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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无论是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对经济人才的需要 ,还是从提高我国经济学研究水

平、培养下一代能够处于世界经济学前沿的经济学家出发 ,都需要提高经济学本科教学水平。

在这之中 ,教学方法选择是一个关键问题。本文在教育学一般原理的基础上 ,利用经济学分析

方法讨论了教学方法选择问题 ,本文认为 ,利用实验辅助教学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并进一步讨

论了如何设计合理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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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国对各类经济人才

的要求越来越高 ,需要毕业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 ,毕业生似乎并没有

达到社会的期望 ,从而引发了不少对于教育水平

的质疑和讨论。与此同时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

上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学

家正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有可能 21 世纪

30 年代之后世界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都将出现

在中国。[1 ]而这个美好的预言能够成真的前提之

一是高质量的经济学本科教育。因此 ,无论是为

了满足社会实际工作要求 ,还是从培养优秀经济

学家出发 ,我国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水平都需要有

较大的提升。

目前 ,国内对经济学本科教育的关注较多集

中在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教育体系的比

较 ,[ 2 ] [3 ] [4 ] [5 ] [ 6 ]许多高校纷纷借鉴国外教育体系 ,

引入原版教材。这在开阔学生眼界的同时 ,也引

起了关于经济学学科内部关系的一些讨论 ,[7 ] [8 ]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经济学教学体系总体设计的探

讨。[ 9 ] [10 ] [11 ]这些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经济学教

学制度以及教学内容两方面。但是 ,无论什么制

度形式和教学内容都需要教学方法来实施 ,而我

国经济学工作者对教学方法的关注明显不够 ,仅

有少部分学者对案例法[12 ] [ 13 ] [14 ] 和提问法[15 ] 等有

所关注。而这些对教学方法的讨论没有在一个一

致的框架内进行 ,从而无法完整回答为什么应该

选择这些教学方法 ,在什么时候选用这些教学方

法等。本文的目的是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讨论

经济学本科阶段教学方法的选择。

分析教学方法本应用教育学的方法 ,利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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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似乎有“经济学帝国主

义”之嫌 ,但是 ,利用经济学方法有其合理之处。

一门课程的教学时间是稀缺资源 ,教师必须在稀

缺的时间内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学效果最

大化。在此意义上 ,教学方法选择可以看成一个

标准的经济学选择问题。利用“新古典”经济学分

析方法 ,对教育问题的分析框架包括四部分 :

(1)确定教学目标 ; (2) 明确教学约束 ; (3) 选

择教学方法 ; (4)评价教学方法。

本文在明确目标和约束的前提下 ,考虑选择

何种教学方法。这种选择基于经济学本科阶段教

学应该完成的一般性目标 ,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

并不局限于某几门课程。当然 ,不同课程的教学

目标有不同的体现形式 ,在方法上也会有微调 ,我

们在此只讨论共性问题。本文认为 ,利用实验辅

助教学是一种较好的方法 ,并进一步考虑了如何

设计合理的实验。但本文并不详细讨论教学方法

效果的实证检验 ,留待进一步研究。

文章以下部分的结构是 :第二节讨论教学目

标和约束 ;第三节讨论教学方法选择 ;第四节讨论

实施问题 ,分析课堂实验设计的细节 ;第五节以作

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实验教学案例概括本文

内容。

二、教学目标和教学约束

遵从教育学的传统 ,本节将教育目标和学生

的认知约束放在一起分析 ,强调二者的对应关系。

具体而言 , 本节在教育学中标准的布卢姆

(Bloom)课程目标[16 ] 基础上 ,结合经济学的特殊

性 ,明确了经济学本科教学目标 ,并将这个目标与

配瑞 ( Perry)的认知发展过程框架[16 ]相对应。

布卢姆从认知角度提出学习目标的分类 ,包

括 :知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知记”就

是了解一些基本概念 ;“理解”是能够将这些基本

概念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清楚不同概念之间的联

系 ,根据这些基本联系做出一些简单的外推 ;“应

用”是学生能够在新的环境中使用已学会的知识 ;

