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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一直将躯体性因素排除在理论体系之外，是一种“离身”的经济学。

具身经济学（ embodied economics） 则是在具身理论框架下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解释的一种（ 神经） 经济
学取向，它考虑身体信号、肌体状态、他人动作或位移（ 或其位移） 所提供的信息对个体经济心理及行为
的影响 。近期大量有关动作、姿势、肌体状态影响决策、估价及消费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为具身经济
学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础。深入理解躯体性因素对经济心理及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个体经
济决策的动力机制，让经济学和心理学更贴近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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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经济学（ embodied economics） 是在具身理论 （ theory of embodiment） 框架下对个体经济行为进行
解释的一种（ 神经） 经济学取向，
它强调身体信号、
肌体状态、他人动作或位移所提供的信息对个体经济决
策的影响（ Oullier ＆ Basso，2009） 。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回顾具身经济学的缘起和理论基
然后从生理水平、
躯体信号及他人动作或位移三个方面归纳和总结具身经济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和结
础，
论，
最后部分则阐述对具身经济学的思考、
对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从“离身”的经济学到具身经济学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注重数学形式化的表达而极力避免主观性的分析，并将此作为与社会学及
心理学相区分的手段。这种倾向的一个典型反映便是： 将身体的影响及其动力性排除在经济理论体系
之外。事实上，身体因素会“干扰”理性的观念可追溯到柏拉图关于先天理念 （ inborn ideas） 的思想，他
认为身体体验有助于揭示部分先天知识 ，但也会扭曲这种知识。 如在《裴多篇 》中柏拉图指出： “……
眼睛，耳朵乃至整个身体都是干扰性的因素，阻碍着灵魂对知识的获取。”（ Plato，2010） 对于崇尚理性
的经济学家而言，这种非理性的因素是要摒除的，因此长久以来关注躯体性因素及其对行为的影响的
往往是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由于经济学和各类决策模型避而不谈潜在的生理机制 ，也导致大部分
神经科学和生物学变量与经济学理论验证毫不相干 （ Gul ＆ Pesendorfer，2008） ；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尽
管意识到了躯体性因素（ visceral factor） 对认知活动的影响，但仍然拒绝将其纳入经济学理论，例如奥地
利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 Mises （ 1944） 的人类行为学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只研究“意愿 ”和“意图行
为”： “经济学不考虑……部分身体器官和本能对于刺激的被动反应 ，因为其不受意志控制。”这些观点
及衍生的行为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长期以来始终忽视行为主体 （ agency） 的躯体性因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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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偏好等经济行为的影响，成为了一种“离身”化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界最早呼吁应该将身体性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是 Herbert Simon 和 Friedrich Hayek，他
们提出了一系列对具身经济学的产生具有启发意义的前瞻性观点 。Simon 对身体 （ 感觉和动机系统 ）
在行为、情绪和决策方面的决定性重要作用进行了探究 。Simon 认为，情绪能够延缓判断，让个体对信
1967）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Hayek 是最早主张
息进行排序，截留决策所必须的信息（ Simon，
经济学应当借鉴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讨论“拟人论 ”（ anthropomorphism） 问题时曾经
阐述过： “我们将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拟人化的倾向可能是一种运用图式的结果 ，而这些图式是我们自己
