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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乎乎的
“老年幸福餐”
张敏霞文/图
岔河镇在舟东村和天宝村开展
推进活动，巩固了
“以居家养老
为基础，家庭成员赡养为主体”
的养老模式，树立了
“敬老文明
号”新标杆；2017 年，又先后在万
清、棠梨、水阁、赵家沟等13 个
村
（社
）开展
“老年幸福餐”“ 希望
工程提升示范”项目活动和医养
结合试点工作。
在太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工作的李艳萍说，按照目前
中心对老人们提供的服务来看，
的费用是远远不够的，各
100 元
级党委政府每年都要补贴经费，
确保中心的正常运转。三岔河镇
宣传委员保建平说，作为社会公
益项目，各级部门每年筹措经费
元，补助老年幸福餐桌，努
30 万
力实现“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
目标。目前，全镇已建成使用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6 个，老年活
动中心16 个，村民议事场所7
个，老年幸福园5 个，中心敬老
院1 个。
三岔河镇居家养老服务和
医养结合的经验为陆良其他乡
镇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在
“三
岔河经验”的基础上，陆良围绕
“三结合一体化”助老服务“六个老有”目标，以居家为基
“儿子中风后，在家连饭都 知她家的情况后，把她们母子俩 索出
吃不上一口，孤零零地，现在我 接到了养老服务中心来，母子的 模式，为32 位老人提供了爱心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形
和儿子都来这里，时间一到，热 生活得到了保障，她说的最多一 餐、日间照料、精神慰藉、康复 成政府主导、社会运作、以点带
“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护理等服务，对于年事较高、行 面、逐步拓展的态势。目前，该县
饭热菜就端上来了，大家一起 句话就是
吃，热热闹闹的。”在陆良县三岔 目前，三岔河镇有30 多位孤寡 动不便的老人，服务中心送餐 共投入9207.6 万元，建成52 个
河镇太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老人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晚年 上门、入户看病，确保每位老人 公办养老机构和配套老年活动
心，77 岁的老人刘翠香说。
无忧。
饿了有饭吃、病了有医看，而部 场所，设置床位1860 张，管理服
刘翠香老伴去世早，跟儿子 作为陆良县居家养老服务 分老人每月只需支付100 元的 务人员197 人，服务老人24609
相依为命，生活由儿子照顾。前 试点，从2015 年开始，三岔河 基本费用。
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覆盖
几年，儿子中风，行动不便，老 镇太平社区开展了“关爱失能 继太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率达30.1％ ，农村居家养老服务
人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社区得 老人，共享生命尊严”活动，探 中心试点成功之后，2016 年，三 覆盖率达27.86％。

关注
他在课堂讲授“行为经济学”，也在课堂实
践
“行为经济学”。
在刚刚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芝
加哥大学理查德
·
塞勒教授的课堂上，学生们参
加考试的满分不再是惯常的100分，而是137
分。这样考完，连刚及格的学生都挺开心，因为
他们看到的卷面成绩有80多分。不过，教授最
后填上成绩单的评等依然是C，和百分制中考到
60分一样。
塞勒在其著作
《“错误”的行为
》一书中写到
这个案例，以此说明他学术研究所指向的结论：
人作为所有经济活动和决策的主体，会受到各种
心理作用的影响，理性不足，经常
“犯错”。而通过
一些设计和
“助推”，有助于解决问题，更好决策。

同乐街道同乐社区投资15万元，新建成
“留守儿童之
家”112平方米，可容纳30多个儿童，目前登记在册儿童
245人，志愿者22人。
高俊瑜摄

配备152名村级文化干事

本报讯陆良实行县聘、乡 200 元，纳入县财政预算，使基层
管、村用，为152 个村配备文化干 文化队伍有了
“活水源头”，改变
事。文化干事从大学生村官、支教 了基层队伍人手偏少、年龄偏老、
大学生中选拔，工资每人每月 学历偏低的状况。 王彬彬

建成16667亩高稳产粮田

本报讯 陆良千亿斤粮食 镇、大莫古镇、马街镇，建设内
生产能力田间工程项目，争取 容包含田间道路、沟渠管网、
中央预算资金2000 万元，建设 16667 亩高稳产粮田等，取得了
点涉及活水乡、小百户镇、召夸 良好的经济效益。 钱正武

蚕桑合作社
“二次分配”

本报讯自2016 年秋季以 配”资金28.96 万元，每公斤鲜茧
来，陆良惠农蚕桑专业合作社以马“二次分配”资金达2 元，鲜茧收购
街镇庄上分社为试点，实施鲜茧收 单价为同期最高，社员尝到了甜
购
“二次分配”，经过一年多的探索 头。在此基础上，2017 年晚秋，该
和实践，目前，取得初步成效。
社在全县63 家合作分社全面实行
“二次分配”，体现
“优质
春、夏、秋三季，庄上 鲜茧收购
2017 年
示范社共收购鲜茧279.5 吨，同比 优价、劣质低价”，拉开档次，提升
增80%，蚕茧交售履约率大幅提 蚕茧品质，5 万户16 万社员有望
升。春、夏两季已兑现鲜茧
“二次分 从中受益。
栾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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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是
“明白人”
—
——从边缘走向主流的理查德
·
塞勒
架桥人—
——在研究中连接经济和心理分析

