈善捐赠差距主要集中在个人慈善捐赠。 

我希望通过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对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和动机

的研究，改善慈善募捐机制，激发个人慈善捐赠意愿，促进国内慈善事

业的发展。 

《社会创新家》：据你所知，国内还有哪些经济学学者在研究公益？ 

罗俊：据我所知，国内围绕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研究的经济学学者，

特别是实验经济学家并不是很多。北师大的何浩然老师，是国内比较早

的用实验方法来研究个人慈善捐赠的学者。还有一位，李华芳老师，之

前是汪丁丁老师的学生，目前在美国大学任教，也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

公益组织。 

《社会创新家》：博士期间，你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他

对你研究公益有怎样的看法？你们有没有深入交流过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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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俊：我的博士导师有两位，汪丁丁老师和叶航老师。两位老师长

期以来关注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在国内很早引入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

经济学的前沿理论，致力于利用跨学科方法对经济学中主流的理性经济

人假设进行批判。他们引导我们对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偏好进行思

考和研究。同时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经济学，通过实验和

神经科学的方法打开人行为背后的黑箱。受他们的影响，我关注到了慈

善捐赠领域。 

汪老师对社会问题和弱势群体一直保持关注，在他看来，除了政府

作用以外，其他组织和个人也应该发挥作用，公益组织应该扮演更多的

角色。 

2 慈善的利他行为没有脱离理性经济人假设 

《社会创新家》：现代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即“理性经

济人假设”，它在公益慈善方面还成立吗？还是可以有与之不同的假

设？ 

罗俊：经济学家很早就关注到了公益慈善中的非理性行为，但在主

流经济学的概念当中，公益慈善中的行为和市场领域行为一样，可以用

理性去解释。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在这个假

设下可以分为三种动机类型，都是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第一个动机是

利他偏好，利他偏好中又有纯粹利他偏好，即捐赠让他人感到快乐，看

到别人因“我”的捐赠产生快乐，“我”因而也会感到愉悦，因此他人

的效用可以纳入到我的效用函数中。另一种利他偏好动机是光热效应动

机，即个人是对慈善捐赠这个行为本身感到快乐，而不在意慈善捐赠对

他人产生了怎样的效果，目前有不少研究是来区分这两种利他偏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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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动机是出于声誉动机偏好，捐赠者会为了追求个人声誉进行慈善

捐赠，因此信息公开会激发我们对捐赠的声誉动机。第三个动机是外在

因素的激励，比如物质奖励和礼物回赠，这些机制导致的慈善捐赠也是

出于理性的考虑。 

《社会创新家》：声誉动机和外在因素下的慈善捐赠比较好理解，

纯粹利他和光热效应也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框架内么？ 

罗俊：是的，在经济学中考虑的是个人在有限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选

择，而效用，即满足感就是来衡量我们的选择是否最优。纯粹利他偏好

是“我”的行为让别人得到了满足，因而使我的效用提高，光热效应是

“我”的捐赠行为本身就会产生效用。 

《社会创新家》：为什么纯粹利他也是一种个人理性？ 

罗俊：在纯粹利他的这种动机中，捐赠让受捐对象得到帮助，对受

捐对象而言是利他行为；对捐赠者本身而言是会因为受捐对象获得帮助

而得到满足和效用的，从这个角度看仍是理性框架内的一个理性行为。

但确实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行为经济学家就认为这已经不是理性

人的表现了，而应该看作是完全利他的行为。 

《社会创新家》：如果推翻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还能做分析吗？ 

罗俊：推翻理性经济人假设，是行为经济学一直都在做的工作。但

如果推翻这个假设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理论框架。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

凯恩斯、萨缪尔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已经非常完备，可以用于分

析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甚至是在我们看来其他学科的问题，这也是为

什么会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 

在现实中，行为经济学发现人的很多行为超出了理性的衡量范围。

理性至少需要满足一致性的公理，如对 A 的偏好大于 B，是这件事情

应该稳定的。如果喜欢 A 胜过 B，喜欢 B 胜过 C,那么喜欢 A 一定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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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但现实中这些理论判断在很多情况下不成立。人的行为偏好不是那

么稳定，有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把行为经济学发现的非

理性的行为也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是需要去建立一个能够解释所有

包括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的，这是行为经济学目前还

没有完成的工作。 

《社会创新家》：伴随经济学对公益慈善研究的深入，有没有可能

出现公益经济学？ 

罗俊：公益经济学的提法很有趣，我现在能够想到的是和公益经济

学接近的经济学分支，叫做公共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就有慈

善捐赠和公共物品，这在主流经济学中也是比较异类的。公共经济学对

公共物品的研究以政府为主体，公益慈善则聚焦个人自愿和自发的利他

行为，主体是不同的。如果要有公益经济学这样一个分支，我相信基本

框架肯定要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甚至包括管理学

和心理学的研究问题，还有公益组织内部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等，这应

该是一个跨学科方向的分支。 

《社会创新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哪个和公益慈善更相

关？ 

罗俊：也会有很多人有疑问，觉得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总是同

时出现。实际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是两个既相关又有所区别的

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以人的非理性行为为研究内容，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圣彼得堡悖论，以及后来的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行

