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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决策有时需要深思熟虑，但即使如此仍踌躇难断，而有时又会在无意识状态下瞬间完成。那

么，不同决策方式选择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这种因素的运行规律又是什么? 以经济学的视角

看，人类决策涉及多个脑神经过程的互动，而不同的神经过程由于所调动的脑区和运行机制不同，从而付出的

成本也不一致。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神经过程替代性互动模型不仅可以为神经决策过程提供一般化的分析框

架，也有助于解释偏好逆转之谜、人类合作之谜和理性之谜等经济学面临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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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人类的选择和决策可以被描述

为最大化自身效用的理性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

个成功的数理分析范式:对于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主要

依靠期望效用理论，而跨期选择则被看成不同时点上效

用的贴现。然而，研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人类决策背

离了期望效用和贴现效用模型所定义的理性选择原则，

例如，人类决策选择既不一定满足传递性假设，也会经常

偏离单调性假设;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也报告了大量关

于禀赋效应、锚定效应、框架效应、同辈效应、小数定律、
代表性偏差、启发式、心理账户、短视的损失厌恶等决策

异象。因此，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虽然简洁优美，却在

许多情形下都是失效的，它只适用于某些特殊决策模式，

并不适用于所有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

了一些超越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决策和选择理论，比如前

景理论、双系统决策理论、心理账户理论、基于案例的决

策理论、体内因素对行为的影响等。
研究表明，人类决策是多个神经过程的产物，人类在

不同的场景下会使用不同的决策模式。例如，选择和估

价任务可能会引发不同的心智过程，随后会产生不同的

对给定成对期望的排序①;不同的跨期选择很可能是调

用了由多个神经系统形成的不同混合体，从而产生了不同

的行为②。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利用这种观念或模型来解释

人类的一些行为③，但只是基于双系统或多系统决策的事

实来解释人类行为，并没有对不同决策模式背后神经过程

之间选择和相互转化的动力机制给出根本的解释。

我们认为，人既然是进化的产物，那么，自然选择的

压力会使其自身器官与机能的运行符合节约原则，这与

经济学的精神是一致的。与新古典经济学全知全能的

“经济人”假设不同，我们认为，决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

类决策涉及多个神经过程的互动，不同的神经过程调用

的脑区及其运行机制也不同，所以成本和收益也不一致，

自然选择会确定最经济的神经过程。也就是说，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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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或替代，最终由最有效率的神经过

程进行决策。其实，经济学对决策问题的探讨有着悠久

传统，比如 Herbert A． Simon、Daniel Kahneman 等就曾因

对决策问题的探讨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神经元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近二十年来异军突

起，对经济学的一些传统观点比如偏好、理性、效用等提

出了许多全新观点，并且开始应用于跨期选择、不确定情

形下的决策、博弈论、劳动力市场歧视等问题和领域的研

究中，但主要是运用脑活动成像技术和其他技术来推断

大脑运作细节，从而对经济学进行修正和重塑。其实，神

经元经济学还有另外一个进路值得探索，那就是以经济

学的思维、理论或工具去探索、分析生物体行为决策的运

行机制，以解决神经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无法解决

的问题，使经济学反过来影响神经学与心理学等学科。
这类研究相对于前者来说少之又少，本文试图在这条进

路上进行一些尝试。
单纯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去审视，逻辑缜密的新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假设人全知全能，没有

考虑决策自身的成本。众所周知，经济学对成本的认识

是逐渐深化的。最先被感知的是显性成本，接着认识到

存在一些隐性成本，比如机会成本。随后，科斯等人又提

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使得制度、文化等能够纳入到新古

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从而开创了经济学的一个新流派。
本文认为，个体并不是像新古典理论强调的那样全知全

能，决策也是需要成本的，并进一步将决策成本一般化到

经济分析中。决策成本的引入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展经济

学的研究领域，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应用于人类脑神经

或器官，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回答一些新古典经济学不能

回答的重要问题，从而将非理性的决策结果在决策过程

中理性化，即以决策的理性解释行为的非理性，这对于深

入理解人类的经济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决策的神经运行机制:

两类神经过程的区分与替代

虽然人们对于脑神经运行机制还未完全清楚，但在

一些内容上已有不少重大发现。人类行为在神经层面上

主要受两类模式的支配④:

第一类是自动过程 ( automatic process) 与受控过程

(controlled process)。自动过程是情景导向、并发、不能内

省、通过触发实施的，而受控过程是目标导向、串行、能够

内省、通过计算实施的。自动过程的完成极其迅速，不需

要有意识地付出多大努力;自动过程不能够被意识所感

知，从而不能对其反思。而受控过程与自动过程恰恰相

反，当人们遇到挑战或新奇的事物时，受控过程会被有意

识地调动起来，且通常可以对受控过程进行很好的反思。
其实，标准经济学模型都可以看作是受控过程的某种程

式化表现。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还大体上可以依据它们

在大脑中发生的区域或部位进行区分，支持自动过程的

脑区集中在大脑的后部(枕)、上部( 顶)、侧部( 颞);而受

控过程主要发生在大脑的前部(额框和额叶前部)。
第二类是情感过程与认知过程。这种区分在心理学

和神经科学中非常普遍。情感是指某些低层次的心理过

程，它们由某些事件引发强烈价值倾向和模式的行为反

应，因此，情感是对某些特定刺激或事件的迅速、高度自

动的反应，只适用于某些情景，而对另外的情景则不适

用。情感不仅包括社会情感(恐惧、愤怒、同情、嫉妒等)，

而且包括生物情感(饥饿、口渴、疼痛等)。情感并不同于

人们常说的感觉，大多数情感都是在意识所能感知的阈

值之下运转的，只有在其强烈到一定程度时，才会让人感

觉到。Zajonc 认为，情感过程回答“去或不去”的问题，可

以导致行动的达成或避免，而认知过程则是回答“对或

错”的问题。⑤

将上述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人类决策就可以分为

四个象限，如表 1 所示。⑥其实，人类绝大多数行为是四个

象限互动的结果。以吃苹果为例，从眼睛看到东西到大

脑辨认出是苹果是第Ⅲ象限的内容;大脑搜索吃苹果的

历史，并根据个体目前饥饿的状态，产生出“我 很 喜 欢

它”，并伸手去拿，这是第Ⅳ象限的内容;如果个体刚好想

起最近看到一个关于“毒苹果”的报道，从而决定不吃的

话，则是第Ⅰ象限的内容;如果这是个体在别人家里做客

的情形，虽然个体很想吃这个苹果，但是考虑到礼貌等原

因，而没有动手去拿，则是第Ⅱ象限的内容。可见，传统经

济学理性决策模型仅适合于第Ⅰ象限的内容，而在其他

大多数情形下不再适用。由于自动过程是大脑工作的默

认模式，时时刻刻都在运转，而受控过程仅仅在自动过程

被中断的某些特定时刻启动，比如面临无经验的决策或

预料之外的事情时，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的决策理论

只适用于特殊情形。
表 1 决策的二维神经过程

认知 情感

受控过程
·串行
·努力
·仔细思考
·很好地反思

Ⅰ Ⅱ

自动过程
·并发
·没有努力
·反射
·没有反思

Ⅲ Ⅳ

本文将主要依据这两类区分来构建神经过程的替代

88

2018． 3



模型。神经与认知科学也为它们之间的替代提供了足够

的证据。比如，Loewenstein 认为，当情感强度低时，情感

决策系统只是扮演“提议”的角色;随着情感强度的增加，

人们逐渐可以感觉到情感和认知过程之间的冲突;而当

情感强度非常高时，认知则完全让位于情感过程，人们会

“失控”。这表明情感与认知过程之间存在着替代或竞

争，强度大的一方会掌控决策。⑦自动和受控过程也存在

着替代现象，Haier 等人通过实验发现，当人们遇到一个全

新的任务时，一开始会激活多个不同脑区( 往往包括前额

叶皮质———这是受控过程集中发生的地方)，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脑区的激活状况不断变化，逐渐集中到那些专门