“分析”是学生能够把新问题分解成一些基本模

块 ;如果学生理解了基本模块能够通过不同的方

式组合在一起 ,他们就会“综合”,从而构造出不同

的模型 ;而有了模型辨别即“评估”能力后 ,他们就

可以做出最终决策了。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目标系统 ,在经济学本科

教育阶段应达到什么目标呢 ? 从导言中对经济学

人才的需求分析来看 ,我们既要为社会建设提供

人才 ,又要为未来的经济学家提供储备。粗看起

来 ,可能无法获得布卢姆框架中的同一目标。但

从经济学学科性质出发 ,我们可以确定一个满足

这两个目的的本科教学目标。一般说来 ,经济学

界将经济学看成工具箱 ,从而经济学可以分为两

个层次 :工程学和科学。[ 17 ] 工程学是应用工具解

决现实问题 ,而科学则是研究这些工具为什么有

效、在什么条件下有效 ,如果无效 ,如何改善。经

济学的发展可以理解为工程学与科学相互促进的

过程。[17 ]最初的经济学家往往是要解决实际问

题 ,开发出一些工具 ,但并没有对其理论基础进行

深入探讨。当这些工具标准化之后 ,很多“经济工

程师”开始利用这些工具 ,当他们发现利用现有工

具无法解决问题后 ,就会向理论经济学家求援 ,希

望他们开发新的工具。如果这些新工具的开发者

没有为这些工具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他理论

经济学家就开始这项工作。这样 ,经济学家和“经

济工程师”的互动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工

程师”应用工具 ,经济学家则开发工具 ,并为工具

提供理论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 ,培养经济工程

师的教学目标是应用和分析 ,而培养经济学家的

目标是综合和评估。本科生要么毕业工作 ,要么

深造 ,前者变为“经济工程师”,后者就成为“潜在”

的经济学家。因此 ,经济学本科教学目标就是要

培养能熟练应用工具 ,同时具有工具鉴别能力 ,熟

知各种工具优缺点 ,知道在何种环境下使用何种

工具的学生 ,即有经济学家思维方式的“经济工程

师”。所以 ,“分析”是本科经济学教学应该达到的

目标 ,而“综合”与“评估”是研究生教学应该达到

的目标。

与目标相对应的是学生的认知过程。在教育

学中 ,配瑞将学生的认知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二元

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和任务相对主义。在二

元主义阶段 ,学生仅仅是被动接受知识。此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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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认为知识只有对与错之分 ,如果教师讲了两种

理论 ,学生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要求教师仅仅讲

一个正确的。在多元主义阶段 ,学生认识到现实

世界是不确定的 ,知识也应该是有很多种。此时

他们不再只接受唯一的真理 ,认为每一种观点都

有自己的发言权 ,自己也可以像教师一样提出观

点 ,因此有一些学生会认为教师所表述的知识是

陈旧的、错误的。但如果此时教师让他们为自己

的观点提供证据 ,他们会感到困难。如果学生初

步知道了不同的观点需要一个评价标准 ,并了解

一些简单的评价方法 ,那么他们进入相对主义阶

段。但他们的抽象能力还不足 ,还无法很好地处

理一些非常复杂的模型和微妙的论据。如果能够

对不同论点背后完整的模型做出最终判定 ,那他

们就进入了任务相对主义阶段。

　

　①　这些学生可能之前看过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或者通过其他渠道了解一些初步的经济学知识。

学习目标和认知过程是相互对应的 (表

1) 。[16 ]一旦明确了教学过程目标 ,就有了对应的

认知水平。教学方法就是如何达到这个认知水

平。例如 ,如果目标是“知记”,那么只需要找到方

法达到二元主义即可 ,如果需要进一步提高 ,就需

要找到方法使学生的认知从二元主义过渡到多元

主义。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济学本科教育中可

以利用什么方法达到“分析”这个目标 ,即认知水

平达到相对主义。

表 1 教学目标和认知过程

学习目标 认知过程

知记

理解

应用

分析

综合

评估

二元主义

多元主义

相对主义

任务相对主义

三、教学方法选择

目前本科经济学的主流教学方法是课堂讲

授、课后作业和考试。利用上面描述的学生认知

过程 ,可以看出这种方法比较适合二元主义阶段。

学生简单地接受老师所讲的内容 ,希望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正确”的理论 ,教师不要讲一些“错误”

