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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本文以 2013 年诺奖颁发为引子袁以多届诺奖获得者为主线袁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深入探讨了财务学内在

发展逻辑遥 首先袁通过对几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财务渊金融冤学家的回忆袁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下的主流财务野见物

不见人冶的学科困境曰其次袁在肯定行为财务学对主流财务学挑战的同时袁从诸多方面诟病了行为财务野见人不见魂冶
的发展窘境曰最后立足奥派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袁为财务管理学发展指出一条野见人又见魂冶的研究路径遥

关键词院行为财务曰奥派经济学曰行为理性曰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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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三位美国经

济学家院尤金窑法马渊Eugene Fama冤尧彼得窑汉森渊Pe鄄
ter Hansen冤尧罗伯特窑席勒渊Robert Shiller冤遥 他们关

注的重点领域均为金融市场袁 但尤金窑法马的研究

具有新古典经济学特征袁 皮特窑汉森的研究属于计

量经济学范畴袁 而罗伯特窑席勒的研究领域则是行

为经济学遥 诺奖委员会颂词称院野他们三位发展出了

资产定价研究新方法并将其用于对股票尧债券和其

他资产价格细节的研究之中遥 他们的方法已经成为

学术研究的标准遥 他们的成果不仅给理论研究提供

指导袁更有助于专业投资应用遥 冶
对这颇为有趣的三人组合袁只要稍微涉足财务

学和金融市场的人袁除对皮特窑汉森稍感陌生外袁对
尤金窑法马和罗伯特窑席勒应该相当熟悉遥 如果把法

马教授 1970 年发表的叶有效资本市场院理论与实证

回顾曳一文视为野有效市场假说冶的正式版的话袁那
么这个在金融市场上被誉为野牛顿定理冶的主流财

务学理论主宰财务学领域可谓已近半个世纪曰而若

把席勒教授 1981 年发表在叶美国经济评论曳的那篇

猛烈抨击有效市场理论的论文作为行为财务学派

代表作的话袁 譹訛那么由此拉开的主流财务理论和行

为财务理论的争论也已超过 30 多年遥 毫无疑问袁有
效市场理论的提出当属财务学发展史的一根标杆曰
但行为财务理论却像一面旗帜袁为我们深入理解财

务学和证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新视觉和新途径遥 30 多

年来袁两种理论此消彼长尧激烈交锋袁其相互碰撞不

仅构成了经济学尧财务学和会计学最为炙热的研究

领域之一袁而且众多富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也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袁 今年诺奖的颁发就是明证遥
有效市场假设理论之父法马教授和行为财务领军

人物席勒教授的同时获奖袁不仅预示着两种理论的

争论还将继续袁同时也拉开了学界与业界对财务学

内在逻辑研究的序幕遥 今天的财务学可谓吹响了

野理性冶和野行为冶的交响曲遥
本文的旨趣在于院以 2013 年诺奖颁发为引子袁

以多届诺奖获得者为主线袁站在经济学的立场上深

入探讨财务学内在发展逻辑遥 本文除第一部分引言

外袁第二部分试通过对几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财务渊金融冤学家的回忆袁来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下的

主流财务野见物不见人冶的学科困境曰第三部分在肯

定行为财务学对主流财务学挑战的同时袁也从诸多

方面诟病了行为财务野见人不见魂冶的发展窘境曰第
四部分将立足奥派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袁为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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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出一条野见人又见魂冶的研究路径遥 最后是简要

结论和建议遥
二尧野见物不见人冶院主流的财务管理学

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管理工作虽然由来已久袁但
作为一门学问或理论体系袁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产

生于 1958 年两位美国经济学家 Modigliani 和 Miller
发表的著名的 MM 理论遥 为此袁1985 年瑞典皇家科

学院将该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莫迪利安尼袁以
表彰他在家庭单位的储蓄和金融市场功能研究的

