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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7 月 21日 

内容提要 

 

正确的方法有助于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从而降低预测失

败的概率。我们通过十个小故事，来讲述对研究方法的一些想法和体会。 

“非洲蚂蚁找家”的故事告诉我们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 

“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光线是可以弯曲的”，说明了现代科学

是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的结合产物，两者缺一不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下边，没有了”则论述了中国从古到今都相

对缺乏实证精神和形式逻辑，从而无法产生有价值的研究。 

“引力与温度无关”说明了在寻找因果关系的过程中，隔离的重要性。 

“雄鸡一唱天下白”，“诗必穷而后工”说明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差别，以

及在现实复杂环境中，排除其他因素，找出因果关系的困难性。 

“上帝是存在的”说明了理论的命题或预言必须是可证伪的。 

“上帝难以琢磨，但他并不邪恶”，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在原则上应该是简单

和可以理解的。  

                                                             
1 本文根据作者 2010 年 5 月在上海宏观经济分析研修班上的演讲整理形成 
2 S145020910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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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先讲一讲我个人对研究方法的一些想法和体会。这部分陈述在我看来是

异常重要的，尽管它没有实际的内容在里面。为了把这部分讲清楚，我给大家讲

几个故事，也会使大家听起来更轻松。 

 

1．非洲蚂蚁如何找家？ 

在几十年以前，生物学家很热衷于使用进化理论来研究生物的行为。在这种

研究的过程中，他们发现非洲沙漠里有一种蚂蚁，这种蚂蚁找回自己巢穴的行为

非常奇怪。 

在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正常的条件下，蚂蚁要找回自己的巢穴，主要的办法

是在它们离开巢穴的时候，沿途留下很多气味。这样，等到蚂蚁要回家的时候就

会循着气味回家，因为蚂蚁是没有视觉的。知道这样一个原因的方法是很简单的：

在蚂蚁经过的沿途放几个樟脑球。一般的话，蚂蚁就会迷路。 

但是，科学家发现非洲沙漠里的这种蚂蚁，实际上不是依靠气味来识别路途

的。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对这种蚂蚁如何找回自己的巢穴非常感兴趣。 

当时，为了解释这种蚂蚁是如何找回家的，出现了很多竞争性的理论。其中

一种理论认为，在这种蚂蚁体内，有一种计步器。当蚂蚁离开自己巢穴的时候，

它的计步器就开始工作，统计蚂蚁的步数。然后，当蚂蚁找回家的时候，计步器

可以反向工作。当计步器清零，蚂蚁就知道已经到家了。 

从研究的角度，我们把迄今为止的这个案例总结为两点： 

我们看到研究的第一步是观察现象，提出问题。他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蚂蚁回

家，提出的问题就是这种蚂蚁回家很奇怪，那它是如何回家的呢？ 

第二步就是提出理论，做出猜想。为了解释所面对的现象，我们要提出一个

假说，提出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逻辑上要能够自圆其说，要能够解释所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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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是研究的第二步。 

但是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间，人们不知道这个假说是不是对的（就是蚂蚁体内

有计步器的假说）。 

我以前曾经问过很过很多面试的学生和实习生，如果现在把这样一个假说抛

给你，要试图知道这个假说是不是对的，怎么办呢？ 

不少学生的第一直觉是把蚂蚁解剖一下，然后用显微镜，用生物学的方法来

寻找计步器在哪里。其实稍微简单地想想就可以知道，这种办法在操作上是非常

困难的，是几乎不太可能成功的。 

因为计步器作为一种假说，很难跟具体的生物器官去对应起来。即便你能够

对应起来，这种器官的运作在解剖学的意义上也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在很长的

时间里，人们始终不知道这种假说是不是对的，它毫无疑问是一种引人注意的、

很有趣的假说。 

前几年，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生物学论文，这篇论文就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就是这种计步器的假说是否是正确的。 

它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以现在的眼光看，办法很简单，但是在很长的一

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这些办法。 

它的办法是把这些蚂蚁捉来，分成两组。把第一组蚂蚁的腿截断一半，接到

第二组蚂蚁的腿上。这样第一组蚂蚁的腿就缩短了一半，第二组蚂蚁的腿就延长

了一部分。这些是在蚂蚁离开家以后非常快速的完成的。 

如果计步器理论的假说是正确的，从这个假说出发得到的预测是，腿被截掉

一半的蚂蚁在往回走的路上，在中途一半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找家的行为，主要

就是开始团团转；而腿被延长的蚂蚁，会跨过自己的巢穴，继续向前走可以计算

的距离，然后才表现找家的行为。从这样的假说出发，理论上可以做出这样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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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实验证据的方法来看看这个预测是不是正确的。 