1952） 这一观念强调了个体自身与对周遭世界认知之间的“因果性 ”的
的身体运动所提供的。”（ Hayek，
联系，为理解这个信息冗余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把手 （ handle） 。
具身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直接来自于具身理论 （ theory of embodiment） 。 具身理论是继计算隐喻、联
结主义之后解答人类是如何获取外部世界知识建构内部概念系统的一种诠释的视角 ，其核心是关注模
拟、情境性的行动和身体状态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 （ Barsalou，2008） 。 具身理论的倡导者认为，认
知不能与身体和物理、社会环境间的互动方式相分离，相反，应当植根其中 （ Goldman ＆ de Vignemont，
2009） 。随着认知科学的快速发展，具身理论已从原始阶段的哲学思辨成为认知心理学 、社会认知等领
域解释各种现象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 李其维，2008； 叶浩生，2010） 。 同时具身理论 （ 尤其是具身社
会认知理论） 的大量研究（ 尤其是行为实验） 也为具身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基础 。
神经经济学则从生物水平上证明了具身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 首先，神经经济学的研究
已从生理层面上证实了 Simon 有关情绪对决策的影响的观点，这使得行为经济学家重新将情绪考虑进
经济推理之中，也让神经科学家重新思考他们关于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观点 （ Tassy，Oullier，Cermolacce
＆ Wicker，2009） 。其次，神经经济学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造成个体间行为决策的异质性 （ heterogeneity） 。例如，当不同个体面对压力源响应方式不同时，对其生物学指标 （ 皮质醇水平 ） 进行测查，就能有
效辨别这种外显的行为差异是源于个体内部差异还是外部压力源的不同影响 ，进而排除竞争性的解
释。从某种角度看，或许神经经济学只是通过新的研究范式证实了过去有关经济决策的行为实验的结
论，但它给予人们这样一种启示： 决策行为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物种长期演化和适应环境的结果，因
而与生物基础具有广泛的联系，并受到各种生物因素的制约 。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决策研究者认识到 ，只有将身体因素———身体的生理状态、运动、姿势
及其所承载的各种信息———作为变量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体的经济决策 。

二、躯体性因素影响经济决策的两种路径
躯体性因素是多维度的，包括内脏活动（ 如心率、血压、胃肠的蠕动等 ） 、腺体分泌和骨骼肌肉运动
等。具身理论的倡导者倾向于用形式符号及其表征去解释人类的高级认知过程 ，并认为形式符号对于
解决人类身心脑之间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 Barsalou，2008） 。Barsalou（ 1999） 提出的知觉符号理论强调
人们加工知识信息的过程包括两种状态 ，一种是真实的身体状态，一种是对经验进行模拟的心理状态
（ 个体的身体以及身体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个体认识世界提供了原型 ） 。纵观具身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身体性因素对经济决策的影响也存在这样两种可能的路径 。
第一，生物（ 生理） 特征和情绪对于个体经济决策的直接影响 。首先，按照具身社会认知的观点： 人
类的认知功能受到相对稳定的生态的 、物质的、生物的条件的限制 （ Schubert ＆ Semin，2009） 。 许多有
关经济行为的认知活动本质是具身的 ，是因为这些认知过程与神经生理过程存在密切关联 。 大量认知
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涉及生物（ 或生理） 因素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发现类似新陈代谢和荷尔蒙水平等
生物（ 生理） 特征对于个体的风险偏好、选择和消费行为具有与信念等认知因素等同的影响作用 。 其
次，情绪对于经济决策的直接影响。情绪是最早被倡导纳入经济分析的身体性因素 。 后来的决策研究
者遵循 Simon 的主张，证实了情绪在决策中的多种作用 。Loewenstein 等人（ 2001） 提出风险即情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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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k-as-feelings hypothesis） 来解释为何决策时的情感体验能够使个体决策偏离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最
优解，并指出以往研究者往往关注预期 （ anticipated） 情绪而忽略预先 （ anticipatory） 情绪对于决策的影