的理论。与这个阶段对应的教学目标主要为“理

解”,至多有某些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应用。如果

由于背景不同 ,一些学生处于多元主义阶段① ,可

能会对教授内容比较反感 ,不会产生接受行为。

利用这种方法 ,在学习多门不同知识后 ,学生很容

易进入多元主义阶段。这样的毕业生无论是参加

实际工作还是继续深造都是很不利的。处于多元

主义阶段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观点很重要 ,在实际

工作中盲目提出各种想法 ,但又无法提供高标准

的证据 ,给人一种照搬书本、迂腐的感觉。社会

上对高校教学的各种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

前的教学方法导致学生思维处于多元主义

阶段。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使本科生从多元主义

阶段到达相对主义阶段。让学生参与和设计经济

学实验能够较为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针对一个

知识点 ,教师可以提炼出对应的实验目的 ,建立一

个有效的经济学实验环境 ,让学生在其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在参与实验的过程中 ,学生能够通过

行动体现自己的想法 ,并根据实验现象验证自己

的不同想法 ,从而慢慢学会一些简单的判断标准 ,

初步进入相对主义阶段。作者在利用这种方法教

学后询问学生在实验中的策略时 ,他们能够比较

清晰地说明为何选择各种策略 ,以及如何调整

策略。

同时 ,通过实验后教师对于实验环境的分解 ,

学生能够初步进行分析 ,找到实验环境的基本要

素。为进一步开发学生的分析能力 ,可以让高年

级学生自己设计实验。通过设计实验 ,学生可以

更好地理解一个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 ,从而利于

分析。这也为培养继续深造学生的“综合”能力打

下基础 ,学生可以尝试不同的要素组合方式 ,获得

新的结果。通过参与和设计实验 ,学生可以有效

地进入到相对主义阶段。

与实验类似 ,案例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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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应用和分析能力。案例的优势在于更

加接近现实 ,但问题是对学生的激励不足。学生

会简单回忆在课堂上学过什么 ,而把这个案例还

原为简单的原问题 ,成为简单应用 ,失去了案例中

的一些微妙细节 ,无法进行有效分析。因此 ,在有

一定分析能力的高年级学生中采用会有更好的

效果。

实验方法要发挥作用 ,就需要设计精巧的实

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实验设计原则 ,从而

保证实验方法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四、有效课堂实验的设计原则

在分析具体的实验设计之前 ,我们先考虑一

个相对宏观的问题。实验在教学中的顺序可以在

知识点讲授之前或之后。前者可以通过实验使学

生自己总结观察到的实验现象 ,提出自己的理论

并进行讨论 ,从而能够更主动地进入要学习的理

论点。而后者则只是让学生简单验证自己学过的

理论。因此 ,根据主动学习、学习即研究原则 ,我

们倾向于将实验安排在讲授知识点之前。这个过

程分为四步 :进行实验、通过实验报告的形式总结

实验数据、提出解释并讨论、通过课后作业巩固知

识点。在第五节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

四步 ,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实验设计的

细节上。

课堂实验不是为了获得研究性数据 ,其目的

仅仅是为了获得引导学生“发现”分析工具的数

据。因此 ,其实验设计要点是明确实验传达的知

识点 ,设计合适的实验环境。我们可以从一些经

典课堂实验中获得一些设计实验环境需要注意的

要点。

表 2 部分现有的课堂实验

实验项目 实验者 课程 是否可复制 ? 班级规模 报酬 计算机化

竞争市场 (效率) 狄杨 (De Young) 微观经济学 是 10 - 32 货币 否

财富分配 (效率) 威廉姆斯 (Williams) 微观经济学 是 小 ? 货币或者学分 否

垄断 (MC = MR)
威廉姆斯 (Williams)和

沃尔克 (Walker)
微观经济学 ? 40 - 350 学分 是

股票市场
(供给和需求)

威廉姆斯 (Williams)和
沃尔克 (Walker)

微观经济学 ? 40 - 350 学分 是

搭便车 (效率)
威廉姆斯 (Williams)和

沃尔克 (Walker)
微观经济学 ? 40 - 350 学分 是

搭便车 (效率) 卢瑟尔德 (Leuthold) 公共经济学 是 很大 无 Lotus (1 - 2 - 3)

搭便车 (效率) 布鲁克 (Brock) 微观经济学 是 60 学分 否

搭便车 (效率) 索洛克 (Sulock) 微观经济学 是 15 - 20 货币 否

投票悖论 索洛克 (Sulock) 微观经济学 是 任何规模 无 否

股票市场 (投资分析) 贝尔 (Bell) 金融经济学 是 30 学分 否

理性预期 彼德森 ( Peterson) 宏观经济学 是 小 ? 无 否

银行 (资产组合理论) 海斯特 ( Hester) 货币银行学 ? 很大 学分 是

　　资料来源 :费尔斯 ( Fels) 。[18 ]

