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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非理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董志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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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基于亚当
密诗一般的描
·斯
述：人类的行为都是理性和自利的，因此，个人福利最大化就会
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就是使全社会
资源分配达到效用最大化，也能使社会达到尽可能公平。 所以，
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整个社会井井有条而非混乱不堪。
然而，生活中的很多行为，让传统经济学看来终究像天方
夜谭：为什么在购买彩票的时候，我们极少看见有人购买通过
电脑或其他工具随机组成的号码；相反，人们对毫无科学性可
言的彩票数字走势和规律研究却兴趣盎然， 并以此作为自己
下注的依据。 为什么同样是节省50 元钱，有的消费者连10 分
钟的队都懒得排， 但是， 他（ 她） 有的时候却“ 义无反顾” 地跑
的“冤枉路”。 为什么平时家里用的家具， 有些已经被
1000 米
我们使用十几年了仍然不舍得更换；但是，一旦当我们买了新
房子， 就往往近乎疯狂地将家具全部换掉， 即使有些还很新。
为什么在旧房子里， 可以用白炽灯照明， 连日光灯都不舍得
换。 搬进了新房子，却装上了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灯具。
生活中，如此“非理性”的“反常”决策比比皆是。 如果这些
结果可以使传统经济学所谓的“理性人”能够不自觉地达到社
会福利最大化， 那么结果本身就是对“ 经济人假设” 幽默的嘲
讽。 是我们的头脑出了问题，还是由于一时或者偶然的决策失
误？ 其实，好好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失常”并不是误差，也
不是短期的行为，而是我们长期的系统偏离。 正是在这种反主
流的大潮中，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社
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个人或群体经济行为
规律的科学。 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的假设进行修改和挑战，
提出了一整套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的方法。
行为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将其理论
建立在一种高高在上的假设基础上，即人的行为准则是理性的、
不掺杂情感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经济学是“没有道德”的科
学。 现在，经济学必须承认，人也有生性活泼的一面，人性中也有
情感的、非理性和观念导引的成分。 传统经济学从未停止过排斥
行为经济学，认为它更像场游戏。 传统经济学高屋建瓴的批评固
然有道理，不过却忘记了倾听行为经济学的心里话。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的一大特点就是相互之
间紧密联系， 你几乎找不到可以完全隔绝的两门社会科学学
科。 社会是由人连接的，社会比人更加复杂多变。 因此，社会科
学就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这是社会科学的天性，不精确
并不是耻辱。
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方面
面，它的博大本该是它骄傲的真正原因。 哈耶克曾说过：“仅仅
是经济学家的人，不会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 ”哈耶克本人最
初就不是搞经济学研究的。
社会科学应以人为本，在这点上，行为经济学充分体现了
它的“人文关怀”，因为它还原了人性，在研究经济问题中充分
考虑到了影响人们决策选择的内外因素，包括人的情绪、社会
角色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的普遍价值观、被认同感，以及
实现价值的需要，并在实验设计、政策建议上充分考虑到这些
因素。 这体现了经济学原本具有的“让人幸福”的博爱精神。 在
这点上，行为经济学将传统经济学从“边沁功利主义”这一深渊
用是人的真实感受。 因此，要追求幸福。
中重新拉了回来—
—— 效
行为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它还原了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形形
色色的人的行为，这样“博爱”的理论几乎可以被应用到所有的
经济领域，得出有益的结论以便提出更有针对性、更有层次的
建议。 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构建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在于“自圆其
说”，展现出真理的特质。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本书的作者丹
瑞里， 是美国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教
·艾
授，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 本书英文版本一经出版，即引发学
界、 政界和读者的热烈回响。 作为心理学和商学的“ 双料” 博
士， 艾瑞里的文章曾发表在许多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大众媒
体上。 不过最让中国读者熟悉的，就是他所著的畅销书《怪诞
行为学》。 在本书中， 作者依然继承他那幽默、 诙谐的语言风
格， 用社会当实验室， 用真人当“ 小白鼠”， 探索非理性决策的
消极影响和积极意义。 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启发我们以全
新视角看待生活、 工作和家庭， 教授我们驾驭非理性的方法。
告诉我们“非理性未必是坏事，非理性也可以作出完美决策”！
大师自有大师的底蕴和风采。 丹
瑞里在行为经济学这个
·艾
领域的成就，足以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本书在
国外已经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等人的极力推
荐。 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英文原版的时候，曾经也想过如果有人
把它翻译成中文，让国内广大读者大饱眼福，该是何等幸事。 自
从看到中信出版社的译稿，我的这一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行为经济学总是让我们“心惊肉跳”。 这不仅是因为行为经
济学的逻辑所推导出的结论会令人置疑传统经济学的基石，而
且它的基本理论与我们过去接触的经济学基本框架有着根本分
歧。 所以这些所谓的“非理性”，也许正是我们的“理性”。 “反常”
其实是一种“正常”。 这也许正是行为经济学独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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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车祸引发的投资故事
胡不归