响。情绪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可以概括为两种： 第一是心境一致性效应 （ mood congruency） ，即后
续判断在效价上与先前被启动的情绪一致，这其实是一种情绪启发 式 （ eg． Bower，1981； Forgass，
1995） 。第二是情绪作为躯体变化影响决策行为的中介。 按照 Bechara 和 Damasio（ 2005） 提出的躯体
记号假设（ Somatic Marker Hypothesis） 指出，决策不仅仅涉及对事件结果和其发生可能性的纯粹计算 ，
还可能是由情绪信号（ 即躯体状态） 所导引的，甚至有时是由躯体状态所决定的过程 。
第二，借助符号和表征实现的躯体 － 认知隐喻对于偏好和决策的影响。 首先，身体为认知部分地
提供了基础内容。按照 Casasanto（ 2009） 的观点，个体的身体是进行心理活动的情境中不可分割 、永续
存在的组成部分，因此身体对表征的形成具有普遍的影响 。这种表征其实构成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
隐喻。Lakoff 和 Johnson（ 1999） 认为隐喻性解释对于理性选择非常重要： “…… 无隐喻性的解释，单独
的数学展示对于理性选择就像什么都没说一样 。”虽然经济学分析一直排斥身体性因素 ，但在现实生活
中不乏有关身体隐喻在经济方面应用的例证 。例如在技术分析（ 图表） 中，身体隐喻用于描述经济趋势
的图形表征，当图表中出现一个高于以往和后期的峰值时 ，其具身性的原型就是“头肩型 ”。 其次，身体
隐喻也会影响与之相关的认知加工的进行方式 。 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些抽象概念 （ 如提拔、贬低、热情、
冷淡等） 也都能在以身体为中心或身体感知环境的概念中 （ 如上、下、热、冷等 ） 找到原型 （ 刘亚，王振
宏，孔风，2011） 。因此躯体变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认知的动力 ，进而影响包括经济决策在内
的各种认知过程和行为。

三、具身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 一） 生理状态与经济行为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并未更多关注生理状态对经济决策的影响 （ Houston ＆ McNamara，1999） ，而生
理心理学和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发现 ，如新陈代谢和激素水平之类的生理线索会直接影响个体决策
中的偏好和选择。
新陈代谢。Stephens（ 1981） 认为，
动物有时会面临两个能带来平均数相同而变异程度不同的能量回报的
当高于新陈代谢参照点时（ 例如维持一天能量所需） ，有机体寻求的是“健康”最大化（ 如生存概
觅食方案，
率） ，
因而偏好更安全的方案（ 低变异程度） ； 而当新陈代谢水平低于参照点时，
会偏好高风险的方案。McNamara 和 Houston（ 1992） 认为，
风险偏好的动态调整取决于三个方面： 代谢状态、
能量储备和摄取率。如果能量
将导致个体更大的风险寻求，
高于参照点则将转向更大的风险厌恶。代谢参照点通常是
摄入率低于参照点，
达到生存阈值所需要的摄取率，
当摄取率下降低于阈值时，
饥饿的概率就会增加以促进风险寻求行为（ Hurly，
2003） 。Symmonds 等人（ 2010） 采用进食控制的方式测查了人类被试在风险决策中的表现。他们给被试呈现
200 对风险程度不同的彩票让被试进行选择，
同时测量了被试体内的瘦蛋白（ leptin） 和胃饥饿素（ ghrelin） 水
结果发现，
风险偏好的变化与个体的瘦蛋白和胃饥饿素的基线水平呈正相关。这类风险偏好根据食物获
平，
得量的相对损益（ 甚至是在整体营养摄入量得到控制，
即对参照点的实验操控的情况下） 而变化的研究都预
示了心理学和生物学概念框架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激素水平。还有研究证明，激素 （ 包括催产素、雄性激素等 ） 水平会影响经济决策。 例如，催产素
（ Oxytocin） 是一种男女都有的由 9 个氨基酸构成的荷尔蒙。 以往人们对其主要作用的认识是在孕妇
分娩时促进子宫收缩和催乳。然而，近十几年来，神经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逐渐发现催产素广泛地影响
了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首先，催产素能够增加亲社会性的经济行为 。例如 Zak 等人（ 2007） 在传统的
最后通牒博弈中分别给被试注射催产素和安慰剂 ，发现催产素组的被试作为提议者比安慰剂组给对方
的金额多了 21% 。但在独裁者博弈（ 响应者无权否决提议者的分配方案 ） 中，催产素不影响响应者最
低可接受的报价。这说明高催产素水平让提议者更多考虑自己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何等影响 ，因而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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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慷慨和无私； 其次，催产素能够提高经济活动中个体承担风险的意愿 。Kosfeld 等人 （ 2005） 发现
鼻腔喷入催产素能显著增加信任游戏中投资人的投资金额 ，但并不影响受托人的返还金额。 研究者进
而推论，催产素能增加人际信任，从而提高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承担社会风险的意愿。 这一观点也得到