为经济学家可以利用包括实验在内的很多跨学科方法来揭示人的非理

性行为。实验经济学是以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包括实验室实验和田野

实验）来研究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最早是由上世纪 40 年代的张伯伦

的课堂实验开始，并经由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发展而来的。但实际上



 9 / 15 
 

实验经济学因为其方法与传统的经济学方法不同，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

间以来都没有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行为经

济学家构建了博弈框架，通过实验研究方法，在实验室中发现了与理性

的纳什均衡结果不一致的结论。这样才开始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这

次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结合也开启了经济学家在最近的 30 年来，

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行为的前沿研究领域。 

所以，慈善捐赠行为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而实验经济学是现

在研究慈善捐赠行为，设计募捐方式和慈善捐赠政策很重要的研究方法，

这两个方向都与公益慈善密切相关。 

3 捐赠信息公开不一定提高捐赠 

《社会创新家》：2019 年，你发表的关于捐赠信息公开与慈善捐

赠行为关系的论文，是目前国内实验经济学学者为数不多的在公益慈善

领域的实证研究成果，有哪些重要的研究发现？ 

罗俊：以往国外的研究发现，捐赠信息公开能够带来声誉，所以信

息公开可以提高捐赠。我们的研究发现，捐赠信息公开对不同的行为主

体会有不同的作用，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高人们的捐赠水平。 

捐赠数额比较小的群体，因为中国人有做好事不留名的意识，小额

捐赠还要被公开会不好意思，因此不太愿意让自己比较小的捐赠信息公

开。如果强制进行信息公开，这些人很有可能选择不捐款，导致小额捐

赠人被筛选掉，造成捐赠损失。 

捐款数额比较大的群体，因为之前说的捐赠行为的声誉动机，公开

捐赠信息会提高他们捐赠的效用，因此他们确实希望自己的捐赠信息被

公开，信息公开可以提高他们的捐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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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设计募捐机制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的群体。我在做这一

方向的研究时，非常大的感触是，人的行为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受到

影响，各种动机偏好都会影响我们的捐赠行为。我们不需要对人进行慷

慨或者吝啬的定义，人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表现而已。公益组

织要提高捐赠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捐赠设计。 

《社会创新家》：在慈善捐赠之外，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公

益组织的内部治理、项目管理与评估、产品服务设计等其他方面有没有

影响？ 

罗俊：经济学对慈善捐赠的研究不仅仅包括捐赠者的行为，还包括

公益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治理。例如，在我对捐赠信息公开与捐赠行

为的研究中，个人捐赠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是公益公益组织可以选择

的。 

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可以选择多种机制进行募捐设计，比如匹配、

竞争和返还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机制组合会起到不同的效果。在信

息公开捐赠中，如果引入竞争，匹配和返还机制都不会起到效果；但如

果引入群体规范，为了集体荣誉感，匹配的作用会更大。在承诺捐赠中，

往往出现承诺捐款和实际捐款不一致，甚至诈捐现象。如果引入奖励或

惩罚机制，则可以减少不一致的情况。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还有一些研究是涉及组织层面的，比如固定工资

和绩效工资的选择。在人力资源管理和政府治理中，都有行为与实验经

济学的声音。 

《社会创新家》：通过个人慈善捐赠的机制设计让人多捐，公益组

织在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多。如果基于理性人假设，捐的越多，捐赠人得

到的效用和满足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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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俊：其实不仅是公益组织没有这个意识，中国大部分组织在这个

方面的意识都很弱。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塞勒写过一本书叫做《助

推》，很好地解释了这个意识。人的很多行为是脆弱的，容易受到影响。

一个细微的设计或干预，会改变和助推人的行为。我们不用过多地宣传

和鼓吹每个人要多么高尚，只要考虑到人的行为本身很容易影响，通过

科学的机制设计就能够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应

用理念。 

《社会创新家》：公益组织在项目评估方面需要科学方法。一些公

益组织的项目评估报告，是采用了类似实验的方法，评估实施项目的人

群与之前相比有了哪些行为改善，有的还设置了对照组。 

罗俊：这个提示非常好，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做过留守

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行为实验，正在论证通过读书会的推广干预，改善留

守儿童和流通儿童的教育质量。我们和浙江民政部门有一些合作，以专

家身份评估政府购买公益组织的服务效果。我们发现公益组织的干预行

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服务的效果和收益不是很高。 

《社会创新家》：在你目前的研究计划中，和公益组织合作的需求

是什么？ 

罗俊：在慈善捐赠方面，实验经济学可以为公益组织提供一个科学

的因果评估效果。我们对慈善捐赠的组织形式、募捐环境和信息公开等

都进行了理论设计。通过实验的方法，了解筹款对象的行为动机，以此

设计不同的募捐方式，通过更小的成本达到更好的效果。我希望公益组

织提供一个合作开展慈善捐赠实验的平台，也希望行业能够提供行为经

济学家、实验经济学家和公益人的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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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终将淘汰公益的“落后产能” 

