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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研究专家在美国国会图
书馆查阅资料（ 9 月 26 日摄）。

哈尔滨市社科院七三一问题专家调研组日前赴美国，
发现一批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新档案。专家表示，这些
新发现有效填补了国内所藏细菌战档案的空白，具有重要
的史证价值。 新华社发（韩慧光摄）

在他们眼中，过去五年，西藏的
发展变化令人赞叹，中国政府对西
藏传统文化保护付出巨大努力，民
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藏的成就
有目共睹。

他们是曾多次造访西藏的专
家、学者，来自不同国家，对西藏抱
有真挚情感。他们相信自己在雪域
高原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跨步发展 蓄势进取

“西藏城市和乡村的面貌都在
变化。过去 29 年，我曾 17 次访问
西藏，目睹了西藏的巨大发展，拉
萨和周边地区变得越来越现代化，
城乡基础设施都得到极大改善。”
比尔·沃诺克多年致力于促进美国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与拉萨市友
好合作关系，是“博尔德-拉萨姐妹
城市项目”负责人，他对西藏的发
展成就感到由衷喜悦。

在前往西藏山南地区的路上，
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马库斯·鲁道
夫感受到当地的现代化气息，“有的
公路比德国公路的水平还高，还有
新修的铁路、输电铁塔，手机信号满
格……”

在拉萨一家奶牛养殖示范中
心，卢森堡学者阿尔贝特·艾廷格看
到，这里配备了从新西兰引进的全
自动挤奶设备，原来要手挤牛奶的
藏族牧民如今只需按下开关就能轻
松完成繁重工作。

“西藏从中国经济总体发展中
获益越来越多，交通和通信等基础
设施条件大幅改善，未来发展优势
明显。”令瑞士洛桑大学中国问题
专家奥托·考波印象深刻的是，藏
族企业家群体逐渐壮大，在商业和
旅游等领域表现抢眼，已成为促进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尊重传统 面向未来

艾廷格在西藏旅行时看到当
地标识路牌、报纸、学校授课都有
藏语。在西藏走访过不少寺庙的鲁
道夫发现，这些寺庙得到精心维
护，古籍得到细心修复，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在政府鼓励下学习传统技艺。
“藏汉双语教育给西藏青少年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未来，

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只能选择当喇嘛或务农放牧，而是有
更多想法和选择，”曾出版三部有关西藏著作的法国哲学
家、作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西藏教育的蓬勃发展，不仅
体现今天的西藏尊重文化，更意味着西藏瞄准未来的发
展。”

今天，不少法国人通过布雷斯莱的著作了解真实的
西藏。“西藏的进步被西方媒体忽视，我希望我的书能鼓
励读者去了解真实的西藏，去感受西藏的发展。”布雷斯
莱期待西方学者和民众能走进西藏，摘掉“有色眼镜”。

“政经学皆兴扬，藏区较昔日更强盛。”每次回国考察
后，北美藏族同乡会会长德清活佛都格外欣喜。

“在西藏，孩子们藏语讲得好，文化得到传承，寺庙香火
旺，”他说，“反倒是境外分裂势力中的一些藏族人讲不好藏
语，藏舞几近失传，不少人连怎么穿藏袍都忘了。”

发展成就 泽被民生

尼泊尔尼中青年友协主席鲍德尔念念不忘自己曾参观
过的一个西藏村镇。“住房都是按传统建筑风格修建，配有
现代化设施，村民免费住，这一切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

“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拉萨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病房还
是陈旧平房，最近几年我再次访问那里，满眼都是内地援建
的现代化病房，还有内地专家帮助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沃
诺克说。

布雷斯莱常用“震撼”形容自己在西藏的感受，在她眼
中和笔下，西藏的发展是一个个鲜活故事。“我亲眼见证西
藏人民老有所养！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政府改善西藏民生取
得的成果。”

布雷斯莱在西藏一家养老院采访时，那里的老人告诉
她：“在旧西藏，大部分老人连饭都吃不上，而现在我能住进
养老院安享晚年、衣食无忧，这一切都是这个时代给我的。”