了脑成像研究的证实。Baumgartner 等人（ 2008） 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 （ fMＲI） 考察了信任游戏
中个体的脑部活动，结果发现注入催产素的投资人得知受托人的背叛行为后，投资金额并没有显著降
低，但杏仁核（ 与恐惧情绪相关的主要脑区） 的活动却显著减弱。 研究者推断，催产素通过降低与恐惧
加工相关的脑区激活以促进信任行为 ；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催产素所引发的也并不都是亲社会行为。
在一项研究中，Shamay － Tsoory 等人（ 2009） 根据被试在赌博游戏的表现分配收益，结果发现催产素组
的被试在得知别人的收益高于自己时 ，表现出更强的嫉妒； 而当别人的收益低于自己时，则会表现出更
强的幸灾乐祸。睾酮（ testosterone） 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广泛涉及男性的交配、觅食和攻击等诸多带有一
定程度风险的行为。首先，有关风险偏好的性别差异的研究已经证实，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风险偏好
（ Sapienza，Zingales，＆ Maestripieri，2009； Zethraeus et al． ，2009） 。其次，不同雄性激素水平的个体在
风险偏好方面也存在差异。例如 Coates 等人（ 2009） 测量了伦敦证券交易所 49 名男性交易员的食指和
无名指长度比（ 2D： 4D） （ 这个比值越高说明在产前雄性激素暴露水平越高 ） ，发现该比值能够正向预测
交易员的长期收益率及从业时间 。Apicella 等人（ 2008） 在一个以真实货币作为回报的投资游戏中 ，测
查了 98 名男性在出生前和青春期睾酮环境、当前睾酮和经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风险偏
好与被试唾液中的睾酮水平呈正相关 ，而面部的雄性特征（ 青春期激素环境的影响表现 ） 则与风险偏好
不存在相关。虽然这只是一个相关研究，但其结果仍然预示了风险偏好具有生物性的决定因素。 此
外，高睾酮水平还可能使个体在经济博弈中有更强的竞争意识 ，对公平性更为敏感。 例如 Burnham
（ 2007） 在最后通牒游戏中有意让响应者 （ 接受报价提议的一方） 面对容易遭受否决的提议，同时研究者
让被试提交唾液样本检测睾酮含量 ，结果发现，在否决提议者中高睾酮水平者占到了 80% ，高睾酮水平
组的 7 名响应者有 5 人否决了提议，而睾酮水平较低组中只有 1 人。除了否决对方侮辱性的出价，高睾
酮水平的个体在面对不公平的对待时表现出更多的报复性行为 （ Kouri et al． ，1995） 。皮质醇（ cortisol）
也称氢化可的松，是肾上腺在应激反应里产生的一种类激素。 在个体应对压力源的研究中，皮质醇水
平的数据能够清晰揭示出个体对重复出现的压力源的习惯化机制 （ Yoon et al． ，2012） 。Mehta 等人
（ 2010） 发现，皮质醇水平的变动和谈判和议价游戏中的决策存在关联 ，最佳谈判表现与升高的睾酮水
平和下降的皮质醇水平（ 高竞争性和低紧张性 ） 有关。 在另外一些与压力有关的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中
也能发现皮质醇的影响，例如，在时间和预算有限情况下，食物选择与压力的关联可以从消费行为与皮
质醇水平的变动的联系中观察到 （ 如紧张工作一天后去购物有助于降低皮质醇水平 ） 。
（ 二） 躯体信号与经济决策
Barsalou（ 2008） 认为，高级的认知过程与知觉、运动过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已有大量研究发现，
经济决策依赖或受制于感知觉、情绪和动作之类的躯体线索。
感知觉隐喻。（ 1） 冷热。物理的冷热是人际关系冷暖的隐喻 （ 俗语“人走茶凉”、“人情冷暖 ”） 。
Williams 和 Bargh（ 2008） 发现，触摸了热咖啡杯的被试对他人的评价更积极 ； 接触了热的治疗垫的被试
更有可能选择一份礼物给同伴而不是自己 。（ 2） 轻重。 物理的轻重是重要性的隐喻 （ 俗语说“重于泰
山”、“轻于鸿毛”） 。Jostmann 等人 （ 2009） 让被试手拿轻或重的写字板对外国货币进行估价，结果发
现，拿重写字板的被试相比于拿轻写字板的被试对外国货币有更高的估值 ； 此外，轻重启动的重要性概
念能够影响经济决策。Ackerman 等人 （ 2010） 在虚拟的财政决策任务发现了轻重启动和性别的交互作
用，具体表现为重物启动组的男性更倾向于将资金分配重要的社会项目中 ，女性则倾向于将资金最大
化地投入到所有社会项目中。（ 3） 顺滑与粗糙。顺滑与粗糙能启动对容易和困难的认知 （ 俗语形容容
易说“顺畅无阻”，形容困难说“问题棘手”） 。Ackerman 等人 （ 2010） 发现，粗糙和顺滑感知会影响态度
和决策。他们先让被试玩不同纸质 （ 光滑或粗糙 ） 的拼图，然后进行以彩票为支付道具的最后通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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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结果显示，经历光滑手感的被试作为提议者会将更多的彩票分给同伴 。（ 4） 硬度。 对硬度的感知能
够启动稳定、严格或严厉的认知（ 俗语如“心如磐石”、“铁板一块”） 。Ackerman 等人 （ 2010） 让被试坐
在软或硬的椅子上完成一个想象中的购车议价任务 。 结果显示，相比做软椅子的被试，坐硬椅子的被
试两次出价的变化更少。这说明硬椅子的触感所激活的严格的 、稳定的概念减弱了被试决策的弹性或
改变出价的意愿。