贡献遥 就财务学而言袁评价厂商和资本成本的莫迪

利安尼要米勒定理渊The Modigliani-Miller Theorems袁
简称莫米或米莫定理冤最为人所熟知遥 尽管后人不

间断地对莫米定理提出批评袁但它的诞生毋庸置疑

地成为财务理论上的一颗野启明星冶袁它不仅为日后

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标准模式袁更为财务管

理学野投资尧融资尧分配冶三大模块内容的设置奠定

了基础遥 然而要指出的是袁莫氏获奖除了莫米定理

外袁还有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袁即野终生循环或生命

周期假说冶的建立与发展遥 这个对储蓄生命周期的

野假说冶完成了对野储蓄形态冶的正确解释院人的生命

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人财富的累积状况就像 野驼峰冶
的形状袁因而个人的野消费冶与野储蓄冶都受到个人终

生收入的影响袁而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比

例关系曰以此类推袁当把个别人的储蓄行为加总时袁
野储蓄冶就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袁而是整个宏观经济

体系遥 莫氏野驼峰式冶的财富涵义告诉我们院虽然个

人节俭行为在储蓄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袁但个人储

蓄率的高低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院一是个人财

富在其一生中累积的轨迹形态曰二是一国经济增长

速度的快慢遥 笔者要指出的是院生命周期假说和莫

米定理是莫氏有关野家庭单位财产冶这个主题研究

的一体两面袁只不过前者论及财产的野总价值冶袁后
者则论及财产的野组合冶遥 而企业财产或曰资本的组

合袁从融资的角度说袁同市场上无数个人的野储蓄

率冶以及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曰再从

投资来看袁莫米定理已证明资产负债表右方的结构

变化不会影响到左方袁那么深受个人储蓄和国家经

济发展影响的投资行为无疑就是决定企业价值的

主要因素遥 进一步考察袁莫米定理表面上研究的是

企业资本结构问题袁探讨的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

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袁但其背后反映的

是企业的投融资行为袁以及同企业投融资行为紧密

联系的个人野储蓄冶行为及宏观经济行为遥 或许可以

说袁莫氏野假说冶或野定理冶背后所反映的实质上是无

数个个人的野行为冶袁换言之可否说院财务管理学自

产生起就是一门野有关人的财务行为的学问冶钥
但需要指出的是袁野莫米定理冶中的野人冶是理性

的经济人袁而且是在完美或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生

的财务行为遥 2002 年因行为经济学获诺奖的卡尼曼

新近出版了其著作叶快思慢想曳袁[1]渊P16-19冤书中他回忆

了研究经济学的兴趣起因于一篇探讨经济理论之

心理假设的文章遥 他对文章所谓的野经济人假设冶袁
即野经济学理论的代理人是理性尧自利的袁而他的偏

好不会改变冶的说法深感惊讶遥 卡尼曼依据其长期

对人之心理的研究袁确认野心理学家所知道的普通

人噎噎不能像经济人一样有一致性袁也不能很有逻

辑袁他们有时很慷慨袁愿意对他们所属的团体贡献遥
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明年或甚至明天想要什么冶遥
十分明确袁卡尼曼的说法是对经济人假设的全盘否

认曰进一步袁他怀疑的是整套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下

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遥 在这样的疑虑下袁他开始设

计实验并观察普通人的行为袁由此获得许多不同于

经济人行为的结论遥 譬如院普通人在选择时会受到

个人的参考点渊野锚定冶冤和禀赋的影响袁但经济人则

不受影响曰经济人对得与失的感受是野对称冶的袁但
普通人并不对称袁 其痛苦的敏感度要大于快乐曰再
如袁普通人在选择时会依赖野框架冶的辅助袁而经济

人却不需要遥 他的结论是院经济人是野神冶袁普通人才

是野人冶曰心理学研究的是真实的普通人袁而新古典

经济学研究的是为了模型化而建构的经济人或曰

野神冶遥 若从学术上继续追问院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

不以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假设钥 这须从方法论上来回

答遥 新古典经济学以弗里德曼渊Milton Friedman冤提
出的经济学实证主义渊Economics Positivism冤为方法

论袁大意是院理论的价值在于其预测能力袁而不在假

设的内容是否与现实吻合遥 但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

不信这一套遥 如果假设的内容无法判断出真假袁那
也就不追究了曰但如果假设的内容完全与现实不相

符合袁他们绝不能忍受袁无法相信由经济人假设所

推演的预期行为会符合现实的观察遥 卡尼曼以实验

逐一检验经济人假设的内容袁 如逻辑的一致性尧利
己行为尧不变的偏好尧效用极大化等遥 他发现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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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经济人假设的内容通得过实验的检验遥 其后袁
希勒也以实验去检验经济人假设所推导出来的预