拈指算来， 鄙人炒股也有 15 个年头
了。 盘点一下，发现这么多年来炒股的结
果，竟可以用“
白玩”两个字来总结。 也就
是说，15 年来竟然是不赔不赚， 只是在股
市中瞎起哄而已。 这期间做过多少次交
易，我也记不清了，看着盘中那些花花绿
绿的股票，感觉很多都曾经拥有。 人说炒
股如娶妻，这么看来，那我的爱情经历也
太丰富了。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既然“
娶”过那
么多“
妻”，而最终仍是不赔不赚，自然买
卖操作是有亏有盈的了。 实话说，我炒股
票本来就出于一种好玩的心理，一直并不
十分在意。 从来不去打探什么消息，也懒
得去潜心研究公司基本面啥的，纯粹凭自
己的感觉行事，自然成绩乏善可陈，以往
的操作也就大多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
一年前一次由一场车祸引发的股票买卖，
却是我炒股生涯里难得的一次辉煌纪录，
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 2009 年 7 月的事情。 某日，我从
深圳去广东中山市办点事情，开着我那辆
小破车。 对我来说，开车是个提心吊胆的
活儿，倒不是我的技术差，而是因为珠三
角的这些小城市交通监管太严厉了。 譬如

关于闯红灯，深圳路口的电子眼都是拍摄
车尾的，闯红灯的条件是车子的整体过了
感应线，而惠州、东莞、中山等城市，往往
将电子摄像机设在路口的对面，红灯亮起
时，前轮过了实线就算违章。 我在惠州就
曾经吃过一次这样的亏，所以一到路口就
胆战心惊，遇到红灯就老老实实地停在实
线的后面。 所以，当彼时我的车行到一个
空旷的路口， 看到前面信号灯变成黄色，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踩下刹车，在信号灯
变红前将车停在了实线的后面。 我想：这
次前轮没压线，捉我不着，哈哈。 正得意
呢，只听得一声巨响，我发现我的车整个
儿都在实线前面了！
没错，被追尾了！ 下车来，发现我的车
后停着一个庞然大物， 再看看我的车，车
屁股整个儿都没了。 仔细看看那庞然大
物，原来是一辆水泥搅拌车。 对方的司机
也下来了，是个小伙子。 以后的过程不再
絮叨，报警、保险勘测、找修理厂……在等
待交警来处理的空当里，惊魂稍定的我才
注意到那水泥车的罐体上印着四个蓝色
的大字——
—星马汽车。 我依稀记得这好像
是一家上市公司的名称。 理赔修理还算顺
利，一个月后，我去中山的修理厂开回了