躯体动作。躯体动作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其实可以追溯到控制幻觉 （ illusion of control） 的研究
（ Langer，1975） 。在控制幻觉中，参与性的动作产生了“控制感”的隐喻，让个体认为自己能够控制随机
事件的发生。但是控制幻觉中的躯体性动作是整体性和泛指意义上的动作或操作 ，很难厘清具体动作
和决策行为的关系； 具身经济学则关注特异性的动作对于特定决策行为的影响 。具身的社会认知研究
则已经涉及到这一方面，对此问题伍秋萍等人 （ 2011） 曾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归纳，在此仅列出与偏好及
决策相关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 1） 点头或摇头。具身认知的观点假设，点头的动作代表赞
同和喜欢，隐喻的是对事物的积极态度，而摇头则代表反对和厌恶，隐喻的是对事物的消极态度。 做出
点头或摇头的动作能够强化两种态度并影响个体对事物的偏好 。Wells 和 Petty（ 1980） 以测试耳机性
能为由将被试分别为头部平行移动组 （ 摇头 ） 、垂直移动组 （ 点头 ） 和对照组 （ 不需做动作，只要打分即
可） 。然后给被试呈现听一段音乐，接着是广告商对这款耳机的推荐。 被试需要给这款耳机打分，并
回答是否同意广告商的推荐意见 。结果表明，点头组给耳机的打分和对广告商推荐意见的赞同程度都
大大高于另外两组，而摇头组在两个项目的分值上则远远低于其他两组。Tom 等人 （ 1991） 以类似的
方式诱导被试做出点头或摇头的动作 ，考察其对新旧物品的偏好。 结果发现，在测试耳机的过程中点
头的被试会更倾向于选择旧钢笔 ，而摇头的被试更倾向于选择新钢笔 。（ 2） 趋近与回避。 趋近与回避
（ 拉或推） 的动作能够启动喜欢或排斥的心理表征，进而影响偏好或选择。Cacioppo 等人 （ 1993） 给被
试呈现一系列图片，并让被试做出趋向图片的上推动作或远离图片的下推动作，结果发现被试对在趋
近动作中看到的图片的评价比在逃避动作中看到的图片更积极 。Frster 和 Strack （ 1997） 在提名任务
中诱导被试做出趋近的动作或者逃避的动作 。 结果做出趋近动作的被试提出了更多他们喜欢的名人
的名字，而做出逃避动作的被试则提出了更多他们不喜欢的名人的名字 。Centerbar 和 Clore （ 2008） 也
发现被试对于积极刺激和消极刺激的反应也与回避动作和趋近动作具有一致性 。
（ 三） 人际距离和相对位移
人际距离。Ping 等人（ 2009） 指出，人们更喜欢相对容易知觉和进行互动的事物 。 空间距离的远近
在很多情景下决定着这种可接近性和易得性 。空间距离同样也是心理距离的一种隐喻 ，物理空间的远
近对应心理上的亲疏。 有研究发现，人际的物理距离越近越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金钱回报 。Jacob 和
Guéguen（ 2012） 让服务员在服务顾客时与顾客的餐桌保持远 （ 0． 75 米 ） 和近 （ 0． 15 米 ） 两种距离，结果
发现近距离条件下顾客付小费的几率更高且金额更多 （ 高出约 22． 6% ） 。
相对位移。同方向的位移能构成“目标一致 ”的心理隐喻，不同或相反方向的位移构成的则是“分
道扬镳”或“背道而驰”的隐喻。 这种相对位移引发的表征性隐喻能够影响态度 、偏好，甚至是幸福感
受。在 Huang 等人（ 2012） 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两位被试要分别完成一项任务后回到原点 。 结果显
示，那些同方向行走的被试对搭档的印象会比走不同方向的被试要好 ，同时他们对下一个任务的期待
度也更高。研究者还发现，上班方向的相似程度会正向影响人们的婚姻幸福感 。 那些上班方向比较接
近的夫妻，相对来说有着更高的婚姻满意度 （ 即便是那些不同时上班的夫妻，或者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
夫妻） 。

四、对具身经济学的几点思考
（ 一） 具身经济学是一种“纯神经化”的经济学吗
具身经济学试图将具身理论和经济行为建立一种本体性的关联 。 上述大量来自神经经济学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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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认知领域的研究在证明这种关联的同时 ，也清晰勾勒出具身经济学在研究范式和取向方面的一个重
要特点： 它会借鉴认知神经科学（ 尤其是神经经济学） 的某些范式和结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研究身
2008） 。这种
体因素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需要借助神经科学工具和神经经济学的出现 （ Glimcher et al． ，
观点为具身经济学蒙上了一层还原论的色彩 ，也引发了对于具身经济学的一种质疑： 具身经济学是一
种纯神经化的经济学取向吗？
具身经济学之所以被定义为一种神经经济学的取向 ，是因为其与神经经济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这种关联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生理指标 （ 如激素水平 ） 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个体的经济决策
行为，本身就是具身经济学研究范畴之内的对象 。其次，能够影响偏好和决策的躯体状态和躯体动作
就其根源来说都具有生物和神经的基础 ，因此借助神经经济学的工具和范式所提供的信息更好地解释
躯体状态和动作影响偏好和决策的内部机制 。但具身经济学被定义为一种神经经济学的取向 ，并不意