期行为袁如经济人不会关心沉没成本遥 他发现普通

人非但关心沉没成本袁还重视责任袁也能自我控制袁
而这都不是经济人假设预期的行为遥 换言之袁行为

经济学经由实验驳斥了经济人假设的内容袁也否证

了经济人假设所预期的行为遥 简单地说袁他们完全

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遥
遗憾的是袁 这种否定并没有动摇新古典的根

基遥 当经济学在上个世纪中叶走向数学模型后袁新
古典经济学逐渐居于主流地位遥 之所以能存活与坐

大袁新古典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利用数学严谨性建立

起来的美学印象院容易沟通的符号化概念尧明确的

假设和前提尧严谨的数学逻辑尧可预测和可证明的

论述尧容易学习与容易扩充的模型遥 这种优势在财

务学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遥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金融 渊财务冤经

济学先驱的美国教授共享袁 分别是马克维茨渊Harry
Markowitz冤尧 夏普 渊William Sharpe冤尧 米勒渊Merton
Miller冤遥三位教授的获奖袁一方面表明主流经济学对

金融渊财务冤投资理财理论的充分肯定袁同时也标志

着现代版的财务管理学三大模块的正式形成曰另一

方面袁马克维茨的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冶渊MPT冤尧夏普

的 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冶渊CAPM冤袁 再加上罗斯

渊Stephen Ross冤创立的野套利定价理论冶渊APT冤袁不仅

在实践上对无数投资理财者有诸多裨益袁而且也使

得财务管理学或曰金融投资学成为经济学各领域

中野后来居上冶的显学袁被誉为野王冠上的一颗宝

石冶遥 如果说 1969 年首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

挪威的弗里希渊Ragnar Frisch冤和荷兰的丁伯根渊Jan
Tinbergen冤两位计量经济学家袁以此证明经济学也

是一门野科学冶的话袁那么 1990 年三位金融学家的

获奖袁以及 7 年以后再次将诺奖颁给野金融工程科

技开创者冶默顿渊Robert Merton冤和斯科尔斯渊Myron
Scholes冤这两位美国教授袁不仅使得财务学或曰金

融学这颗野宝石冶愈发灿烂袁而且也使得在财务或金

融领域计量模型和实证研究大行其道独领风骚遥
我们当然不反对自然科学方法在财务学中的

应用袁 更不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价值有丝毫的怀

疑袁而是要指出院社会科学渊经济学和财务学冤和自

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是有区别的遥 自然科学研究的

是野物冶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袁具有客观属性曰社会

科学研究的是野人冶及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袁
具有主观属性遥 属于社会科学的财务学研究对象既

然不同于自然科学袁自然科学的方法当然也不能机

械地适用于财务学遥 但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成

就袁自然科学方法给人以万能的印象袁于是热心于

财务学的改良者对于太多的财务问题也一律诉之

于自然科学方法袁以为就此找到了研究财务或金融

学问题最好的捷径遥笔者认为袁这是有失偏颇的遥 就

拿前述的几位财务学诺奖获得者来说袁无论是马克

维茨尧夏普袁还是默顿尧斯科尔斯袁他们虽然一方面

研制出了在众多假设条件下逻辑严谨的华美模型袁
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在金融市场实际运用与操