化来处理与这一任务相关的脑区上。⑧除此之外，神经过

程的替代也表现出“赢者通吃”的特征，即大脑在处理信

息时，并不总是平均对待各个神经元传输的信息，往往采

纳其中一组神经元带来的信息，而拒绝其他神经元传递

的信息。⑨

根据需要，我们把神经过程替代分为静态和动态两

种。静态替代是指在单次决策中，某个神经过程对其他

神经过程的替代;动态替代是指当人们面对相同( 似) 场

景而重复进行相同( 似) 决策时，神经过程之间的替代会

发生改变。前文中，Loewenstein 的例子就是认知与情感

过程的静态替代，Haier 等人的例子就是自动与受控过程

的动态替代。无论是静态替代还是动态替代，神经过程

的经济性都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我们将分别构建静态

模型和动态模型去研究自动与受控、情感与认知的替代规

律。静态模型描述了单次决策中自然依据节约性原则选择

高效神经决策过程的现象;而动态模型则描述了随着决策

进行次数的增加，各神经过程的成本和收益也会发生变化，

从而最优神经过程的选择也会发生改变的现象。

神经过程的替代互动: 静态与动态模型⑩

1． 基本框架

由表 1 可知，当进行决策时，个体在神经层面上面临

两个选择:一个是自动和受控过程的选择，另一个是情感

和认知过程的选择。自然选择的压力使他选择最具适应

性( fitness)的神经过程。这个选择过程表面上是个体在

选择，本质上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令 T1 表示自动过程

(或情感过程)，T2 表示受控过程( 或认知过程)，F1 和 F2

分别表示其适应性，这样，神经过程的选择就可以描述成

以下数学问题:

T* = argmax{F1(T1)，F2(T2)} (1)

假设每个神经过程都对应一个决策正确率 si 和一个

决策成本 ci，且 0≤si≤1 和 ci≥0。如果决策正确，假设可

获收益 f ＞ 0，f 以个体适应性为单位;如果决策错误，收益

为 0。那么，Fi(Ti) = si f － ci。其中 i = 1，2 分别代表自动

(或情感)过程和受控(或认知)过程。完全理性假设认为

个体全知全能，可以在没有成本的情况下迅速作出最优

选择，即 si = 1 和 ci = 0。这样，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决策时

的收益方程就变为:F̂(T) = f。对比 Fi(Ti) 与 F̂(T)，可知

F̂(T)≥Fi(Ti)，i = 1，2，这样，可以得到定理 1。
定理 1:有限理性决策的收益总是不大于完全理性决

策的收益。
该定理表明，无论是由自动 /受控过程进行选择或决

策，还是由情感 /认知过程进行选择或决策，所获收益均

小于完全理性选择或决策带来的收益，因此，完全理性要

优于有限理性。
(1)决策正确率 si。由于有限理性，受控( 或认知) 过

程的决策正确率应该是关于决策时间 t、经验与知识水平

k(n)的一个函数，即 s2 = s( t，k(n))。k(n)表示个体在第

n 次决策时所具有的经验和知识水平，n≥0 且为整数。一

般来讲，随着 t 的增加，做出正确选择的概率也会增加，因

此，令 s'( t) ＞ 0;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假定 s″( t) ＜ 0。
同样地，随着决策次数 n 的增加，经验与知识水平 k(n) 也