　　实验环境设计中最重要的环节是激励。教师

希望学生能够扮演实验中的角色 ,而不是把现实

的角色带入。否则 ,学生的自身目的 ,如希望给老

师留下深刻印象获得高分等 ,会干扰其在实验中

应该具有的目的。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 [19 ]

11 单调性 :实验对象希望报酬多多益善 ,并

且永不满足。

21 显著性 :实验对象收到的报酬由他的行动

(以及其他参与人的行动)来决定。

31 占优性 :实验中实验对象效用的变化主要

来自报酬 ,其他影响则可以忽略不计。

在研究性实验中 ,一般是通过将真实货币与

实验对象的行动联系起来满足这三点。在课堂

上 ,这种做法成本太高。这三点的本质是要求报

酬对于实验对象很重要 ,实验对象会争取更多的

报酬而不顾及其他。对于学生来说 ,学分比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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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学生的竞争主要依靠的是成绩 ,这比利

用货币更能激励学生。从上面已有的实验也可看

出 ,大部分实验都是将实验结果与成绩挂钩。

实验设计中的另一个要点是控制实验参与者

获得的信息。实验室利用各种设备来控制实验参

与者获得的信息 ,而在课堂上进行如此严格的信

息隔离是不可能的。因此 ,这种课堂实验数据作

为科研数据是绝对不可行的。但是 ,在很大程度

上 ,这不会影响多数实验的展示效果。为了在实

验中保证私人信息的有效性 ,可以通过告知学生

他们是竞争关系 ,如果泄露信息会影响自己的收

益 ,为学生隐藏私人信息创造激励。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要点是选择纸笔实验还是

计算机实验。我们在表 2 中看到 ,部分实验是在计

算机环境下进行的 ,部分是通过纸笔方式进行的 ,

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纸笔式的实验在调整实

验参数和实验过程方面有很大的自由 ,而电脑实

验通常要求编写软件 (由于没有商业化软件 ,教师

只能自己编写具有特定教学目的的软件) ,这对于

大多数经济学教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过 ,电

脑能够帮助实验设计人员更有效地控制信息流动

并进行数据分析 ,而在纸笔实验中 ,教师难以控制

学生交流信息 ,同时分析数据更加花费时间。

　

　①　这种市场实验是整个实验经济学的基础 ,为其他实验设计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些原则在教学

中是如何具体实施的。

五、一个课堂实验教学过程的例子

本节选取作者在一个本科二年级的微观经济

学课程中进行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均衡价格和数量

的实验 ,来具体说明前面谈到的各种实验教学设

计细节。选择这个实验是因为其所反映知识点的

重要性和实验本身的基础性地位①。作者在讲完

市场存在的基础 ———比较优势之后 ,向学生提出

问题 :交换价格如何形成 ? 这个问题是经济学中

的核心问题 ,因为比较优势仅仅说明了分工和市

场经济的潜在优势 ,而价格问题决定了这个优势

的实现和利益分配。要学生理解周围世界的经济

运行规律 ,必须深刻理解价格问题。经济学中分

析价格的工具是供给和需求 ,接下来的课程就要

让学生熟练掌握这种分析工具。为了取得更好的

教学效果 ,不同于传统教学中单纯讲授需求曲线、

供给曲线与均衡价格 ,我们先进行一个实验 ,然后

通过观察实验数据让学生自己“发现”供给和需求

理论 ,并利用这个理论解释实验数据。

这个实验的设计来自于博格斯托姆 (Berg2
st rom)和米勒 (Miller) 。[20 ]实验采用纸笔方式 ,每

个学生获得一张信息卡 ,内容包括实验指导语和

私人信息 (类型与保留价值) 。学生分为两种类

型 :买者和卖者。买者要在实验中买一篮子苹果 ,

卖者要销售一篮子苹果。每个买者有自己的保留

价值 ,即愿意为苹果付出的最高价格 ;每个卖者有

自己的成本 ,成为各自最低销售价格。买者保留

价值有两种 ,分别是 20 和 40 ;卖者成本也有两

种 ,分别是 10 和 30。我们在分发指导语的时候

将买者和卖者基本等分 ,在买者中 ,保留价值为

20 的学生是保留价值为 40 学生人数的 2 倍 ;在

卖者中 ,成本为 10 的学生人数是成本为 30 学生

人数的 2 倍。这样从理论上 ,市场的均衡价格是

20。如图 1 所示。

实验计算报酬的方式在实验指导语中反映 ,

示例如下 :