作中却面临着太多的局限性遥 这些局限性概况起来

有三点遥 其一袁模型在理论上运用假设将人的行为

完全野物化冶遥 假设是必须的袁但有些假设的真实性

值得怀疑袁譬如袁马克维茨假设投资者完全理性并

且都是风险的厌恶者袁 市场中的投资者并非如此曰
再譬如袁期权模型虽然假设条件较弱袁但由于市场

是由套期保值者尧套利者尧投机者等无数的千姿百

态的投资人行为所组成袁所以即使在假设条件下符

合一定的数学规律袁却也很难用一个标准的数学模

型来概括遥 其二袁模型在实际操作中面临重大局限

性遥 模型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有一套高级且复杂的计

算机程序来保证运作袁而且在人员上要求有相当的

数学涵养且严格按照数学指令来进行操作曰模型按

照计算机建立起来的证券组合尧定价模式尧期权价

格等无疑需要大量准确的统计资料袁即使我们假设

历史数据是客观真实的袁但我们无法保证对未来的

预期曰 更为麻烦的是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稍有变

化袁模型就要求对其中数据进行调整袁大量的数学

计算工作不仅在实践中难以想象袁就是做起来也会

成本太高袁得不偿失遥 其三袁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袁诺
奖多次将奖项颁给顶级的财务或金融学家袁是否应

验了 1974 年诺奖获得者哈耶克在授奖晚宴上简短

讲词中的两点忧虑院一为担心诺贝尔奖项将助长时

髦学风的盛行曰二为偏重于野技术冶或野工具冶层面的

专家频频获奖袁使经济学脱离野人文冶层面愈来愈

远袁这对于经济学所关心的对象要要要野人冶而言袁不
知是福还是祸钥 [2]

三尧野见人不见魂冶院挑战的行为财务学

或许是对以上疑虑的回应袁2002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颁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教授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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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Daniel Kahneman冤和乔治梅森大学的史密斯教授

渊Vernon L.Smith冤遥 诺奖评审委员会的颂词指出院
两位教授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研究奠基于 野自利冶和
野理性冶的决策假设袁首先将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运

用于决策过程的研究遥 卡尼曼是前者的翘楚袁史密

斯则是后者的领衔人袁他们的贡献终结了以野经济

学非实验性科学冶而反对将经济学列入诺贝尔奖行

列的各种杂音遥 植根于认知心理学对人性判断和决

策的研究以及实验经济学对理论预测的实证测度袁
两位教授的获奖无疑跨出了狭义经济学的范围而

扩大至心理学和实验科学部门袁同时也实现了诺贝

尔奖委员会多年前的决议院经济学不应局限于狭义

理论遥 与此同时袁两位教授的获奖也极大地促进了

行为财务渊金融冤学的发展袁一时之间袁行为财务学

被誉为财务学领域的野显学冶遥
理论上袁自 MM 理论诞生以来袁由于其依赖太

多野完美冶的假设条件袁财务学家在将近半个世纪对

企业财务的研究中相继把各种野不完美冶的因素纳

入其中袁 不仅放松了 MM 理论几乎所有的假设条

件袁而且相继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流派袁如权衡

理论尧非信息对称理论尧公司治理理论等遥 尽管如

此袁人们发现无论是外部的资本市场抑或内部的财

务决策袁仍然有大量的野异象冶不能被现有理论合理

解释袁于是袁MM 理论唯一还没有被放松的假设要要要
野理性人冶假设受到了质疑袁而卡尼曼教授的获奖似

乎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答案院人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

的遥 于是野非理性冶或曰野有限理性冶成为行为财务理

论的基本前提遥 在实践中袁围绕着野非理性冶袁行为财

务研究内容主要针对资本市场和企业内部管理者

而展开袁即市场野非理性冶模型和管理者野非理性冶模
型遥 前者通过外部市场投资者野非理性冶行为袁理性

的管理者利用市场野误定价冶为公司股东谋取利益曰
后者通过内部公司管理者的野非理性冶行为袁理性的

投资者利用公司财务的野误决策冶在惩罚管理者的

同时为自身谋利遥 而在方法上袁一方面野行为冶视角

的研究雀跃而起几乎涉及到企业财务的所有领域曰
另一方面配合野行为冶分析的案例法尧问卷调查法和

试验方法也如雨后春笋几乎每年都呈上升态势遥 如

此以来袁行为财务学无论就其理论前提尧实践范围

还是方法运用等都对传统的财务管理学发起了野挑
战冶袁 笔者甚至认为院野它的兴起可能是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现代财务学发展的里程碑冶遥 [3]