会增加，即 k'(n) ＞ 0，这样，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也会增

加，即 s'(k) ＞ 0。假定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同样存在，从而

k″(n) ＜ 0，s″(k) ＜ 0。为了简化分析，不妨假设 s2 = 1 －
1

t + k(n)
，其中，经验与知识水平函数 k(n) = nβ + 1 + x;0

＜ β ＜ 1 表示经验与知识的转化系数;1 代表遗传编码到

个体神经系统的经验信息，并以此作为经验和知识函数

的度量单位;x ＞ 0 为以往其他决策给个体积累的经验，虽

然不与当前决策直接相关，但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一定

影响。对于自动(或情感)过程 T1 来说，由于决策瞬间达

成，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从而 s1 与决策时间 t 无关，更多

是受到以往经验和知识水平的影响，一般来说，随着经验

与知识水平 k(n)的增加，T1 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也会增

加，即 s'(k) ＞ 0，同样假定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存在，从而

s″ ( k) ＜ 0。这 样，与 s2 不 同，s1 = 1 － 1
k(n)

= 1 －

1
nβ + 1 + x

。从各参数情况可知，0 ＜ s1 ＜ 1，这表明人类在

进化过程中已经演化出了具有正的适应性的本能行为。
(2)决策成本 ci。神经学的研究表明，自动( 或情感)

决策相对于受控( 或认知) 决策来说一般“不费力”，更多

是依靠以往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决策，并且其并发性的特

征更有利于快速反应，可以允许同时处理大规模多任务，

这使得大脑在处理某些特定类型的任务时表现出极其强

大的能力。由于自动(或情感) 过程在瞬间完成，因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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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起见，假设其运行成本很小且不随时间变化，即 c1
( t) = c，c ＞ 0 表示大脑本能反应所耗费的微小成本。而

受控(或认知) 过程的决策成本 c2 应该是一个关于决策

时间 t 的函数，并且随着 t 的增加，决策成本也会上升，即

c'( t) ＞ 0。为简单起见，不妨假设 c2( t) = at + b，其中 a ＞
0 为边际时间成本，b ＞ 0 为固定成本。一般来说，受控

(或认知)过程的调动比自动(或情感)过程复杂，因此，假

定 b ＞ c。
因此可得，T1 的适应性为:F1 = s1 ( t) f － c1 ( t) = (1 －
1

nβ + 1 + x
) · f － c。 T2 的 适 应 性 为: F2 = ( 1 －

1
t + nβ + 1 + x

)·f － (at + b)。

2． 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中，只关注某一单次决策，此时 n 不变，所

以，令 k(n) = K，K 为一个常数。这样，F2 = (1 － 1
t + K)·f

－ at － b。求最优化问题得到定理 2。
定理 2:在受控(或认知) 过程决策中，并非思考时间

越长，收益越多，而是存在一个最优决策时间 t* 槡= f /a
－ K。

从定理 2 可得，
dt*
df ＞ 0 和

dt*
da ＜ 0。因此，对于受控或

认知过程来说，正确决策带来的收益 f 越大，最优决策时间

t* 越大;思考的边际成本 a 越大，最优决策时间 t* 越小。
下面关注单次决策中 T1 与 T2 的替代问题。因为 F2

= (1 － 1
t + K) f － at － b，F1 = (1 － 1

K ) f － c，根据式(1) 可以

解得定理 3。
定理 3:如图 1 所示，在［0，t1)区间内，自动( 或情感)

过程 T1 优于受控(或认知)过程 T2，因此，T1 为最佳选择;

在 t = t1 点，T1 无差异于 T2;在( t1，t* ］区间内，T2 优于

T1，此时决策者会用完全部决策时间 t;而在( t* ，+ ∞ ) 区

间内，此时 T2 仍然优于 T1，但是，决策者不会用完全部决

策时间 t，而是只使用 t* 来决策，剩余时间闲置。其中，t1

= B － B2 － 4a(b － c)K槡 3

2aK ，t2 =
B + B2 － 4a(b － c)K槡 3

2aK ，B

= f － aK2 － (b － c)K。
定理 3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反映，比如在非常危急