平坦道路修到门口，老人每月拿生活津贴，病患和生活
困难者有人照顾……在德清活佛眼中，这些是善举。如今，
他在北美做得最多的，就是鼓励、组织当地爱国藏胞回国参
观和朝圣，了解西藏日新月异的变化。

“西藏发展得怎么样？谁说的真、谁说的假？回家看看就
一目了然。”德清活佛说。

在俄罗斯政治学者根纳季·克里沃舍耶夫认为，西藏
的惠民发展将对地区稳定、民族团结带来深远影响。

“现在的西藏走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相信在中国政府
领导下，西藏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艾廷格对自己的判断
坚信不疑。(参与记者：高山、张曼、应强、聂晓阳、杨士龙、周
盛平、张继业、冯玉婧、帅安宁)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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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在美国发现

侵华日军细菌战新档案

10 月 10 日，现年 60 岁的卢英敏赴中国就任韩国驻华大使。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赴华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

家专访时，酷爱中国古诗词的卢英敏用这两句诗形容自己履新
的复杂心情。

8 月底，当卢英敏被提名为新任驻华大使之际，韩国舆论评
论他是“临危受命”。

卢英敏告诉记者，“邻居就是亲戚”，希望赴任后能尽快促进
中韩关系改善。

文在寅“最信任的亲信”

在韩国，卢英敏被视为总统文在寅的长期“心腹”。
卢英敏 1976 年考上韩国名校延世大学。因投身反对军政府

统治的学生运动，他经历了 14 年的超长大学生涯，直到 1990 年
才大学毕业。后来，卢英敏又参加了席卷韩国的劳工运动，为此
放弃了大学就读的经营学专业，改学电工。

“2000 年步入政坛之前，我已经是一名有 15 年工龄的资深
电工技师了。”卢英敏回忆说。

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坚定了卢英敏后来投身政治的决心。
2000 年，卢英敏被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相中，参与创建新千年
民主党，开始涉足政坛。2004 年至 2016 年，卢英敏连续三次当
选国会议员。

卢武铉政府时期，卢英敏与时为卢武铉心腹智囊的文在寅
产生交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文在寅与卢英敏一开始就有了惺
惺相惜的亲近感。2012 年，文在寅首次参选总统时，卢英敏出任
文在寅竞选团队的秘书室室长。正是从那时起，他被贴上了文在
寅“心腹”的标签。2015 年，文在寅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在遇到重
要的疑难政务问题时，他都会“与卢议员商量”。

文在寅二度竞选总统期间，卢英敏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文
在寅竞选对策委员会的组织本部长，为文在寅登上总统宝座立
下汗马功劳。韩国舆论评价，卢英敏是文在寅“最信任的亲信”。

今年 8 月，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布卢英敏的提名时表示，卢
英敏对韩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方向有准确把握，
是合适的驻华大使人选。

“邻居就是亲戚”

卢英敏在专访中说，驻华大使的任命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

更体现了“文在寅对中韩关系的重视”。但毋庸讳言，因韩国引
入“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当前中韩关系处于低潮。卢英敏作
为大使，势必服务于韩国政府的整体外交政策。

他对此表示，作为东北亚地区的近邻，中韩可以说是命运
共同体，有着共同利益。他说，对韩国而言，美国是朋友，中国
则是邻居，韩语中有句俗语叫“邻居就是亲戚”，用来比喻中韩
关系十分恰当。

不久前，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卢英敏曾表示理解中国
对于“萨德”的担忧，还直言在华韩企目前遭遇的经营困境原
因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所谓的“萨德报复”。在保守势力仍占
主流的韩国政坛，卢英敏的这些涉华言论遭到保守舆论猛烈
攻击。

卢英敏对记者表示，因为理解中国的做法就被批判，这是
不对的。

钟爱中国古诗词，最喜欢杜甫

除了是总统“最信任的亲信”这一因素，谙熟中国文化，也
为卢英敏成为驻华大使加了不少分。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专访开头，卢敏英便引用自
己最喜欢的诗人杜甫名作《春望》中的两句诗，向记者描述他
即将赴任驻华大使的复杂心情。