但是自行为财务学诞生以来袁质疑尧批评及内

部的忧虑之声就不绝入耳遥 首先就其基本立论野人
的行为未必理性冶来说袁是否将新古典经济学野理性

人冶假设完全推翻就值得怀疑遥 不用实验室试验袁人
性中天生就具备野明知山有虎袁偏向虎山行冶的所谓

野不理性冶行为遥 经济学鼻祖亚当窑斯密早在 1776 年

出版的叶国富论曳中袁就以购买彩票的实例来说明人

的野不理性冶袁有趣的是也是以保险业为例遥 [4]在此诘

疑下袁 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淡化行为经济学的挑战袁
就像当年收编科斯渊R.H Coase冤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一样将行为经济学收入麾下遥1991 年诺奖获得者科

斯就曾挑战过新古典经济学遥 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

对交易或合作的分析都假设了零的交易成本袁并斥

之为野黑板经济学冶袁根本无法解释处处存在正交易

成本的现实世界遥 但是新古典宣称它并不否认正的

交易成本袁于是就在经济人模型里加入一项代表交

易成本的新变数或新函数遥 不久袁许多学者也就以

这类扩充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去研究交易成本遥 新古

典经济学轻易地化解了这场危机遥 无独有偶袁今年

诺奖获得者法马也曾用类似的办法回应过行为财

务学的质疑遥 为了应对行为财务学野异象冶研究的挑

战袁法马和弗兰西在著名的 CAPM 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扩展的 Fama-French 三因素资本资产定价模

型遥 即控制了三因素渊市场风险尧市场规模尧账面与

市值比冤后袁模型呈现出来的规模异象和盈余与现

金流市值比异象所产生的超额回报均消失了遥 这个

模型最大的特点是院无论发现任何野异象冶袁都可以

根据这个异象构建一个风险因素袁然后轻易将这个

异象化解掉遥 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强悍表现和有效

市场理论的霸主地位袁虽然有斯蒂格利茨悖论 [5]予
以抗辩袁但大多数行为经济学渊财务学冤家都表现出

深深的忧虑遥 2001 年诺奖得主尧开创行为宏观经济

学的阿克洛夫就曾明确指出院如果行为经济学不能

提出一套较全面的系统性理论袁不能发展出一套自

己的模型袁那么单一的非理性观察就会逐步被新古

典经济学的理性模型所吞并遥 主流经济学同化行为

经济学只是时间问题遥 [6]现在的问题是袁行为经济学

是否有能力创建一套独特的模型钥 而且新的模型不

能以个人追求最大化为前提袁否则就重新沦为经济

理性模型遥 但是袁如果模型里的个人不具有经济理

性袁 而仅是接受外在给定的指令或规则去行动袁那
么这模型里就找不到独立的个人了遥 一个以野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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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冶为理论假设的选择模型袁竟找不到独立的个人

