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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

（2021）”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 

 

 

2021 年 5 月 16 日，第三届“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

（2021）”在上海财经大学顺利召开。本次论坛由《经济研究》

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上海财经大经济学院承办。本次

论坛邀请了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40 余所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近 150 位专家学者出席并作汇报分享，大会还吸引了大批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专业领域的研究生到场交流学习。上海财经

大学副校长姚玲珍、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夏纪军以及《经济研

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出席活动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本届

论坛执行主席、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杜宁华

常任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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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会场全景 

 

 

经济学系系主任杜宁华教授主持 

姚玲珍副校长首先作大会致辞，她代表学校向到会的专家

学者们致以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她谈到，行为与实验经

济学是我校的优势学科，我校在该领域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同时，

她也希望我校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师生以学校第三批“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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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队”建设为契机，依托一年一度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

等学术交流平台，全力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行为与实验经济

学学科，并与学术界同仁一起，商讨学科发展大计，研讨学科

发展前沿，砥砺学术切磋学问，共同推动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

学学科的发展繁荣。 

 

上海财经大学姚玲珍副校长致辞 

夏纪军常务副院长代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再次向莅

临本届论坛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欢迎，他谈到，面对新冠疫

情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为国内

最前沿的分支科学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他还鼓励参会学者们

通过一系列思想碰撞的成果和真知灼见，为推动社会科学研究

中的多学科融合发展贡献出学术智慧，也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共同成就一场

前沿研究的年度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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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夏纪军常务副院长致辞 

倪红福副主任指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论坛”是《经济

研究》重点支持的会议，希望努力将其打造成行为和实验经济

学本土化和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近年来，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经

济研究》也将努力支持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实验经济学

论文，将重点关注实验数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最后，倪红福

副主任预祝本届年会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倪红福副主任致辞 



 6 / 19 
 

随后，来自密西根大学的特邀嘉宾陈岩教授线上作了题为

《零工经济中的虚拟团队》的演讲。陈岩教授的研究探究了虚

拟团队对员工生产力和在线平台保留率的影响。零工经济被誉

为工作的未来，为全球数百万工人提供了灵活，低障碍的工作。

但是，缺乏组织身份和社会纽带会导致零工平台很高的流失率。

为了检验虚拟团队的影响，陈岩教授团队在全球乘车共享平台

（滴滴）上进行了 27,790 名司机的大型田野实验，将司机随

机分配给三个实验条件之一的某个团队。受试司机将获得其团

队或个人排名，而对照组中的司机只能获得个人的绩效信息，

而没有社会比较信息。陈岩教授发现，受试司机的生产力要高

于对照组中的司机。陈岩教授还发现，在实验结束后三个月，

受试司机在平台上的工作时间更长。最后，虚拟团队中的落后

司机群体从团队竞赛中获益最大。 

 

特邀嘉宾陈岩教授线上带来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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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特邀嘉宾演讲阶段，来自北京大学的孟涓涓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陆方文教授、清华大学的刘潇副教授分别

上台带来主旨演讲，该环节由《经济研究》副主编谢谦主持。 

 

《经济研究》编辑部谢谦副主编主持 

北京大学孟涓涓教授的演讲主题为《期望形成与劳动力供

给：上海出租车司机的实地实验》。孟涓涓教授首先提出了论

文的核心问题：预期收入和工作时间如何影响劳动力供应？随

后又深入研究了这些期望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弥补了过去的

学术研究缺乏明确的预期数据的问题，该田野实验收集了出租

车司机每天两次的预期日收入和工作时间。孟涓涓教授发现，

两个期望值都对停止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期望工时比收入

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且预期会受到最近的历史平均结果以及驾

驶员对工资的信念错误的影响。此外，出租车司机的期望在一

天内很少被更新，且如果被更新，则是基于已实现的工资。更

细致地说，相比于预期工作时间，预期收入的更新要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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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涓涓教授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陆方文教授作了题为《晋升中的性别歧视—