的情况下，此时留给我们的决策时间非常短，只是一刹

那，位于［0，t1)区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地

依靠本能去决策，而不是慎思。而对于受控决策而言，我

们通常也不会在一个决策任务上耗尽所有的时间，即使

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的一些事项，比如重大投资决策，也是

如此。

图 1

图 2
其实，除了这种形式以外，当 B2 － 4a( b － c) K3 ＜ 0

时，还存在图 2 所示的情况，此时个体总是选择自动( 或

情感)过程进行决策，因为任何受控(或认知) 下的思考带

来的收益都不是最优的。现实中确实存在着自动( 或情

感)过程优于受控(或认知)过程的情况，比如，Dijksterhuis
等人通过实验证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面对极其复杂

的选择时，受控过程做出的决策往往不如自动过程做出

的决策带来的收益大。瑏瑡

3． 动态分析

在动态分析中，n 不再是一个常数而是变量。首先，

先关注一下受控(或认知) 过程的最优决策时间。从定理

2 可知，最优决策时间为 t* 槡= f /a － (nβ + 1 + x)。令 t*

= 0，可得 n = ( 槡f /a － 1 － x) 1 /β，因此，可以得到定理 4。
定理 4:在受控(或认知) 过程中，随着对某一决策的

重复次数增加，个体所需要的最优思考时间会逐渐递减。

当决策重复进行的次数超过( 槡f /a － 1 － x) 1 /β时，受控过

程的最优决策时间就变为 0。
定理 4 说明，受控( 或认知) 过程下的最优决策时间

是 一 个 分 段 函 数， 即 t* =

槡f /a － (nβ + 1 + x)，n≤( 槡f /a － 1 － x) 1 /β

0，n ＞ ( 槡f /a － 1 － x) 1 /{ β
。神 经 元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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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为此提供了证据，比如 Ito 认为，小脑会对人类的很

多行为模式进行储存和编码，从而为以后的决策所用。瑏瑢

Cosmides 等也认为，在生物长期演化的过程中，一些重复

出现并具有重大生存价值的场景会在生物个体的神经系

统中形成某种固定的反应—激发回路，从而导致那些类

似“本能”的生物行为。瑏瑣

假设个体面对重复决策情景时，可以使用任一神经

过程 T1 或 T2。根据上文可知，T1 过程的适应性为:F1 = f

－ f
nβ + 1 + x

－ c。T2 过程的适应性为一个分段函数:当 n

≤( 槡f /a － 1 － x) 1 /β时，F2 槡= f － 2 af + a(nβ + 1 + x) － b;