踪迹岂不矛盾钥
阿克洛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袁于是提出野接

近理性冶的方法论试图解决此困境遥 具体作法是院个
人在选择时袁以选择规则替代极大化遥 逻辑上袁遵循

规则很难获得极大化的效益袁但是规则之所以成为

规则袁乃因它备受社会的尊重遥 遵循规则虽然当下

会有损失袁 但随之会获得来自社会的另类补偿袁如
尊敬尧友谊尧信任等遥 不过袁新模型不能假设个人在

选择规则时已经知道来自社会的另类补偿袁否则就

会再度陷入经济理性遥 换言之袁行为经济学为了摆

脱经济理性袁坚持个人是在对另类补偿无知下选择

规则遥 当然个人在遵循规则的当下确实要忍受放弃

最大化效益的机会成本袁阿克洛夫认定这种忍受不

是理性行为袁但却是普通人的选择遥 这样袁行为经济

学打破了新古典野经济人冶神话袁使我们看到了野普
通人冶的选择遥 但是袁如果机会成本太大袁普通人是

否还愿意选择规则钥 回到叶快思慢想曳袁卡尼曼将人

的心理系统区分为情绪性决策的野系统一冶和理性

选择的野系统二冶遥[1]渊P66-69冤在他的实验例子中袁野82%的

人接受规则而 15%的人不接受冶袁 前者受系统一的

支配袁而后者受系统二的支配遥 同时实验表明袁个人

遵从系统一的机会成本都不是很大袁因为过大的机

会成本会唤醒系统二遥 机会成本虽是主观的袁而相

对于接受系统一支配的 82%的人袁这 15%的人也太

锱铢必较尧精于计算了遥 如果说出于系统一的情绪

反应是非理性袁刻画出人类的野动物精神冶曰那么出

自实验室环境下的系统二的就算是理性吗钥 系统二

显然是一个建构过程袁其内容随时在变化袁随时都

可能违反预定的理性条件遥 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存在

系统三袁即有没有不随波逐流跟随规则也不锱铢必

较的第三种人遥 奥派经济学相信系统三的存在袁并
赋予第三种人为富于创新意识尧具备企业家精神的

人遥 新古典学派强调经济人的经济理性袁忽略了人

具有企业家精神曰类似地袁行为经济学强调普通人

的非理性行为袁也忽略了人具有企业家精神遥 企业

家精神展现的理性不同于经济人的经济理性袁更不

是普通人的非理性行为遥
四尧野见人又见魂冶院发展的财务管理学

在经济学族谱中袁奥派经济学派始终处于边缘

地位袁 但其理论洞识却不断为主流经济学派所吸

收袁如人类行为论尧时间结构论尧机会成本论等遥 近

年来袁已有不少财务会计学者引用奥派文献袁为诠

释财务会计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遥 譺訛

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袁无论是主流财务学还

是行为财务学袁均将企业的财务行为视为一种纯粹

的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曰行为财务虽然把野人冶的因

素考虑进来袁但也局限于普通人的野非理性冶行为和

市场的各种野异象冶袁并没有深刻揭示人的行为和企

业财富增长之间的内在机制遥 奥派则不然袁奥派认

为经济学不是研究给定目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袁而
是研究野人的行为冶曰它的唯一任务是对人的行为的

分析袁是对财富实现过程的分析遥 按照这一逻辑袁企
业财务管理关于企业财富增长的研究袁就不仅仅是

探究财富增长的要素投入和均衡结构袁而应该探讨

企业财富增长的实现机制和实现过程遥 而在这种财

富实现的过程当中袁野企业家精神冶无疑发挥着主要

的作用遥 奥派经济学对人的假设就是他拥有企业家

精神袁米塞斯渊Ludwig von Mises冤以野行为人冶称之遥 [7]

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就是院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

逻辑去构思足以实现自己目标的计划袁并在试错纠

错尧尝试探索的过程中设法使自己的目标实现遥 遗

憾的是这种野人之魂魄冶恰恰是主流财务学和行为

财务学所严重忽略的遥
再从方法论来看袁经济学理性主义方法论先受

到康德先验理性的影响袁又受到詹姆斯实用主义经

验哲学的左右遥 [8]区别于古典经济学袁19 世纪末的边

际革命使得野人的行为冶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

础袁蓬勃兴起的野边际效用冶分析说明野个人的主观

存在冶愈来愈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遥 [9]但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袁新古典经济学家过度借助自然科学分析

工具袁使其研究方法逐步走上野实证-经验主义冶为
特征的形式化道路曰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却坚持主观

价值分析传统袁强调人的行为的野目的性冶袁强调市

场行为的野过程性冶袁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方法

论野主观主义冶成为奥派经济学最鲜明的特征遥 长期

依附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财务学袁以野理性人冶为
假设袁沿用野实证-经验主义冶方法论不足为奇曰行为

财务学以野普通人冶为假设袁采用实验方法虽然突破

了将经济学视为野非实验性科学冶的桎梏袁但实验室

的环境尽管可以通过各种模拟袁同活生生现实的经

济生活相比还是相去甚远袁实验数据无法同实际观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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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数据相提并论遥 若发展的财务学以野行为人冶为
假设就必须另辟蹊径袁奥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无疑