这篇论文能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假说居然是正确的。

蚂蚁找家行为的表现与这一理论的预测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研究的第三步和第四步。 

如果说研究的第一步是观察现象，提出问题，第二步是提出假说，提出理论，

那么研究的第三步就是从假说和理论出发，从其内在的逻辑出发，去提出一系列

的预测。这一系列的预测本身是基于理论的内在逻辑推演出来的。 

研究的第四步就是有系统性地搜集经验、事实和证据，并把这些经验、事实

和证据同理论的预测相对照。 

如果理论的所有预测都能够和经验事实一致起来，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

如果理论的预测和经验事实不一致，那我们就推翻这个理论，去寻求一个新的理

论。 

这就是我们迄今所知道的所有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这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再举另一个例子。 

 

2．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 

 在古希腊时期，那时的人们很喜欢辩论。为了支持辩论技巧，一部分的人

发展起了非常发达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此后上千年时间里的发展水平都没有

超过古希腊。形式逻辑在那个时代的顶点应该是欧氏几何。 

欧氏几何基于非常简单的假设，就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它

基于如此简单的一条假设，就可以推演出非常庞大、非常密实的命题体系。 

古希腊学者在那个时代就试图论证“地球是圆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证据，

他们还以几何学为基础去估算地球的周长。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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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想说的是，任何一个理论都必须有逻辑，而它的基础就是基于古希腊时

代的形式逻辑。在数千年以前的古希腊时代，大约跟中国的孔子时代差不多，希

腊人的逻辑就已经非常的发达，远远高于中国先哲的水平。 

但是我们也知道，古希腊有一个先哲亚里士多德。他的庞大的理论之中有很

多命题，其中一个广受瞩目的命题是：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得更快。这个命

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非常明确地阐述。而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这个命题本

身是不对的。 

但是，从亚里士多德提出这个命题一直到伽利略时代，在上千年的时间里，

没有人公开地、严肃地去质疑这个命题或这个预言。为什么呢?因为在漫长的时间

里，人们不知道做科学研究的第三步和第四步。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羽毛比石头下落得更慢，观察到一个现象，他提出了一个

理论，认为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的更快。这已经是一个抽象，是一个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的呢？ 

他需要第三步，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做出预测，然后是第四步，用可控的实验

去验证这个预测。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到伽利略时代的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不

知道为了取得知识和理解上的进步，第三步和第四步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那

漫长的时间里，科学本身并没有诞生。直到伽利略和牛顿时代，人们才认识到，

理论不但需要逻辑支撑，还需要对世界做系统的观察，并用这些观察来验证理论

的预测，在验证的基础上推翻一个理论或者接受一个理论。 

爱因斯坦曾经讲过，现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偶然。这个偶然来自于两种思想

的碰撞和汇融。一种思想是形式逻辑。从现代对文明史的回顾来看，只有在古希

腊提出了非常发达的形式逻辑。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源头就是实证精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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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实证精神，就是对事实有系统的搜集、测量和记录。 

只有当形式逻辑和实证精神这两种思潮交融在一起的时候，科学在欧洲才大

放光芒。从伽利略时代到牛顿，到达尔文，到麦克斯韦，到爱因斯坦，无不是遵

循这样的方法，将科学推向更加昌明的地步。 

 

3．光线是可以弯曲的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本身在数学上，在思想上，毫无疑问是异常复杂的。

但是他所做出的预测，他所做出的可以观察的、以前人们所不知道的预测，却是

惊人的简单。 

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是：当光线通过重力场的时候，光线本身可以

被拉弯。这个事实以前人们是不知道，并且是无法想象的。而这个在现代天文学

的观察上一般叫做“重力场的透镜效应”或“爱因斯坦透镜效应”。  

以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论为基础，他所能做出的预言是什么呢？爱因斯坦本人

严密计算出来的预言是：当发生日全食时，太阳的光芒完全被月亮屏蔽。在这样

的条件下，太阳背后的恒星所发出的光经过太阳的重力场时被拉弯，照射到了地

球上。这个时候人们对这颗恒星位臵的计算，同太阳在其他位臵时的计算有轻微

的偏离，而这个偏离的大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1918 年，英国的远征队分别在地球的不同地方对这一预言进行了观测，而观