当 n ＞ ( 槡f /a － 1 － x) 1 /β时，F2 = f － f
nβ + 1 + x

－ b。具体情

况如图 3 所示。由于自然选择的压力使得个体最终会选

择适应性更强的神经过程来进行决策，因此，可以得到定

理 5。
定理 5:在面对一个陌生的任务时，一般是先由受控

(或认知)过程 T2 参与决策，但随着经验的增加，当第 n*

+ 1 次面临该任务时，T2 过程开始退出决策，自动( 或情

感 ) 过 程 T1 参 与 决 策， 其 中 n* =

［
( 槡2 af + b － c － ( 槡2 af + b － c) 2槡 － 4af

2a － 1 － x ) 1 /β ］，

［·］表示取整符号。

图 3

从定理 5 可知，由于
dn*

df ＞ 0，所以，正确决策带来的

收益率 f 越高，n*
越大，这表明 T2 过程退出的时间越晚。

由于 β表示经验与知识的转化系数，
dn*

dβ
＜ 0 表明替代发

生的时间点 n*
会受到人们学习和经验总结能力的影响，

该能力越强，则替代发生的时间越早。因为
dn*

dx ＜ 0，这表

明以往其他决策给个体积累的经验 x 越大，n*
越小，T2 过

程退出的时间越早。
其实，在现实中，可能不必等到 n*

次之后才会发生替

代，这是一个终极替代，即不可逆的替代。在此之前，由于

认知局限的存在，大脑往往就会依据决策者的满意度来

选择神经过程的替代。当某次决策能够让决策者满意

时，决策者就会把此次决策看作最优行为编码到自动神

经过程中，从而在未来面对同样的情况时立刻做出反应

采取同样的行为，完成从受控(或认知) 过程到自动( 或情

感)过程的替代;之后，如果决策者对决策不满意，反向的

替代就会发生，即从自动( 或情感) 到受控( 或认知) 的替

代;之后新一轮的替代过程将会再次开始，直到决策不能

发现更进一步的改进为止。假设决策者在某一段时期内

的满意要求为 Fe，如果 F2 ＜ Fe，则决策者会继续使用受控

(或认知)过程进行决策，如果 F2 ＞ Fe，则决策者就会使用

自动(或情感) 过程进行决策。令 F2 = Fe，则 ne = ［((Fe

槡+ b + 2 af － f) /a － 1 － x) 1 /β］，其中［·］表示取整符号，

因此，在第 ne + 1 次，自动( 或情感) 过程开始进行决策。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决策者的满意要求变为 F'e ＞ Fe，而这

时又有 F2 ＜ F'e，则受控( 或认知) 过程会替代自动( 或情

感) 过程重新进行决策，直到 F2 增加到 F'e 为止。由此，

可得定理 6。
定理 6:在面对一个陌生的任务时，由于满意度的存

在，替代过程不一定在第 n* + 1 次面临该任务时发生，而

是在此之前的第 ne + 1 次发生。

在经济理论中的广泛应用和影响

神经过程替代的经济分析在经济理论中具有广泛的

应用和影响，可以对经济理论的一些最核心的概念( 如偏

好、合作、理性等) 及其涉及的谜团提供一些新的解释视

角。
1． 偏好逆转之谜

传统经济理论建立在偏好稳定的假设之上，但是，大

量证据表明，偏好是动态不一致的或存在逆转现象，比

如:贴现率会随事件距离现在的时间变长而逐渐下降，即

短期贴现一般比长期贴现更“陡峭”，从而存在“双曲线时

间贴现”;人们并不总是风险规避或风险偏好的，而是会

根据场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策略。很明显，传统经济理

论不能解释这种偏好逆转现象。一些研究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尝试对效用函数进行简单修改，然后再让个体进行

理性决策，这虽然可以解决标准理论与实验结果不相符

的问题，但是却不符合决策的真实情况。因为在很多情

形下，人们能感知到是情感而不是理性在决策。
将决策过程看作不同神经过程竞争的结果则可以对

偏好逆转问题进行合理解释。由于不同的神经过程对应

不同偏好，当面对不同场景时，人们会选择不同的最优神

经过程，从而使得行为表现出不同偏好。因此，可以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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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过程的替代性互动对偏好不一致现象进行解释。San-
fey 等人对此提供了一个神经层面的证据。瑏瑤他们对最后

通牒博弈中被试的讨价还价行为进行 fMＲI 脑成像研究，

观察被试在面对不同分配方案时大脑各部位的激活情

况，结果发现，被试拒绝不公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与脑岛

的激活程度显著相关，即如果脑岛皮质的激活程度超过

前额叶皮质背外侧，被试倾向于拒绝提议，而如果脑岛皮

质的激活程度小于前额叶皮质背外侧，被试则倾向于接

受提议。其中，前额叶皮质背外侧是负责计划的脑区，而

脑岛皮质在经历一些痛苦、恶心等负面情结时会被激活。
这表明情感和认知过程分别具有不同的偏好，它们之间

存在着替代或竞争，当情感获胜时会呈现出公平的偏好，

当认知获胜时会呈现出自利的偏好。
2． 人类合作之谜

人类是自然界中唯一在大规模群体中与非亲属成员

进行合作的物种。从进化的视角看，这种现象令人非常

困惑，因为合作需要合作者承担成本但却可以给非亲缘

群体成员带来收益。“合作何以可能”的问题目前已成为

学术界公认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未解之谜。瑏瑥演

化生物学理论主要是基于重复互动、声誉效应与群体选

择效应等机制对人类合作之谜进行解释，但是这些机制

都不允许利他性合作行为在大规模群体中演化。一些学

者相信，依靠惩罚威胁也许可以解决人类合作之谜。但

惩罚是有成本的，与惩罚性合作者相比，只合作而不惩罚

者就成为“二次搭便车者( second － order free riders)。对

不惩罚背叛者的人进行惩罚( 二阶惩罚) 也许可以解决

“二阶搭便车”问题，但是，这会带来“三阶搭便车”乃至

“无穷阶搭便车”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保证了人类社会的合作秩序呢?