自己的车子。
生活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每天早上
8 点多，我一如既往地将车开上北环路，向
工作单位的方向行驶。 但我感觉到一个奇
怪的现象， 路上怎么这么多水泥搅拌车
啊？ 毫无疑问，是上次追尾事件把我整怕
了，以致水泥搅拌车特别能引起我的注意
力，其实，路面上的水泥车一直还是那么
多啊。 这个道理我懂，心理学不是有那么
个例子吗——
—怀孕了，你就会发现街上孕
妇特别多。
然而， 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 在
我遇到的水泥搅拌车中， 印有 “
星马汽
车” 四个字的， 竟占到了一半以上。 看
来这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不低啊。 我突
然有了个搞笑的念头， 修车不是花了
7000 多元吗？ 尽管是对方出的， 但也耽
误了我不少时间啊， 干脆买点星马汽车
股票得了， 看能不能挣回 7000 多元来。
说干就干， 到了单位打开电脑一查， 觉
得星马汽车这股票也不赖， 市盈率挺低
的， 就买了 14000 股， 当时的价位 8 元
左右。 买后该股票也没啥起色， 随后的
一段时间里还跌到了 7 元以下。 我也没
当回事， 反正我以前买股票也这样， 买

了就不管它了。
惊喜来得是那样突然 ， 过 不 多 久 ，
星马汽车停牌了， 原因是重大资产重组。
我心想， 难道真让我瞎猫碰着死老鼠了？
等待了一个多月后， 股票复牌， 连续 5
个涨停， 我见好就收， 在 14.23 元的价格
将股票全部清掉， 净赚 8 万多， 这个钱，
可以被人追尾 10 次都付得起修车费了。
这也是我自打炒股票以来最为辉煌
的一次战绩。 尽管确实有运气成分， 但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个公司的好
坏， 其实是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出来的，
譬如星马汽车， 既然满大街跑的都是它
的水泥搅拌车， 那它的光景应该不会差
吧？ 其实，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通过简
单的方式来对上市公司进行调研。

没事多看房，不买也心知
shufe

我是 70 后，2003 年 9 月毕业到广州
工作，住单位单间周转房，所有收入包括
年 终 奖 什 么 的 七 七 八 八 满 打 满 算 6000
元，当时老婆还在读书。 那时新到一个城
市、新到一个单位工作，主要还在适应环
境，也没钱，无购房打算。
2004 年五一放假， 老婆来到身边，想
到老婆快毕业了，就准备到单位附近租个
房子。 一看，房价很低，才 5000 元一平，当
时决定，不租了，买。 正好一栋新楼在搞
“
一口价”，当即决定买。 110 平，53.8 万，三
房两厅。 交了 2000 元定金。 首付两成，加
税费大概 12 万。 但是没钱啊，于是找单位
借了 3 万，单位正好又发了 2 万……终于
凑足了。
第一套的经验是，买房子要趁早。 当
然有人说，你那时买房子，房价这么便宜，
赶上好时期了，当然要趁早。 其实，当时也
有很多很多人， 甚至比现在还多人看空
的，我有一个同学，现在还没买呢。 有人
说，你收入房价比还可以，现在买不起市
中心的三房了。 没错，所以刚毕业的学生，
我主张不必要一步到位买三房四房的，也
不要买新房，买个小点的二手房，夫妻两
个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买房子，我真不主
张一步到位。 即使像我一开始就买了个
110 平的三房， 后来没过几年也就会换更

大的了。 随着收入的增长，你对房子的追
求会越大越好。 教训也有，买首套房是最
艰难的。 和一般人买第一套房要看很久不
同， 我买第一套房子决定就半个小时，当
然没经验也吃了很大的亏，对楼盘的情况
一点不了解，收楼后才傻了眼：后面就有
一条铁路，还有快速路，太吵了。 搬进新家
的同时就决定要赶紧换。
2005 年中期， 手里又积累了几万块
了，于是又到处看房子，准备换。 但当时老
婆怀孕、生小孩什么的，同时供两套房，老
婆可能感觉压力比较大，不同意。 加上自
己有点犹豫， 因而虽然 2005 年中到 2006
年底一直在找房子，一直想买，但没买。 算
是错过机会了。 2006 年 4 月，在妻子的主
导下提前把第一套房的贷款还了——
—现
在看真是傻了。 还完贷款后只剩下 8000
元，全部杀入股市。
这里说两个教训吧：第一、买房子一
定不要犹豫，看好的房子一定要两天内下
手，一犹豫就没有了。 第二、一定要知道年
轻时缺的就是资金，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从
银行借钱，而不要干存钱、提前还贷的傻
事。 特别是存钱，我从来不存银行，有时是
几十万，挂在股票账户里不动，也不存钱。
2007 年春节前， 我看好一套房子要
买， 妻子不同意， 大吵一架后发狠说以