测的结果与爱因斯坦的预言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广义相对论获得广泛支持，爱因

斯坦成为世界名人非常关键的实验证据。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研究的四个步骤是缺一不可的，科学研究本质

上是实证精神和形式逻辑的结合。 

 



安信证券宏观研究    2010 年 7 月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中国三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中国人既没有实证精神，

也没有形式逻辑。在中国大量的史料中，我们看的纪录是，皇帝今天晚上宠幸了

哪位妃子，名字叫什么，我们看到的是韩信在月下策划政变，最后没有成功。我

们没有看到对世界的运行做出的有系统的测量、观察和记录。 

中国的先秦时代也有很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也推动了逻辑的发展，其到达

的高度中国人在后来再也没有到达过，但是它跟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相比是不在一

个量级上的。 

在朱熹或是更晚的时代，知识分子都醉心于解读古代的典籍。这种解读首先

沉迷于对定义的辩论。比如对论语的解读，首先沉迷于这句话在字义上如何解读，

如何定义，而没有严密的逻辑推演和合理预测。 

举例来说，康有为如何解释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呢？中国古代是没

有标点的，这句话在很长时间里大家的解读是一样的，但是康有为提出了新的解

读，认为原意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然之”，意思是“如果老百姓答应，那

就这么办，如果老百姓不答应，就跟他们讲明白”。这个倒有点儿像现代西方民主

政治的理想。但是包括梁启超在内，对这样的解读都非常的怀疑。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古代的治学方法：命题的本身没有非常清晰的含义，

命题的基础没有非常严密的定义，命题的展开过程没有密实的逻辑，命题本身也

没有提出任何预测。有时候即使提出预测，人们也不用系统性的观察去验证这个

预测。 

例如，在中医的著作中，关于生男生女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的：夫妇双方如

果在单日行房，则生男；在偶日行房，则生女。这也是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做出

了很重要的预测，但是你没有看到哪个中国人去系统性地搜集事实来验证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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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所以中国人在漫长的文明史中既没有形式逻辑，也没有实证精神，所以中国

自始至终没有科学。但中国文明居然延续至今，也算一大奇迹。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么遥远的孔子时代讲起呢？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既没有形

式逻辑也没有实证精神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即使是洋务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一

定程度上使西方的思想在中国开始广泛的传播，但是在骨子里，中国学者仍然非

常深刻地缺乏实证精神，非常深刻地缺乏形式逻辑。余续所及，影响很广。 

 

5．“下边，没有了” 

如果再具体到我们的证券研究领域，个人认为，绝大多数我们所看到的研究

报告之中，你找不到非常密实的逻辑和基于这些逻辑提出的预测，或者你偶尔能

看到一点密实的逻辑，但是你看不到通过对证据系统性地梳理来验证这些预测，

从而接受或者推翻一个理论。 

在国内大量卖方研究报告之中，我们看到的是材料的堆积，我们看到的是像

孔子一样的突然的灵感，或者像中医一样突然来一段论断，然后就没有了。像纪

晓岚对老太监讲的故事：下边，没有了。既不以此为基础做出一系列的预测，更

谈不上对事实和经验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去验证预测。 

在过去七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遵循前述方法去积累对经济和市场的理

解。如果说跟七年前相比，我们对经济，对市场的某些理解比那个时候有一点点

进步的话，这种进步首先是得益于这样的方法。 

这些是我想对方法论所做的第一个层面的陈述。我们回顾了科学研究所遵循

的一些共同的规则，所有的学科都要遵循这些规则。牛顿本人是遵循这些规则，

爱因斯坦本人是遵循这些规则，包括达尔文，包括麦克斯韦等都是遵循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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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曾经说过，“这注定是我们的知识能够取得大的进步的方法。除了这样的方法，

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进步。” 

 

6．引力与温度无关 

接下来我们对研究做第二个层面的展开。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研究的对象是

什么呢？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是讨论因果关系。那什么叫因果关系呢？因果关系

本身需要一个密实的定义。 

以我个人的体会来看，因果关系是对一个封闭的系统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

它的输入，也可以观察到它的输出。假设一个封闭系统，我们把它隔离起来，它

有 100 项输入，我们可以看到输入，也可以看到输出。当这个封闭系统的 99 项输

入都不变，只有 1 项 输入在变化，这个输入的变化在输出层面所产生的变动，我

们就说这两个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之所以要对因果关系作这样一个密实的定义，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牛顿时代，牛顿本人研究了很多的现象，研究了光线色彩的