神经过程的替代性或许可以给人类合作之谜提供一个解

释视角。我们认为，合作行为虽然对个人未必有利，但对

群体却必不可少，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恶劣生存环

境中更是如此。自然选择会使得人类进化出偏好合作行

为的神经机制，并把它编码到自动或情感的神经过程中，

因此，合作行为或许更多是由自动或情感过程( 即人们常

说的直觉)实现的，而自利行为则或许更多是由受控或认

知过程(即人们常说的慎思) 实现的。Ｒand 等人的研究

验证了我们的观点。瑏瑦由于直觉神经系统的决策时间一

般较短，而慎思神经系统的决策时间相对较长，因此，他

们通过公共物品实验研究被试的决策时间与最终捐献率

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决策时间短的被试捐献的更多，从而

更倾向于合作;而且当要求被试加快决策速度时可以提

高其捐献率，当提示他们放慢决策速度时会降低其捐献

率。

3． 理性之谜

理性是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即个

体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其自身偏好。在此基础上，新古

典经济学在形式上被发展成一个具有统一基础的数学化

理论框架。理性决策一直被经济学家们潜在地视为有意

识的内省产物。但是，神经与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人类

心智结构还远不完善，其物理性征并不支持完全理性的

假设。那么，人类的神经系统是如何维持理性结果的呢?

上文分析表明，理性并不一定是慎思的结果，也可能是直

觉的产物。自然选择塑造了生物的神经系统，使它们成

为理性的最大化者。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会运用输入

神经系统的各种信息进行决策，来最大化其适应性，正是

这一机制使生物体的行为看上去具有了广泛的“理性”。
其实，大量证据均表明，理性并不仅仅是人类所特有

的属性，更低级的动物也具有理性。比如，猴子在博弈中

能够得到与人一样有效的混合策略均衡瑏瑧;鸟类也能系

统有序地改变它们的效用函数来适应环境瑏瑨;脑容量小

于 5 克的野鸭(与此相对，人类的脑大约 1400 克) 的觅食

行为也能表现出理性的特征，鸭子的分群方式完全符合

纳什均衡给出的理性方案瑏瑩。显然，这些脑不发达的动

物不可能通过慎思来达成理性行为，因而理性在一定程

度是依靠自然选择塑造的直觉来完成的。

总 结

本文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不同决策模式选择的决

定原理，我们认为，人类决策涉及多个脑区的互动，而不

同的神经过程由于所调动的器官和运行机制不同，从而

付出的成本也是不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静态

和动态模型探讨了脑神经过程替代性互动的规律，并提

供了神经学与认知心理学中的相关证据，另外还展示了

这一理论在经济学的广泛应用。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

我们认为，决策也是需要成本的，这种思路的引入进一步

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把决策问题也纳入到经济学

的分析框架中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实，人类在决策时

遵循成本优化的原则并非我们首创，一些学者早些年就

提出这种思想，比如 Kahneman 等指出，个体的信息加工

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人们总是试图采用把复杂问题简

单化的战略来认知。瑐瑠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将其系统化

和模型化。
另外，神经与认知科学的证据表明，各神经过程的替

代现象并非一开始就发生，而是先允许两种过程自由发

展，等到它们充分竞争到一定程度，表现出优劣后，才会

发生替代现象，这与自然界中其他竞争现象非常类似。
本文构建的多个神经过程之间替代互动的模型虽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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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状况，但我们仍然保证推理过程大致符合神经学