后不要再说买房子的事， 因而 2007 年整
个上半年没去关心房子。 当年 6 月， 老
婆说深圳房价猛涨， 建议买套房， 一听
老婆说要买房， 我真是高兴， 第二天就
出发找房子， 发现一个新楼盘， 在清尾
货， 房子不满意， 尾货也没什么好房子，
但感觉地段升值潜力不错， 因而当时就
下了 2000 元定金。 回家后 觉 得 房 子 太
远， 以后收租麻烦， 而且自己真实目的
是想买套房自住， 因而第二天又出动在
周边看二手房， 看了一套楼梯房， 南北
通透， 很安静， 小区环境也不错， 约房
东一谈， 当时下定： 80 万， 104 平， 此
前那套房子的定金就这样送掉了。
2009 年春节，天天上网看广州一手房
成交量，当看到 3 月下旬连续 7 天成交量
到 200 套以上时，我认为，房市回暖了，加
之我对宏观经济的预测是开始走出谷底，
因而，3 月底开始看房。 看房真是很辛苦
的，当时非常看好海珠区，特别是赤岗一
带。 很早坐地铁到罗马家园，售楼部还没
开放， 一个刚入职的小伙子来得比较早，
我就和他聊起来。 他说他不看好楼市，叫
我不要急着买，等下一期开盘时，如果开
盘价低于 10000 元再来买——
—当时价格
大概是 1.2 万。 这应该说的是真话，因为很
少有销售叫客人不买房的。 不过，这件事

后我不再相信任何专业人士了，我只相信
自己。 看完罗马家园，沿着广州大道南往
北走，是走路，没车，也没坐公交。 边走边
看，只要有绿色的在建的楼盘，就进去。 那
时也没什么具体买楼目标，就知道房价马
上要涨了， 一定要在一星期内买一套房
子，所以什么样的房子都看，从单身公寓，
到珠江帝景 200 平的大户型， 到珠江新
城，到雅居乐的别墅，也不管是一手还是
二手，只要有人卖，我就准备买。 为什么这
样呢， 主要是 2008 年以来一年多没看房
子，手里面没有储备，不知道到底选择什
么样的房子好。 只知道房价要大涨，要赶
紧买。 到今年，房价这样调控下也没跌多
少，我又准备看房子了。
所以，建议 80 后，你们可能现在买不
起，也不妨看看，周末不要去 happy 了，看
看房子吧，做好随时买房的准备。
（

本文摘自天涯论坛）

开料记之青花麦城
孔 伟
玩玉的时间一长， 原石 “
库存” 自
然也就越来越多， 尤其是一些大料子，
放哪儿都嫌碍手碍脚。 于是乎， 开料做
点自己喜欢或者提升其价值的东西， 也
就逐渐提上了 “
议事日程”。 经过紧锣密
鼓地筹备之后， “
去库存” 活动开始了。
首先采取行动的对象是之前最为青
睐的青花料。 由于初学阶段其他料子容
易买到假货， 而青花料则由于其墨点或
者黑白分明比较容易辨认， 再加上这种
玉料油润度大都比较好， 从而成为众多
玩家新手上路之初的必选尤物。 但问题
也随之出现了： 眼前一大堆青花料子，
究竟拿来做点什么好呢？ 左思右想毫无
结果， 最后决定： 管他呢， 先开料， 看
料子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首先拿几块看上去质地不咋地的料
子开刀。 那时候对位于深圳布吉三联村
的玉石加工厂还不太熟悉， 几经打听才
找到具体地点。 随后将几块合计约 10 公
斤的青花籽料送到了加工厂。 这是当时
三联村唯一的一家开料场， 3 台开料油机
一字排开， 轰鸣声一阵紧似一阵。 向老
板说明来意， 拿出料子递给老板。 老板