理查德
·
塞勒出席记者会。

有人对地上掉的一分钱毫不理会， 出于趋利心理，还会考虑社会公平。这既
却忙着去抢微信里同样价值的红包。为 可能是出于维护正义，也有可能是因为
什么？塞勒会告诉你，因为人人心里都有 嫉妒。消费者对公平的关注会反对企业
好几本账。在他看来，这些
“反常”却是正 在需求增加时涨价，但却不会阻止企业
常，因为人类心理模式存在着弱点。
在成本上升时涨价。
“通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 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当天，官网发
乏自我控制的后果，塞勒展示了这些人 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投票：你是否认为
类特征是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和市 新年计划总是难以落实？ 72% 的人选择
“是”。塞勒的研究揭示，人们通常缺乏
场结果。”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宣布他获得 了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这样说。 自我控制，总是屈服于短期诱惑，让长期
“助推”方法，
有限理性是指人们在作决定时，会 计划落空。而他在不断探索
通过建立多个不同的
“心理账户”来简化 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控制。
经济决策，同时倾向于狭隘地考虑单个 颁奖方说，塞勒是这个领域的先行
决定的后果，而不是整体效果。这一理论 者，他的研究不仅对个人有帮助，对整个
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拥有某件物品 经济市场的研究和决策也很有启示。“他
让经济学更符合人性，让人们更好地做
时会比没有时更看重其价值。
社会偏好是指人们在作决定时不仅 出决策。”诺贝尔官网这样介绍。

斗争者—
——从西方经济学边缘进入主流

“我们和
《星级迷航
》那个理性至 更加符合人性，更加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消费者选择的实证理论
》，之 已经成为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
上的斯波克是不一样的。塞勒将对人 罗伯特
·
席勒，这位曾经预测到 后屡遭大型期刊退稿。如今，这篇文 学院的行为科学与经济学教授、决
类经济及决策行为的分析从高高在 金融危机爆发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 章却在2014 年成为相关领域中被 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2015 年还开
上
‘象牙塔’拽回到现实的艰难之旅。 塞勒：“过去30 年，经济学领域正在 引用居首的经济学论文。
始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他和具有
‘理性经济人’前提的传统 发生一场最重要的革命，他就是这 行为经济学，这种把行为分析 然而，塞勒看到了人性的流变
经济学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场革命的中心人物。”
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经 和复杂，他的研究领域也因此精彩
针对塞勒著作的书评中出现了 尽管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 济学有机结合的理论，正不断发现 不断并充满挑战，“ 要建立一个把普
上述文字。正是长期对生活中那些 研究中的
“显学”，但它曾不为主流 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疏漏， 通人放在重要位置的丰富的经济学
反传统理论的现象深入观察和思 所容，今年已经72 岁的塞勒也长期 进而修正主流经济学的不足。
学科，这一任务还远未完成。”他这
考，让塞勒伴随着行为经济学的成 被视为
“学术叛徒”。
而塞勒，这位曾默默地在办公 样对媒体说。
长，从边缘走向主流，让经济学分析 1980 年，塞勒完成第一篇学术 室黑板上列出非理性行为的学者，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诺奖得主笑谈行为经济学的背后故事

美国中部时间9 日凌晨4 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
点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吵醒 资、抵押贷款及环境保护等领
了睡梦中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 域作出更优选择，将有利于整
学院教授理查德
·
塞勒。
个社会的发展。
这位满头白发的教授当天 受此启发，英国政府在
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 2010 年专门成立了俗称“助推
笑着说，看到电话号码来自瑞 队”的
“行为洞见团队”，研究制
典，他马上预感到这一好消 定政策，以引导国民作出正确
息—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7 的抉择。因为这样不仅利民，而
—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以 且利国，比如可节省国库在健
表彰他在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 康医疗保障方面的开支。
作出的突出贡献。
记者会上，塞勒戏称从心
作为行为经济学先驱的塞 理学家那里
“偷”来不少理论，
勒，曾与哈佛大学教授卡斯
·
森 再与经济学原理相结合，从
斯坦共同出版一本名为
《助推
》 而开发出了行为经济学。“通
的畅销书，主要介绍的是当人 过探究有限理性、社会偏好
们深陷偏见和非理性中，“ 助 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塞
推”如何帮助人们提升智慧，作 勒展示了这些人类特征是如
出有关健康、财富与幸福的最 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和市
佳决策。
场结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这
塞勒的助推论认为，与其 样说。
使用强制手段或硬性规定，不 据两年前从布斯商学院毕
如
“助推”人们自由作出更明智 业的美国一家基金管理公司
的选择。例如，超市若将健康食 经理人向记者介绍，同为学院
品摆放到顾客容易看到的位 教授的2013 年诺奖获得者尤
·
法马的观点是市场是有效
置，就能扩大销量，这比利用各 金
种科学数据大力宣传垃圾食品 的，投资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但
如何有害健康更为有效。同样， 塞勒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
如果学校食堂的水果能让学生 不同，他认为，人的贪婪会造成
一眼看见，易于拿到，也能有助 市场的疯狂，疯狂的局面又会
带来恐慌。因而，即便在商学院
于青少年身体健康。
推而广之，如果政府机构 内部，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
利用行为经济学对政策进行优 学相对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