味着具身经济学一定是纯神经的 。首先，大脑是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大脑并不等于身体，更进
一步说，离开了身体，大脑的功能也无法执行。其次，具身经济学研究中许多导致决策变异的内部刺激
并不直接来源于大脑，同时，许多引起躯体感觉变化的外部刺激也更多是直接作用于身体而非大脑。
大脑在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处理肌体与环境的互动信息并形成符号化的表征或隐喻 ，离开了身体，大
脑无法获得感觉经验的信息，更无法实现加工结果的动作性输出。 表现在研究对象和范式上，大量具
身经济学的研究采用的是行为实验的范式 ，关注点聚焦于躯体状态、躯体动作和空间知觉对经济决策
的影响而非大脑的活动。
总而言之，具身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神经经济学取向 ，也不等同于神经经济学，它探究的不是经
济决策活动和神经机制的一一对应关系 ，而是嵌套在环境中的、与环境进行整体性互动的身体对于经
济决策的影响作用； 同时，具身经济学也不排斥来自神经经济学的数据和解释 。根据之前的分析，具身
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之间应该是既存在交叠 、又互为有益补充的关系： 具身经济学既直接探讨生理或
神经因素对决策、消费、风险知觉等的影响，也为神经经济学提供可供探究的外显行为的数据及实验操
作范式； 神经经济学则一方面为具身经济学提供有关生理方面 （ 特别是激素水平 ） 的基础性研究例证，
另一方面对具身经济学中行为实验的结果在生理和神经水平上给予更深刻的解释 。 这种身心一体化
的取向有助于具身经济学摆脱身心二元论的局限 ，也不至于陷入还原论的漩涡。
（ 二） 具身经济学是一种“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吗
具身经济学面临的第二种质疑与具身理论自身所遭受的质疑有关 。由于强调认知过程对身体和环
2010） 。而在具身主义阵营内部，这
境的依赖，具身认知研究被认为是一种新形式的行为主义 （ 叶浩生，
种行为主义的取向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一部分激进具身主义者主张放弃非具身的高层次认知过程，
2007） 。 同时对于经济
认为传统认知观中的内部表征和计算等概念是不充分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 何静，
学的行为主义倾向的指责也由来已久 。 让经济决策研究大受其益的外显偏好主张本身就来源于行为
主义，它关注可观察到的人们的真实选择 （ 或选择意图 ） 。 在某些极端的形式中，外显偏好的取向会让
经济学研究者忽视产生决策的“黑箱”（ black box，即在头脑中进行的认知过程 ） 。对于具身理论和经济
学研究的“行为主义化”的质疑势必会牵连到具身经济学 。
事实上，虽然具身经济学关注从“身体”到“行为”的关联模式，但具身经济学并非一种行为主义取
向的经济学。首先，行为主义贬低认知过程的重要性，将心理活动还原“肌肉收缩 ”和“腺体分泌 ”，认
为认知过程处于“黑箱”之中，看不见摸不着，无法客观测量，因此也无需关注； 而具身经济学则大量借
鉴神经经济学的工具、范式和结果，目的便是揭示“黑箱 ”中的认知加工过程。 第二，行为主义强调环
境对行为的塑造作用，认为只要有合适的客观环境和物理刺激 ，经过不断的强化和练习，个体就能建立
行为和刺激之间的联结从而形成某一特定的行为 ，认知可以从这个过程中被排除。 具身经济学和具身
认知理论一样，看待身体和环境的关系时采用的是一种 “格式塔 ”式的整体观，强调身体是环境中的身
体，环境是嵌入了身体的环境，将身体视为是与环境一体的构成，而不是被动响应环境刺激的某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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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认知在其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只不过这种认知并非纯精神的，而是一种与身体和环境密切相关，
2010） 。 最后，
或者通过身体及其活动而实现的适应环境的活动 ，这里认知的作用没有被贬低 （ 叶浩生，
具身经济学利用形式符号及其表征来解释个体经济决策的认知机制 ，所涉及的符号化表征、图式和隐
喻等概念和过程都与高级认知过程有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具身经济学并没有将经济决策行为
还原为简单的躯体运动和对环境物理刺激的单纯反应 ，也不排斥高级认知活动，它只是强调了以往被
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身体和身体所属环境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 ，因此，具身经济学并不是一种行为主
义的经济学。
（ 三） 具身经济学对决策非理性的另一种解释
具身经济学也有助于更深刻地反思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 。 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理
性人假设除了强调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始终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也暗
