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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

北 京·坚 守

“天睡我睡，天醒我醒”，这是认同度很高的养生之
道。经过一天的忙碌，很多人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天
地”，那里有热乎的饭菜、温暖的灯光和亲人的守候。
当指针转到零点以后，大多数人都已经上床休息、进入
梦乡。这时是很多人一天的结束，但也是很多人一天的
开始。
春运期间，许多人都涌到了北京站，虽然已经凌
晨，但广场上还有不少人。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特警支
队苏卓群已经在寒风中站了好几个小时，目光依然炯炯
有神，为了保障旅客的平安，他和他的同事得一直坚守

物
到太阳升起。
在北京右安门医院急诊室，空气都是紧张的，李卫
平在办公室匆匆吃完半碗饭，来不及收拾，洗洗手直奔
岗位，又有新的病人到了。
指针已经过了两点，蔺军还在北京二环边的一个加
油站里忙碌着，他已经记不清今晚给多少车加了油。
……
为了这一份安宁和方便，很多人在凌晨的夜幕下坚
守，用各自的方式对这个城市说一句：晚安。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 北京
右安门医院的
李卫平在夜班
急诊室工作。

△
▷

凌晨，苏卓群（右一）在北京站值班。
午夜时分的北京二环路边一个加油站，蔺军正在操作。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

西方经济学理论别照搬
本报记者

张

妇产

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在全国
首屈一指，可您也许不知道，其中
三分之一是男大夫。每当一位满头
银发、步履生风的医生在门诊出现
时，病人都会蜂拥而上，他就是北
本报记者
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常务副主任
沈铿。
1983 年，沈铿从上海医科大
学毕业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选
择科室的时候，当时的妇产科主任
吴佳佳
连利娟找到他：“每年妇产科都喜
欢留一位男大夫工作，你愿不愿意
来 呀 ？” 还 没 有 结 婚 的 沈 铿 犹 豫
通讯员
了。当时人们的观念跟现在不大一
样，医院妇科的男大夫很少，前辈
的鼓励让沈铿下了决心，成了当时
妇产科最年轻的男医生。
段文利
1996 年，他接诊了一个患有
阴道内胚窦瘤的女婴，是我国首
例。当时，协和医院也没有这方面
的诊疗经验，但为了挽救孩子的生
命，特别成立了妇科、儿科、病理
科和放射科的专家团队。
“当时我们也是心惊胆战，并
没有太大把握。”沈铿说。不懂，
他就一点一点学，不会，就查阅大
量文献。经过创新治疗和精心护
理，最终不但完全治愈了孩子的恶
性肿瘤，还保住了她的生育功能。
现在，这个孩子发育一切正常，还考上了大学。
从那以后，又有很多类似的患者慕名前来就诊，其中
很多小女孩连话都还不会说，就要忍受着妇科恶性肿瘤
的折磨，有些还面临失去生殖器官的后果。为了满足患
者的需求，协和专门设立了小儿妇科肿瘤亚专科，收治病
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临床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赞扬。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过去主要通过广
泛性子宫切除和根治性放疗来挽救患者生命，但患者会
失去生育功能。2005 年初，一位年仅 23 岁、刚结婚就
查出宫颈癌的女患者，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沈铿教授，
沈铿至今无法忘记当时她眼中的绝望和渴求。经过仔细
评估，沈铿为她精心实施了手术，她的肿瘤没了，子宫
却保住了。术后一年多，病人复诊时带来了可爱儿子的
照片，这被业界视为我国第一个宫颈癌术后生育的孩
子。在近日举行的“敬佑生命·2016 荣耀医者”公益
评选颁奖典礼上，他获得“年度荣耀医者”称号。
“医生最先学到的，就是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
想，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患者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工作目
标，也是我们传承的医学精髓。我们会用心感受，虚心
求教，做孜孜不倦的学习者。”沈铿说。

忱

人物小传
徐高，生于四川成都的“70 后”，现任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
院兼职研究员。之前还曾任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瑞银证券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兼职经济学家等职。徐高拥有北京大学颁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
济学家徐高曾是个典型的工科生，起初
在西南交通大学学习交通运输工程，随
后他转学经济并投身于宏观经济研究。
如今，面对复杂的中国经济，他将
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实事求是地
分析问题。在众说纷纭的经济讨论中，
他不人云亦云，敢于表达自己的独立
见解。
1 月中旬，《经济日报》 记者对徐高
作了专访，听他谈自己一路走来的
感悟。

“学生不能怕老师”
徐高坦言，自己的经济学研究起步
并不算早。在工科领域读到硕士阶段之
后，徐高的涉猎越来越广泛，遇到的与
现实相关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满
足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解答。
“比如说，为什么水的用处很大，
价格很便宜；钻石的用处很小，价格却
很昂贵？我以前看到过一些解释，但总
觉得它们不能真正说服自己……”
在困惑中，徐高与经济学不期而
遇。“当时读了萨缪尔森的 《经济学》，
用边际效用递减的逻辑，简单清晰地就
把这个问题解释了。”
经济学强
大的解释力，
深深吸引了徐
高。他决定投
身于这个对于
他来说全新的
领域，当时几

乎唯一的选择就是考博。时至今日，徐
高仍然记得博士生面试时，导师陈平所
说的话，“学生不能怕老师，而要超过
老师，这样科学才会进步”。
那次面试之后，用徐高的话说，他
“很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
心，在陈平教授以及霍德明教授和林毅
夫教授等名师指导下，正式走上了经济
学研究之路。
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徐高与陈平
在一些观点上出现了分歧，甚至还有过
争论。他说：“陈老师从来没有因为观
点差异而打压我，反而对我的独立思考
十分赞许。能够以这样宽广胸怀的人为
师，是我的幸运。”