“在这个交易中 ,你的身份是苹果购买者。你

需要而且仅仅需要购买一篮子苹果。你的买者价

值是 40 元 ,如果你以价格 P 购买了苹果 ,那么你

的利润是 40 - P。如果你没有买到苹果 ,你的利

润是 0。⋯

在这个交易中 ,你的身份是苹果供给者。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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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且仅仅需要销售一篮子苹果。你的成本是 10

元 ,如果你以价格 P 销售了苹果 ,那么你的利润是

P - 10。如果你没有卖出苹果 ,你的利润是 0。⋯”

实验利润转换为平时成绩 ,通过加权进入课

程总成绩。这样 ,通过学分激励 ,学生就有很强的

动力进行实验。实验中市场组织方式为学生在教

室中自由走动 ,寻找合适的交易者 ,讨价还价 ,如

果双方达成一致 ,那么到讲台告诉老师成交价格 ,

老师在黑板上写出交易价格 ,给没有成交的学生

参考。同时 ,这对成交者在信息卡上记录成交价

格、成交对象、自己的利润。

本次实验买者价值为 40 的学生为 9 人 ,买者

价值为 20 的学生 20 人 ,成本为 10 的学生 16 人 ,

成本为 30 的学生 8 人。那么 ,根据上面的图示 ,

均衡的市场价格和数量分别是 20 和 16。

实验一共进行两轮。实验的成交价格如表 3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轮平均价格 1911 ,价

格标准差为 618 ,成交数量 15。第二轮平均价格

2019 ,价格标准差为 412 ,成交数量 17。

表 3 实验成交价格

第一轮 第二轮

1 17 20

2 16 22

3 1515 20

4 32 18

5 15 3015

6 3315 23

7 15 30

8 30 2315

9 13 2115

10 20 18

11 15 19

12 18 16

13 15 20

14 15 16

15 16 22

16 20

17 16

学生在完成实验后可以看到这个实验结果 ,

同时知道买者价值和成本的分布情况。作者要求

学生根据这些参数分布和实验结果 ,总结出能够

预测价格的模型。学生会提出不同的设想 ,并说

明提出这些想法的理由。这时 ,学生已经积极地

进入了学习过程 ,开始独立构建模型 ,在这其中 ,

他们开始初步体会到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在与学生讨论以后 ,我们就可以引入供给和

需求模型。在引入的时候 ,我们根据买者价值分

布和卖者成本分布画出本次实验的需求曲线和供

给曲线。据此 ,学生可以看到 ,供给需求模型预测

的价格与市场价格非常接近 ,预测的成交数量与

市场价格也非常接近 ,同时 ,在重复之后 ,市场价

格标准差变小 ,更加收敛于模型预测的均衡价格。

通过这样的学习 ,学生重复了“发现”供给需

求模型的过程 ,能够更加熟练地预测市场价格及

其变化。为了使得学生加深对于知识点的理解 ,

我们在这次课程的课后作业是提供另外一组买者

价值分布和卖者成本分布 ,让学生预测这组分布

的均衡价格和数量 ,同时考虑当买者价值变化或

者卖者成本变化之后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如何

变动。这也为后面说明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移

动奠定了基础。

同时 ,在说明了供给需求决定均衡价格和均

衡数量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自己的行为让学

生理解供给和需求模型是一种静态模型 ,它所预

测的是实际价格的极限点 ,也就是实验数据的极

限点 ,如果我们多次重复实验 ,实验数据的平均价

格会依概率收敛于理论均衡价格。这样 ,学生就

会明白现实数据为什么会与理论有偏差。同时 ,

通过分解实验环境的要素 ,学生就能通过自主分

析 ,改进价格发现过程 ,设计新的市场交易模式。

总之 ,在这个案例中 ,可以看到对于一个知识

点的完整实验教学可以分为进行实验、实验数据

报告、实验结果讨论和课后作业四部分 ,在这个过

程中 ,学生可以主动发现知识 ,自主进行研究 ,具

有了分析能力 ,在思维上进入相对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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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 he needs for talent s demanded by economic develop ment in China

and to promote economic research so as to t urn out world class Chinese leading economist s , it is

necessary to p romot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1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question is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et hods1 Based on t he general p rinciples of education , t 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et hods by means of economic analysis1 The aut hor point s out t hat experi2
ment2assisted met hod is effective1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basic p rinciples of effective classroom

experiment desig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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