示着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精于“计算”和“算计”的，总是寻求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化的个人利益 ，即
2009） 。 但实际上，有很多心理因素限制
人们进行决策时的逻辑性很强，遵循一种经济理性 （ 彭凯平，
了人的理性思维。首先，Simon 用“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驳斥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
模型。“有限理性”主张，人并非是完全理性的，总是受到其所拥有信息、认知和时间的有限性的制约；
另一方面，正因为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无法达致最优解 ，所以决策者往往放弃“最优原则”而遵循“满意原
1957） 。 可以认为，Simon 指出
则”，即寻求能让自己感到满意的方案而不是一味追求最优方案 （ Simon，
了决策非理性的第一个根源： 认知、信息和时间资源的有限性。 其次，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指出了决策非
理性的第二个根源。长期以来，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伯努力函数基础上的期望效用理论 （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主导着经济决策理论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进展，经济学者发现，许多真实的个体消费和决
策行为悖离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一系列公理假设 （ 特别是在不确定情境下） 。在模型的不断更新演进中，
行为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Kahneman 和 Tversky （ 1979） 提出的前景理论 （ Prospect Theory） 成功揭示了人
们风险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前景理论所提出的确定效应、反射效应、损失厌恶、决策权重和参照
点等概念和理论解释了人们的行为悖离理性预期的原因 。 行为经济学揭示了决策非理性的第二个根
源： 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厌恶和对启发式及参照框架的过度依赖 。
具身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则预示了决策非理性的第三个可能的根源 ： 决策者的身体性因素。 众多
具身经济学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 人们的经济决策是受生理基础、身体信号或空间线索影响的，有
时甚至是被这些因素所决定的。而人们在利用身体性的信息进行决策时有时能够意识到这些信息线
索的存在，有时则意识不到。行为经济学者 Dan Ariely 就曾提出“连贯盲目性 ”（ coherent arbitrary） 的概
念，指人们在 做 决 策 和 判 断 时 会 受 到 非 信 息 性 线 索 的 干 扰 或 影 响 （ Ariely，Loewenstein，＆ Prelec，
2006） 。这种盲目性意味着，人们其实有时并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他们对物品的偏好、为物品支
付的价格时常并不与价值或效用挂钩 。 具身经济学的许多研究都揭示出，在许多依据效用、需求或数
据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任务中，人们无意识地运用了躯体性的无关线索 ，而这些线索本身无关任务，也无
关效用和需求，其实这类决策行为也是连贯盲目性的表现 。对于这种经济决策中的盲目性和非理性，
Ariely 曾不无忧虑地指出： “在这样一个人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的世界上，自愿的交易不一定会
促进幸福感，同样市场交易也不一定能改善社会福利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未免太过悲观。 首先，要
考虑到具身经济学所揭示的种种非理性行为背后的适应意义 。 对于躯体线索的快速提取其实是一种
具有进化意义的启发式，它有助于个体在决策时快速做出决断； 激素水平作用下的风险偏好和决策的
变化，也是朝着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方向而产生的 ； 同时，躯体和生理线索有时也构成了个体的驱力或
动力机制，有助于个体发挥潜能、消除紧张，通过决策以实现肌体和环境间的能量平衡。 其次，揭示决
策行为受生理和躯体因素的影响也并非坏事 ，一方面能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加注意可能出现的非理
性决策，尽量摆脱这些非理性因素的束缚，如减少启发式的使用、避免无关信息的影响等。 另一方面，
对于商家来说，在不违反政策法规和商业伦理的情况下 ，了解身体性因素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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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商业利润。当然，这种应用不是设置消费陷阱，而是从关注消费者心理感受出发，巧妙利用购物
环境、商品摆放位置、定价策略等营造具身性的消费体验，启动顾客的购买欲望，在实现自身商业利益