—来自调查实验的证据》的主旨演讲。陆方文教授首先指出性

别歧视是目前广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来自

上级的入职歧视，研究晋升中的歧视和来自下级的歧视的证据

是零散的。陆方文教授通过一个统一的设定，同时研究了晋升

中来自上级和来自下级的歧视。陆方文教授在中国一家全国性

的在线招聘网站上进行了 17000 多名受访者的调查实验。实验

假设受访者所在公司中有一个空缺的团队领导职位，她需要从

两个通过工作特征以及随机匹配性别构建的候选人中选择一

个。受访者随机的以（i）主管的角度，（ii）主管被要求以团

队成员的角度，或（iii）团队成员的角度选择候选人。陆方文

教授发现，女性受访者是性别盲目的，只根据工作特征选择候

选人。男性受访者强烈偏好男性候选人，团队成员的角度也激

发了更强的男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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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方文教授演讲 

清华大学的刘潇副教授作了题为《红包的魅力》的主旨演

讲。刘潇副教授研究了货币礼物的形式及金额大小如何影响员

工的工作表现以及线上群体中礼物赠送的社会传染力。刘潇副

教授首先通过一个田野实验，发现对于较大的金额，装在红包

中的现金礼物形式相比普通的现金提高了工人的整体生产力、

参与意愿和工作质量。更重要的是，在任务的薪酬不吸引人的

情况下，这个效应也普遍存在，因为工人更可能将体贴的红包

礼物视作雇主的赏识，这抵消了由于参考依赖产生的负收入效

应。然后，刘潇副教授研究了微信上 3600 万份在线红包礼物

的数据，发现多收 1 美元会使收礼者在随后的 24 小时内向群

里发回 18 分。刘潇副教授通过分解这一效应，发现它主要是

由扩展边际驱动的--更多的接受者被触发发送红包。此外，对

于手气最佳者来说这种效应更强，这表明对于下一个红包发送

者存在一个群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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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潇副教授演讲 

在接下来的音乐表演阶段，来自清华大学的张书怀同学为

大家献上了小提琴独奏《梁祝（选段）》，流畅的演奏展现了

新一代经济学人的生机与活力，悠扬的乐曲为年会活动增添了

别样的魅力。 

 

张书怀同学小提琴独奏 

紧随其后的研众科技董事长李永胜为大家简要介绍了社

科实验教学与研究平台——“微课研”公众号，并期望更多学

者加入其中，以实验方法助力教研，协助专业实验软件开发，

为实验经济学等专业领域研究提供全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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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胜董事长介绍“微课研” 

当天下午，本届年会所设的 9 个分会场分别顺利召开相关

主题论坛，各位学者专家围绕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据悉，本次论坛共收到稿件近百余篇，经过初审、委员会匿名

评审，最终进入会议报告论文 49 篇。本届年会分论坛设立“个

体决策”“风险与模糊”“行为金融”“公共品博弈实验”“行

为博弈”“匹配机制与组织理论”“劳动与社会保障”“道德、

信任与公平”“社会偏好与社会规范”等九大主题，由报告人、

点评人、主持人以及听众围绕论文展开深入讨论，各位专家从

边际贡献、实验设计、行文逻辑等不同角度提供大量宝贵意见。 

分会场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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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年会旨在搭建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前沿问题的高

端学术交流平台，展示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和实

力，促进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各领域研究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切

实推动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造行为与实验经济

学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年会的承办方，上

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将此为契机，以更开放的视野，更广阔的

姿态，更执着的努力，打造冲击世界一流的前沿学科研究团队，

为推动中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与繁荣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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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应邀出席“2021第四届行为 

经济与管理国际论坛” 

 

 

应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雷宏振教授的邀请，2021

年 6 月 19~20 日，CEBD 首席专家叶航教授携 10 名团队成员

赴古城西安参加“2021 第四届行为经济与管理国际论坛”，

并就双方开展深度合作研究进行协商会谈。叶航教授在论坛上

作了“风险、不确定性与量子决策理论”的主旨报告。 

为了应对变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促进行为经济与管

理学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变革时代

面向不确定性预期的行为经济与管理”。会议将邀请海内外知

名学者发表主旨讲演，同时采用线上+线下的模式同时召开国

际顾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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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CEBD 参会人员参观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