是首选遥
最后从内容结构来看袁严格来说袁现代意义上

的财务管理学从一产生就沿着两条线索在发展遥 一

条是明线院野物冶或曰资金配置渊学科特征冤曰一条是

暗线院野人冶或曰人的行为渊学科本质冤遥 其理论逻辑

也非常简单院任何野资金配置冶的决策方案都是由

野人的行为冶所主宰的遥 而决定野人的行为冶包括人的

财务行为的根本力量袁用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话来

说袁一则来源于野经济冶袁一则来源于野宗教冶遥 若从经

济的角度考察 野人的行为冶袁野理性选择冶 是第一要

素袁而野实证检验冶位列其次袁所以财务学就是野理性

选择加上实证方法冶遥 为了满足这两个选项袁长期以

来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财务学一直沿用野技术

型冶的发展路径遥 若从宗教的角度考察野人的行为冶袁
野情感冶及其野情感倾向冶是首选因素袁所以财务学又

有了以人的野情感冶或曰野非理性冶为研究对象的行

为财务学遥 行为财务学挑战经济理性的起点是普通

人在不确定下的选择实验遥 若普通人在实验中的选

择不同于野经济人假设冶的内容袁其选择就是非理

性遥 卡尼曼将非理性选择和理性选择分别归属于系

统一和系统二遥 我们的问题是院接受实验的普通人

的选择是出于情绪或出于理智是他个人的事袁但是

作为公共政策的选择怎么可以出于情绪钥 而作为政

策选择或方案策划的决策者可以尊重野情绪冶但怎

能轻易由野情绪冶来支配钥 显然袁当行为财务学涉及

到政策制订和方案决策领域袁其建立在野普通人冶基
础上的野非理性冶假设就值得推敲斟酌遥 奥派经济学

让我们明白院个人在理智和情绪之外袁还拥有企业

家精神袁而企业家精神的存在使得个人的行为出现

极大差异遥 这种差异袁向内来看袁体现在每个人不同

的性格尧智商尧体力尧财富尧知识尧企图心等方面曰向
外来看袁体现在每个人共同面临的客观环境袁包括

规则尧制度尧秩序尧文化等因素对每个人的影响遥 而

这一切袁都是发展的财务学应该研究的内容遥
五尧结论及建议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对立面遥 今年诺奖颁给

了对财务理论贡献卓越而其观点几乎完全对立的

两位大师袁既是不同理论对同一财务研究对象不断

探索的阶段性成就袁同时也为我们从不同层面深入

理解财务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提供了契机遥
以法马为首的有效市场理论和以席勒为代表

的行为财务理论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处于对立的两

极遥 主流财务理论以有效市场假说渊EMH冤和资本资

产定价模型渊CAPM冤为两大理论基石袁两者都认为

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袁人是野理性的经济人冶袁资产

价格由人的理性计算形成袁含有丰富的信息袁是经

济个体进行决策的可靠依据曰而行为财务理论则强

调心理因素(动物精神)的作用袁认为市场价格中充

满了误导性的 野噪音冶袁 例如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房

价袁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了市场失败的原因在

于野普通冶投资者的野非理性行为冶袁从而进一步补充

了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所描述的野信息不对称冶原因袁
合理解释了市场存在的野不公平冶的野超常收益冶现
象遥 法马强调市场机制袁揭示价格体系所具有的加

总和集成信息的作用袁这无疑是有意义的袁但市场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袁均衡是短暂的袁撬动这个野过
程冶乃因为市场是由无数个野个人冶所组成的曰席勒

虽然看到了市场中的野人冶袁但却是具有野动物精神冶
的动物人或实验室贴有标签的实验人袁看不到人应

具备的精神即企业家精神遥 虽然动物精神这种人类

的心理本能长期驱动着经济和市场袁但人终究还具

有异于禽兽的精神特质院意志尧理念和逻辑思考袁这
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大特征遥 [10]反映在理论层面袁这
就是奥派经济学的野行为理性冶袁既不同于新古典经