卢敏英解释，这首诗在表达了杜甫忧国忧民情怀的同时，
也反映出他在逆境中对未来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这恰恰与
自己的心境相似。虽然目前中韩关系面临一些困难，但他仍抱
有积极的信念。

卢英敏是韩国政坛少有的诗人，出版过几本诗集。他
对中国古诗词情有独钟，在专访中随口背诵整首《登鹳雀
楼》。

他告诉记者，自己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做过不少功课，从
政后也曾多次访问中国。他到访过北京、广州、杭州、沈阳等
许多中国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给卢英敏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他说，那段历
史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痛苦，自己感同身受。

谈及赴任后的计划，卢英敏信心满满：“我希望赴任后能
有机会继续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广交朋友。期待尽快改
善中韩关系。” (记者姚琪琳、耿学鹏)

新华社首尔 10 月 10 日电

韩国新任驻华大使钟爱中国古诗词
卢 英 敏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期待尽快改善中韩关系

▲ 10 月 2 日，卢英敏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手写《春望》中
的诗句，形容自己即将赴华履新的心情。（新华社发金灏旼摄）

▲ 10 月 2 日，卢英敏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 （新华社发金灏旼摄）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
德·塞勒，延续了近年来强调理论实际应用和重视交叉学科研
究的风格。

强调实际可操作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瑞典央行于 1968 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
设，在所有奖项中最为年轻，但评奖标准与其他诺贝尔奖项一
样，即奖励那些“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者”。

每年，各大学术机构会推荐众多杰出人选，怎么才算贡献最
大呢？

研究经济个体是贡献，为决策者服务是贡献，造福普通大
众也是贡献。近年来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引起重
视，有一些已不局限于学术研究范畴，可以为平民百姓所理
解、接受、采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彼得·加登福斯在评价
今年得主塞勒时说，他使经济分析变得更“符合人性”，他的理
论能够“帮助人们作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比如，“有限理性”概
念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缴纳俱乐部会员费后，即便伤了手
肘也要继续打网球，而当朋友邀请你免费打球时却会拒绝；每
年新年制定的宏伟目标往往会落空，而利用“助推”方法可以帮
助自己去实现长远目标。

加登福斯告诉新华社记者，尽管评委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
都有一种倾向性，那就是希望获奖者既有理论论述，又能提供实
操工具。“当然，有时候也颁奖给纯理论派，不过如果有实践方法
总是好的。”

像塞勒这么接地气的获奖者，近年来并不罕见。如 2016 年
获奖者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关于现代契约论的最
新发展，可以指导人们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签订最优合同。
2013 年的获奖成果提醒人们，不要试图预测短期内的股票波
动，要把眼光放长远，因为只有长期的资产价格才是可以预知
的。2012 年获奖者建立和发展的“市场设计理论”在实践应用中

可以帮助高中生解决择校难题，还能提高器官捐赠匹配系统
的效率。

要经得起时间检验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引发的争论颇多。门派之
争，新老之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风靡一时的理论，
换了个时代就被推翻。比如，197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
给了倡导自由市场、限制政府权力的弗里德曼，在当时饱受
异议。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利·马科维茨等三
名经济学家后，《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作者
纳齐姆·尼古拉斯·塔利布认为，这些学者的理论鼓励了过
度的冒险行为。

为尽量避免陷入学术争议，或是“看走眼”把奖颁给理论
尚不成熟的学者，评审委员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至数十年，这
也是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平均年龄为 67 岁、远高于自然科学获
奖者平均年龄的一个主要原因。迄今，经济学奖最年轻得主是

51 岁，年龄最大的达到 90 岁。

今年的得主塞勒，其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处于争议
的漩涡中。经过 30 多年的潜心钻研，塞勒引领的行为经
济学如今已在学界站稳脚跟。塞勒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控
制非理性行为的方法在美国被采纳后，已被 100 多个国
家的政府参考借鉴 。这些都成为他最终获奖的重要依
据。

加登福斯对新华社记者说，不能保证所有评选结果
都绝对正确，但愿每一次都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交叉学科成为趋势