学院，并与雷振宏院长及其博士研究生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与交流，双方拟在今后开展深度合作研究，内容为就有关人类

风险偏好与风险决策、时间偏好不一致性等重要问题展开行为

实验（包括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与神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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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速递：宗教认同、群体效应和亲

社会行为--来自中国田野实验的证据 

 

 

2021 年 1 月 18 日，知名 SSCI 期刊《行为与实验经济学

杂志》（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在

线发表了 CEBD 研究员夏巍巍、罗俊、叶航等人的文章“宗教

认同、群体效应和亲社会行为——来自中国田野实验的证据”

（ Religious identity, between-group effect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该文采用框架田野实验的方法，通过熟人在国内招募真实

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利用微信群进行最后通牒博

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和公共品博弈，以考察被试的公平

感、利他性、信任与可信任度、以及合作水平等亲社会行为，

尤其是考察了他们的宗教身份认同和群体间效应，即当他们面

对和自己有相同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时的行为。此外，该研究

还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被试的宗教信仰虔诚度进行了测试和

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佛教徒和中国的基督徒没有在行

为博弈中表现出明显的内群体偏好；然而，中国的穆斯林在许

多博弈中都表现出明显的群体内偏袒和群体外歧视。此外，研

究者还发现，在信任博弈中，被试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虔诚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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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他们对内群体的偏爱程度就越高。但研究者也指出，这些

结论只是针对在中国的三大宗教信徒的观察，并不表明它具有

普遍的意义。  

本文第一作者夏巍巍的博士论文就是《宗教信仰与亲社会

行为》，叶航教授是该博士论文的指导者。此前，夏巍巍博士

还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过有关宗教经济学的相关论文，其中，

发表在《南方经济》2017 年第 9 期的“实验经济学视角下的

宗教研究：信仰与行为”，被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8

年第 3 期全文转载；《中国经济问题》2021 年第 1 期还发表

了她的“宗教信仰与信任：一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夏巍巍

博士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利用实验方法研究宗教行为为数不

多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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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D 博士后李雨真、郑万军以优异  

成绩出站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2021 年 4 月 20 日，CEBD 博士后李雨真和郑万军以优异

成绩完成答辩，顺利出站并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李雨真的出站报告《债券收益率的行为金融学基础研究：

基于投资者羊群行为视角》，运用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

实验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实验室行为实验和

神经实验方法，研究了羊群效应和从众行为对人类风险决策的

影响。报告所体现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受到答辩组专家的一致

好评。李雨真在博士后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Modulating the 

Activity of vmPFC Regulates Informational Social Conformity: A 

tDCS Study”、“The role of the mPFC in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majority and expert opinion”和“When punishers might be loved: 

Fourth-party Choices and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A Delegation 

Game”分别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1A 级 SSCI 和 SCI 英文学

术期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Neuropsychologia 和 Theory and 

Decision。 

郑万军出站报告《贫困、不平等及行为：基于微观数据、

行为和神经实验的研究》，运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神

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过实验室行为实验和神经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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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贫困和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我国扶贫脱贫、

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报告所体现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及其对

我国当前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受到答辩组专家的一致好评。

郑万军在博士后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Effect of Modulating 

DLPFC Activity on Antisocial and Prosocial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tDCS Study”、“Effect of Modulating Activity in the Right 

DLPFC on Reveng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a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Investigation”和“When punishers might be 

loved: Fourth-party Choices and Third-party Punishment in A 

Delegation Game”分别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于 1A 级 SSCI 和

SCI 英文学术期刊 Frontiers in Psychology、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上；相关的中文学术论文“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变

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和“中国农民工多维返贫

测度问题”，分别发表在中文一级 CSSCI 期刊《经济理论与

经济管理》和《中国农村经济》上，并全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

文转载。其中，“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

维脱贫指数测度”一文，还被四川省世界经济学会评为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李雨真 2018 年 6 月毕业于 985 高校吉林大学商学院数量

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8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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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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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教授；2021 年 10 月出站，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目

前担任该院讲师，主讲“实验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 

郑万军 2017 年 12 月毕业于 211 高校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

济学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8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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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出站，入职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目前

担任该院讲师，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选读”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