一看直摇头：“
出不了镯子”。 手镯非我所
爱， 甚至那时候对手镯几乎完全没有意
识， 所以能不能出手镯丝毫无所谓。 在
我的潜意识中， 平安扣大概是唯一追求
的目标了： 一颗拇指头大小的圆鼓鼓的
小玩意， 煞是可爱不说， 当时一颗的售
价就在百元左右， 而一块 2、 3 公斤的青
花料子当时也就一二百元， 一块料子多
的不说， 一二十颗平安扣是没有问题
的——
—这岂不是一门暴利生意？
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刀切开即见满是
绺裂，僵、棉、玉花也不老少，看来还是老
板开的料多，见多识广啊。 反正也是周末
休息，就在加工厂“
立等可取”，几小时后，
便将所有切成片状的料子“
转移”到了一
家以雕刻为主的玉石加工厂。 没想到老板
对我的平安扣加工要求不屑一顾， 认为
“
这种黑乎乎的料子做什么都没有市场”，
然后滔滔不绝地建议我转行玩翡翠。 原
来， 这家加工厂一直是以加工翡翠为主
的，并且只做雕件，从来没做过什么和田
玉的平安扣。 至于老板本人，那更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翡翠迷。
话不投机， 赶紧转移阵地。 几经周

折， 终于找到一家愿意加工平安扣的厂
家， 谈妥 10 元一颗的加工费， 约定 10
天后取货。 在心向往之的期待中熬过了
10 天， 如约来到加工厂。 老板不在， 打
过电话又等了一阵， 老板终于慢吞吞的
踱过来了。 失望之极！ 一通踢踢踏踏的
声音响过， 一堆青花平安扣平摊在我的
面前： 大小不一， 厚薄参差， 最让人泄
气的是， 居然有不少说方不方说圆不圆
的东西， 这算哪门子事啊？ 向往已久的
漂亮的和田玉青花籽料平安扣， 难道就
是这幅模样么？ 但最终仍不得不为我自
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谈判了一阵之后，
老板同意降点加工费， 最终少付 300 元
将这些东西 “
请” 回了家。 原以为可以
大赚一票的这堆青花平安扣， 现在是左
看不顺眼右看更生气， 却又不可能把它
们一扔了事， 只好让其在柜子里安安静
静地躺着， 等待时机。 不过， 究竟在等
待什么时机， 恐怕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更不知道何时会有甚至究竟会不会有这
样的时机。
此后更不妙的情况出现了： 全国最
大的玉石加工集散地、 一直以玉器价格

和加工费低廉闻名于世的河南南阳石佛
寺， 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铺天盖地地涌现
出数不清的青花平安扣， 虽然大多是山
料的边角料加工而成， 但有几个人能够
在没有明显特征的平安扣上分辨出是究
竟是山料还是籽料？ 更令人吃惊的是其
价格： 零售价 10－15 元/颗， 批发价更是
低至不足 10 元钱！ 而深圳一颗平安扣的
加工费用就达到 10 元， 更别说原材料成
本了， 您说， 我这堆有规矩也不成方圆
的扣子卖给谁去？ 难道， 我等了这么长
时间的 “
机会”， 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没奈何， 又一通忙活之后， 从中挑
出了几颗还算过得去的 “
留作纪念”， 其
他的东一颗西一颗地很快出去了不少。
您问多少钱一颗？ 哪跟哪啊， 都是赵匡
胤的天下——
—送 （
宋）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