穿透模型看经济
毕业前不久，徐高得到了到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IMF） 驻华代表处兼职的
机会。“这段经历改变了我。”
在那里，徐高发现，尽管自己经过
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修过了大量经济
学课程，但这些理论似乎与现实相距甚
远。面对真实世界的种种现象，自己分
析起来还是难免泛泛而论，感受不到所
学知识在现实运用中的力量。他开始愈
发不满足于仅仅沉浸于学术象牙塔中，
并开始思考霍德明教授所说的，“经济
学不仅是数学模型，更重要的是理论背
后的‘故事’，以及理论带来的穿透现
实的洞察”。
自此，徐高开始有意识地把抽象理
论和具体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不断地追
问经济理论能够解释些什么，而现实问
题又能用什么样的理论来解释。
获得博士学位后，徐高进入
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研究中国宏
观经济，日益感受到了舆论对
于宏观研究的关注，他对经济
的复杂情况也有了更深入的
认识。
他说，运用西方经济学理
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要非常
小心，一定要看清理论运用的边
界。西方经济学发源及发展于西
方，已经把一些西方经济的特点
当作隐含假设包括其中。当这些
假设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发生
明显偏离时，理论结论就往往不
适用于中国经济。
比如，他关注到所谓的“中

国消费之谜”。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主
流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中不应该出
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的问题。因为投
资来自于储蓄，如果投资回报过低，消
费者会倾向于更多消费、更少储蓄，从
而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消费上。由于西方
国家企业多为消费者所拥有，当投资过
剩时，作为股东的消费者也会向企业施
压，令企业减少投资，将利润分红给消
费者。这样的市场化机制保证了经济中
消费和投资会根据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
自动调整，不会长期存在储蓄过剩的问
题。但中国恰恰就长期存在上述结构性
问题。“按这种理论来直接分析中国现
实，那只能得到一个答案：中国人太爱
储蓄了。”徐高说。
但 问 题 没 有 这 么 简 单 。“ 关 键 在
于，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有一个重要隐含
假设：无论是经济中的居民储蓄还是企
业储蓄，归根结底都是由消费者的储蓄
行为所决定的。这符合相当多西方国家
的情况，但和中国的现实不符。”在徐
高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中有相当一部分
储蓄者不是消费者，“比如国有企业部
门，消费极少，分红有限，其大部分收
入都会刚性转化为投资”。这类储蓄者
的储蓄行为不会因为储蓄及投资回报率
的变化而调整。他认为，这是造成中国
投资及储蓄过剩、消费不足的关键
原因。
看来，如果不考虑到理论的隐含假
设，硬套中国的现实，就容易产生方枘
圆凿的困惑。

约束下寻最优解
在世界银行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徐

高先后进入瑞银和光大证券等商业机构
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 进入商业机构
后 ，最 大 的 不 同 是 节 奏 更 快 ，离 市 场 更
近，因而，总能感觉到市场的脉动，也能
感觉到市场在推着自己不断往前进。”
随着对现实研究的深入，徐高发现
分析经济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才能得
出接地气、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经济学有各种各样的模型，但其
核心都是理性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之下的
理性选择。”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往往
面临许多在西方经济中并不存在的约束
条件，因而也就产生出了与西方很不一
样的行为和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把
西方理论硬套过来只能产生许多错误的
认知。
譬如说，经济学证明了在理想的状
态下，市场能够形成最优的资源配置状
态。但这种最优的结果是需要一系列前
提条件来保证的，比如没有外部性、没
有预算软约束问题等。在这些前提条件
不能完全具备时，落实具体的改革举措
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针对目前热议的产能过剩问题，有
观点认为，让那些过剩产能企业倒闭，
市场就能出清，资源就能得到合理配
置，进而实现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徐
高分析，“实际上，在消费者收入占全
社会总收入比重偏低等问题解决之前，
放任企业倒闭并不会自动增加居民消
费，也无法真正实现市场出清”。
“经济政策是在现实中加以运用
的，必然面临着种种现实约束。因
此，需要客观地分析不同现实因素之
间的相互作用，在现实约束下找寻最
优 的 可 行 方 案 ， 而 不 能 过 于 理 想 化。”
徐高认为。

（资料图片）

沈铿(左)高兴地逗婴儿。

乡村女教师干菲:

把梦想注入孩子心灵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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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

“如果有机会，你最想收获什么？”在四川成都市三星
智慧教师培训班上，北京四中的知名教师提出了这样一
个问题。台下是来自 9 个省份的 52 位乡村学校教师。
其中一位女教师名叫干菲，有着一头长发和清澈双眸的
她说，希望人生故事丰富又多彩，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人。
2012 年至 2015 年，
“90 后”干菲就读于内江师范学
院。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在四川省夹江县龙沱乡三星希
望小学任教，这所山村学校加上幼儿园共计 187 人。年
轻的她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是学生们的生活老师。
“我
负责晚上值夜班，如果半夜住校的孩子生病，要带他们去
医院治疗。”干菲补充说。
对于老师这个职业，干菲坦言最初不是很喜欢，
“但
当我看到学生们在课堂上渴求知识的眼神，我觉得自己
就是他们了解外面世界的桥梁。那时候，才体会到教师
存在的价值”。干菲告诉记者：
“英语我比较得心应手，然
而音体美都需要从头学。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我坚信
我会一步步成长，做得更好！”
“教育不是填满水桶，而是点燃火焰，把梦想注入心
灵。”但凡有机会，干菲都会努力。
“随着教育事业的进步，
有了智能设备和先进的教学方法，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她略带激动地说：
“ 难道我们山区农村教师，就只能做一
个井底之蛙？黑板、粉笔的教育时代，早已满足不了小学
生们的需要了。身处山村，思想不能停留在山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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