《社会创新家》：在经济领域，“国退民进”和“国进民退”的变

动一直备受关注。近年包括慈善会等官办慈善机构发力，引发民间公益

机构的担忧。你怎么看？如果对照经济领域，可以有哪些参照？ 

罗俊：慈善公益领域的“国进民退”话题很有意思。 

经济学在这个话题上有过很多讨论：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和国有

企业的关系是什么？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展到现在，民营企业已

经取得了这么大的发展空间。从市值上看，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的体量

和份额要大得多。但在整个经济过程当中，民营企业的数量和从业者远

远大于国有企业。从这一点上看，在真正推动社会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是民营企业。 

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我相信民间公益组织会不断进步，占据自己的

生存空间。民间公益组织相对官方公益组织具有先天优势。从激励的角

度，民间公益组织的效率与官方公益组织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存

活下去是民间公益组织首先要考虑的，这种先天的竞争意识也能够激发

民间公益组织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我对公益组织的建议是，在保持活力和动力的同时，增加自身行为

的科学性、专业性和规范性。我们在浙江的评估工作中发现，政府购买

公益组织第三方服务，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容错率是很低的，一旦让购买

方意识到民间公益组织不够专业和规范，下一次就不会再进行服务购买，

也会影响到民间公益组织的声誉。 

在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过程中，会淘汰很大一批产能落后、技术上

不够创新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要生存下去，需要提高自己的创新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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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民间公益组织的也需要有足够的创新性，否则会和那些中小企

业一样被淘汰。 

《社会创新家》：公益组织没有破产规定，很多时候能够苟活下去。 

罗俊：如果在募捐方式、产品设计和服务上不比不过其他公益组织，

即使能够暂时苟活，最终也会沦为落后产能，被市场所淘汰。 

《社会创新家》：如何判断公益组织的落后产能？能不能用市场去

衡量公益组织？ 

罗俊：在中小企业中，生产没有效率，污染比较严重，产品不符合

市场需求，就是落后产能。国有企业还能生存，民营企业会被淘汰。公

益组织也是这样，不能做到符合市场需求，有效率，有效益，也是落后

产能。 

我相信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越来越成熟，未来一定是一个成熟的市场

机制。这个市场里面，提供公益产品的有官方的公益组织，也有民间的

公益组织。公益产品的购买方寻求与公益组织的合作，就有了供给和需

求，价格机制随之发挥作用，这就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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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博士后牛贺以优异成绩出站 

赴纽约大学继续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 

 
2020 年 10 月 20 日，CEBD 博士后牛贺以优异成绩完成答辩，结

束了为期 3 年的博士后研究生涯，顺利出站。牛贺在站期间，在中文权

威期刊《经济研究》和英文 SCI 一区期刊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 发表了两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限理性、规范内化与

利他行为：一个演化视角”和“Distinguishing 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from 

nonpunishing costly signals can facilitate the emergence of altruistic 

punishment”。他提交的出站报告《高成本信号、利他惩罚与合作的演

化》运用演化经济学和计算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

对人类合作演化这一重要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通过独特的视

角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合作演化的新解释，在出站答辩时受到答辩组专

家的一致好评 。 

牛贺于 2017 年 7 月毕业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获得经

济学博士学位，师从张宇燕教授。2017 年 9 月进入浙江财经大学应用

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为 CEBD 首席专家叶航教授。为了追

求自己的学术理想，牛贺准备完成博士后研究以后再攻读一个政治学 

博士学位，这一想法得到了其导师叶航教授的大力支持。由于经过本科、 

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系统学术训练，牛贺有较好的学术基础，且研究 

成果丰富，因此他的申请非常顺利，很快就被纽约大学政治学系以全额 

奖学金接受，目前正在美国继续深造。CEBD 全体同仁希望牛贺同学学

成以后能够回到美丽的钱塘江畔，共同打造我们的学术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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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博士后郑万军的论文获 

四川省世界经济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四川省世界经济学会召开的年会上，CEBD 

博士后郑万军发表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 年第 2 期上的论文

“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被评 

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该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 

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 2010~2014 年“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

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

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

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

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

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 2012 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

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该文发表后，于 2020 年 7 月被人大复印资料《农业经济研究》2020 

年第 7 期全文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