何为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前任秘书彼
得·恩隆德说：“我们将之广泛定义为，经济学家所感兴趣的
任何事都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即便是其他学科的研究。”恩隆
德在 2013 年就预料到，未来经济研究很可能会在相当程度
上受其他学科重大影响，如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甚至
是自然科学。

塞勒被认为是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先
驱。2012 年的获奖者埃尔文·罗斯善于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
研究中。2009 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
善于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整合起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
的资源问题。

奥斯特罗姆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她
在一个学术界歧视女性的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在晚年最终获
得了学术界最高认可。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说，已提醒各个学
术机构在推荐人选时要充分考虑优秀的女性代表人物。随
着女性步入经济学界的人数增多，以及交叉学科研究逐步
展开，未来女性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记者李骥志、付一鸣、张璇)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10 日电

强调实操 注重多元 经受检验

诺贝尔经济学奖十年回顾

为尽量避免陷入学术争议，或是

“看走眼”把奖颁给理论尚不成熟的

学者，评审委员有时会把考察期拉长

至数十年，这也是经济学奖获奖者的

平均年龄为 67 岁、远高于自然科学

获奖者平均年龄的一个主要原因

新华社芝加哥 10 月 9 日电(记者王强、苗壮)美国中部时间
9 日凌晨 4 点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吵醒了睡梦中的芝加哥大
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塞勒。

这位满头白发的教授当天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记者会上笑
着说，看到电话号码来自瑞典，他马上预感到这一好消息———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以表彰他
在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作为行为经济学先驱的塞勒，曾与哈佛大学教授卡斯·森斯
坦共同出版一本名为《助推》的畅销书，主要介绍的是当人们深
陷偏见和非理性中，“助推”如何帮助人们提升智慧，作出有关健
康、财富与幸福的最佳决策。

塞勒的助推论认为，与其使用强制手段或硬性规定，不如
“助推”人们自由作出更明智的选择。例如，超市若将健康食品摆
放到顾客容易看到的位置，就能扩大销量，这比利用各种科学数
据大力宣传垃圾食品如何有害健康更为有效。同样，如果学校食
堂的水果能让学生一眼看见，易于拿到，也能有助于青少年身体
健康。

推而广之，如果政府机构利用行为经济学对政策进行优化
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抵押贷款及环境保护等领域作出
更优选择，将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受此启发，英国政府在 2010 年专门成立了俗称“助推队”的
“行为洞见团队”，研究制定政策，以引导国民作出正确的抉择。

因为这样不仅利民，而且利国，比如可节省国库在健康医疗保
障方面的开支。

在接受主办方电话祝贺时，塞勒说自己的研究揭示了人
作为经济行为和决策中的主体，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会受到各
种心理作用的影响。

记者会上，塞勒戏称从心理学家那里“偷”来不少理论，再
与经济学原理相结合，从而开发出了行为经济学。“通过探究
有限理性、社会偏好和缺乏自我控制的后果，塞勒展示了这些
人类特征是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和市场结果。”瑞典皇家
科学院这样说。

据两年前从布斯商学院毕业的美国一家基金管理公
司经理人向记者介绍，同为学院教授的 2013 年诺奖获得
者尤金·法马的观点是，市场是有效的，投资人的行为是
理性的。但塞勒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不同，他认为，
人的贪婪会造成市场的疯狂，疯狂的局面又会带来恐慌。
因而，即便在商学院内部，行为经济学或行为金融学相对
另类。

对此，塞勒笑称，他说服不了同行们，所以只能“收买涉世
不深的青年”，好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经济学者接受了行
为经济学。

面对记者会现场聚集的媒体人、学生和前来祝贺的嘉宾，
听了校长和院长对自己赞誉，被学生们描述为“幽默、风趣、平
易近人”的塞勒仍不忘揶揄：今天是大家第一次不把他看做
“眼中钉、肉中刺”。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不把我看做眼中钉 、肉中刺”

新科诺奖得主塞勒笑谈行为经济学

▲ 10 月 9 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理查
德·塞勒教授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记者王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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