的相关文献，并能较好地将神经决策过程进行一般化处

理，可用于对大量决策现象的分析。其实即使是神经与

认知科学，对于该替代过程也知之甚少。当然，本文的模

型尚待更广泛深入的神经科学证据的验证和扩展到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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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alysis and Defence: Probe Marx＇“Anti －Morality Theory”into Examination
Lv Liangshan Hao Shuhua ·38·

There are seemingly controversial arguments in Marx＇s works on morality． On the one hand，we can find
explicit contents rejecting morality，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especially Anglo － American scholars
who devoted in Marxist moral theory holds that Marx is a non － moralist，even an anti － moralist． On the other
hand，we can equally discover his moral critiques on capitalism． For this reason，it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morality． To take this topic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help to clarify it from two aspects: why Marx criticized capitalism was not set up on the basis
of moral principle，which shows the critical antinomy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raditional morality 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 what sense Marx is a non － moralist emphasizes that it is in his rejection of abstract
morality as guiding principle that he is a non － moralist．
(2)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Ｒole of Happiness: From Moral Philosophy to Cognitive Science

Gao Xinmin Zhang Mengjie ·58·
Happiness has always been a subject of research for moral philosophy and other academic sectors，espe-

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life． Ｒecently，with the growing impact of philosophy naturalization in Britain and
USA，the academic role of happiness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and become the subject of neuroscience． As a
result，a number of new research areas，including neuro － ethics and science of happiness，have appeared．
Though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n happiness has just begun，some notable contribution has already been made，
that is，the discovery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happiness，namely the activation pattern of cerebral neu-
roscince． Normative problem has always been the problem for western naturalism． The far － reaching explana-
tions from Flanagan et al are worthy of being noticed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happiness research．
(3)Ｒeform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China＇s Ｒole Yu Jinping ·80·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en trapped into a dilemma that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us the need of global development cannot
be met． The current problems around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an be solved only via reform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direction of democratization，diversification and inclusiveness． Fol-
lowing the laws that underlie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has put forward not only the global govern-
anc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but also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
sultation，joint contributions and shared benefits． Under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cluding a rise of American protectionism，China needs to maintain the strategy of insisting on the opening －
up，maintaining the global order and promoting the inclusiveness of global economy．
(4)Alterna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Neural Processes: Study of Neuroeconomics on Human Decision －

Making Wei Qian Sun Ｒuiqi Jiang Shuguang ·87·
Decision － making sometimes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and yet we still hesitate to decide． However，

sometimes we instantly finish a decision － making in unconscious state． What is the dominant factor behind the
choice of different decision － making modes? What is the operation law of these determining factors? In per-
spective of economics，decision － making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neural processes of the brain，and
different kinds of neural processes have different costs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different brain area and differ-
ent operation mechanisms． The alternative interaction model based on this can not only provide a general anal-
ysis framework for the neural decision － making process，but also help to explain the puzzle of preference re-
versal，the mystery of human cooperation and the riddle of reason，and other major problems in economics．
(5)Sino － US Trade Dispute: Status，Ｒationale and Outlook Ma Hong ·94·

The recent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US on their trade relations has its root in the uneven dis-
tribution of gains from globalization among large economies． An analysis on the US“Section 301”list against
Chinese exports and China＇s retaliation list shows the complementary nature between China and US in their po-
sitions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GVC) ． The current trade pattern is formed as the result of reloca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in the East Asia and the Southeast Asia． Trade protectionism won＇t work as
long as the firms optically allocate their resources according to GVC． The conflict appears on its face to be on
the rising US trade deficit，but in nature，it reflects the Sino － US disagreement 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arket access． To prepare for a prolonged trade dispute，China should prevent a re － organization of GVC by
insisting on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and pushing forward an all － round opening － up．
(6)Ethics of Memory and Delayed Compensation: On Life and Death in Memory Liu Yaqiu ·113·

The issue of life and death is the core of the memory research，which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he 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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