的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买卖双方经济效用和心理效用的双赢 。

五、问题与展望
与具身认知所面临的问题一样，具身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和理论需要梳理和整合 。 虽然有大量研究
证实了躯体化因素对于偏好、判断、估值、消费、决策和风险知觉等经济行为的影响，而且形成了一系列
具有领域特点的新理论（ 如躯体记号假说等） ，但就整个具身经济学研究领域来说，尚未出现一个类似
行为经济学中的“前景理论”一样能够统摄众多决策模型和解释各类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框架性理论 。
其次，要重视启动范式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 具身经济学的许多行为研究基本采用的是启动范式，而
且很多情况下是阈下的启动（ 即被试不能口头报告当前决策受到了先前动作或行为的影响 ） ，这就要求
对实验有精巧的设计和严格的控制来排除其他无关因素的启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 另一方面，也需要
研究者对结果进行重复验证。再次，具身经济学的未来研究需要更多关注文化差异和领域特异性 。 目
前有关具身经济学的研究多以美国或欧洲被试为研究对象 。 但不同文化下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可能针
对相同的身体线索启动不同的符号表征或隐喻 。以触碰研究为例，虽然有众多研究发现触碰可以引发
更慷慨的经济行为，但在一些文化和国家中，来自陌生人的肢体接触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冒犯 ，所引发的
1994） 。
不是亲社会的决策和行为 （ Willis ＆ Ｒawdon，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学和心理学曾互相排斥。 事实上，经济学和心理学都是关于
人类行为的科学，很多经济现象都基于个体的偏好和互动 ，其本质都是心理现象，很多内容都可纳入心
理学的研究视野。行为经济学有关决策和判断的研究让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神经经
济学让人们开始重视经济行为的神经生物基础之间的联系 ，并衍生出神经管理学、神经营销学等众多
分支。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两门重要的学科不断融合并相互借鉴的大背景下 ，具身经济学这样一种关注
（ 包括大脑在内的） 整个身体在经济行为中的作用的取向的出现 ，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经济活
动中的偏好、选择和决策的内部动力机制，从而让心理学和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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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economics has long been a disembodied economics，excluding physical factors
from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nstead，embodied economics is an approach to （ neuro） economics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how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bodily signals，the physical presence and displacements of others （ or its
imagination） influence the way we make economic decisions． A large number of recent economics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on how movements，gestures and body states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evaluation，risk-taking
and consumer behaviors have laid a solid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embodied economic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physical factors on our economic thinking and behaviors helps to enrich our knowledge of
the dynamic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in individual and social contexts，thus making both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relevant to re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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