济学的野完全理性冶袁也有别于行为经济学的野非理

性冶遥 野行为理性冶是与野目的-手段冶框架联系在一起

的一个概念袁由于人天然具备的野无知冶袁在实现目

的的过程中袁人总会野犯错冶遥 犯错说明人不是野全知

全能冶的完全理性袁而人受认知尧环境及信息等的限

制袁没有选择出合适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袁也不能称

为野非理性冶遥 故此在奥派看来袁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

性的袁因为每个人的行为都具有鲜明的野目的性冶遥 譻訛

反映在财务学描绘的资本市场中袁一方面财务学应

关注投资人实现的目标和手段袁而对投资人的价值

判断保持中立遥 譬如在纷繁复杂的投资市场中袁投
资人经常犯错误是极其正常的行为袁投资人行为或

手段若不适合所选择的目标袁 当然就达不到预期袁
当然就与目标相违袁甚至背道而驰袁但他的行为仍

然是野理性冶的袁或者说他最初的野目的性冶决定了他

投资是有理由的遥 另一方面袁理性的投资人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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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易地被野非理性冶的野噪音冶所干扰遥 对于投资决策

者和政策制订者来说袁最主要的责任就是为公司或

普通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并说服大家接受之遥 换言

之袁投资决策者和政策制订者应该属于卡尼曼实验

中 15%当中的精英者袁他们当然要知道 82%的人在

想什么袁但不能随意放弃原则听命于他们曰他们也

不是 15%中的大多数袁锱铢必较且固步自封遥 他们

应该审时度势袁根据已有的知识尧理念和意志去逐

步实现确立的目标袁并且勇于在这个过程中随时纠

正自己的错误袁最后藉以设计出或制订出大多数普

通人在情绪上能够接受的方案或被操控的政策遥 这

就是应在财务学领域中深入研究的野企业家精神冶遥
总之袁2013 年诺奖组合吹响了财务学理性和行

为的号角袁既暗示理性学派和行为学派在财务或金

融问题上并非势不两立袁 也有可能形成互补的关

系曰又提示后学者对野理性冶和野行为冶这组关键词应

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袁使之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

和操作层面达到较完美的结合遥 本文提出的野行为

理性冶和野企业家精神冶仅在这个方面做了一点探

索遥 为此本文有三点建议院一是在学术研究中应鼓

励提倡不同学派背景下的多角度研究袁反对野一股

独大冶曰二是在政策制订中克服盲目性袁充分倾听资

本市场中人性和行为的变奏曲袁在理论的基础上使

政策建议更具操作性曰 三是在财务学的教学改革

中袁应完整理解财务学丰富的内在逻辑性袁迅速在

本科阶段独立开设野行为财务学冶课程袁并配套在硕

博阶段开展系列的野行为财务学冶研究遥

注 释院
譹訛 2011 年袁叶美国经济评论曳将席勒的这篇文章列为该杂志

百年历史中最重要的 20 篇论文之一袁与弗里德曼尧斯蒂

格利茨以及克鲁格曼等人的论文相提并论遥 参见 Shiller.
R.J. Do Stock Prices Move Too Much to be Justified by
Subsequent Changes in Dividend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袁1981袁渊71冤院421-436遥

譺訛 在由陆正飞尧姜国华尧张然主编的叶会计信息与证券投资

实证研究曳一书中袁三位作者第一次引用并阐释了奥派代

表人物哈耶克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冶一文袁并将其作为

野有效市场假说冶的理论基础袁同时也深刻地指出了野有效

市场假说冶 忽略了哈耶克所内含的关于市场是一个动态

过程的思想袁 而这种忽略恰恰是日后行为财务学崛起的

理论渊源遥笔者长期浸淫于奥派经济学研究袁这篇著作对

于笔者将奥派经济学嫁接到财务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鼓

舞的作用遥
譻訛 本文的主旨是站在奥派经济学的立场上来阐释财务学的

野理性冶和野行为冶遥 由于篇幅的限制袁本文不能完全展开遥
简言之袁奥派经济学和新古典学派都假设个人是理性的袁
但对个人行为的预期却完全相反遥 奥派经济学假设个人

是理性的袁行为经济学假设个人是非理性的袁但两者对个

人行为的预期却相当接近遥 只有新古典学派和行为经济

学对个人的假设和对个人行为的预期完全背道而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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