构成，研究了潮汐，研究了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和月亮围绕地球运动等等。但是如

果我们去看牛顿理论本身，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并不是

他在数学上多么了不起，尽管他在这个领域也非常了不起。 

我们想说的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依赖于太阳是由什么样的元

素组成的，不依赖于太阳的表面温度是什么，不依赖于太阳本身的密度有多大，

只依赖于太阳的质量和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距离，而与太阳很多其他的属性，都是

可以屏蔽和隔离开的。这本身是个奇迹，使得我们在研究地球和太阳相互运动的

时候，我们可以忽略太阳的物理构成，但是依然可以把两者的作用关系理解的非

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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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物理学研究的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隔离的。你可以把

太阳的很多属性隔离掉，但是仍然把这个系统研究得很清楚。而当人们在研究更

现实的物理理论的预测时，进行的都是可控试验。比如说伽利略，把两个铁球，

一个 20 斤，一个 10 斤，从同样的位臵放下去，人们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这个本

身是可控试验。可控试验意味着你可以严密的控制输入。或者，在研究天体物理

学的时候，并不是可控试验，但是这个世界的研究在方法上，在原则上，它居然

是可以隔离的。这个使得在研究因果关系的时候，研究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为什么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个层面上非常的难?为什么生物学的研究，特别是关

于人体的研究，非常的难?为什么现代医药的研究非常的难?因为这个系统在原则

上在方法上是很难隔离的。它不能够像研究地球与太阳的运动一样，把太阳的表

面温度隔离掉。 

比如在生物体的层面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叫“代偿”，就是说如果你某一项生

物机能非常的不发达，一定有另一项生物机能非常的发达。“代偿”很可能跟漫长

的进化过程中的竞争有关系，但是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人体在研究上是不能简单隔

离的。一个系统的调整在另一个系统之中会引起非常复杂的反应，这些反应又会

倒过来影响你原来研究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些过程本身很难理解清楚。 

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杰出的物理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医学

等等领域，为什么缺乏物理学那样伟大的成就呢？我们可能对这些领域的很多学

者不是非常熟悉，但未见得是他们不聪明。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处理的这个体系在方法上，也许人们需要寻找新的方法，

至少简单隔离法和可控实验的研究方法是很难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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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雄鸡一唱天下白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研究中，对经验数据的处理，通常只能得到相关关系，但

是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有很大的不同。 

我先举一个例子，中国唐代有一句诗叫做“雄鸡一唱天下白”。这句诗描述了

一个观测，有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公鸡叫，第二个现象是天亮。他还描述了

这两个现象之间的联系，就是公鸡叫稳定地领先并预言着天要亮了。所以这是一

个命题。 

从这个描述之中，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两种现象至少存在着非常紧密的相关关

系，而且公鸡叫是稳定地领先于天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鸡叫是天亮的原因。 

我们如何知道公鸡叫不是天亮的原因呢？从这个命题本身，从他们密切的相

关关系，从公鸡叫的领先这些角度，我们都是无法知道的。我们能够很幸运地知

道这一点，需要其他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可以获得，第一个层面是现代天文学以令人信服

的证据告诉我们，天亮不亮和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接受现代天文学的这些

结论，我们知道这是跟地球围绕太阳转有关系，而跟公鸡叫是没有关系的。但是

这些知识在我们刚才的数据处理系统之外，是一些额外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额

外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公鸡叫和天亮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二个方法就是通过对鸡瘟的研究。鸡瘟使得大量公鸡都被宰杀，但是天照

样准时的亮起来。这样一个自然实验清楚的表明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即

鸡瘟这个自然事件导致公鸡叫这个现象被控制住了，没有公鸡叫了，但是天照样

亮，所以说明他们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鸡瘟提供了一个

类似的可控实验。在这个系统中，把这个变量控制住，其他的结果是不变的，所

以没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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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我们看到最近很多年以来，人们对自然实验的

研究精力，比如一场地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比如通过双胞胎样本研究教育的

影响……为什么人们去研究这些自然实验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自然实验比较

接近可控实验，可以使人们接近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科学研究最终是为了逼近

因果关系。 

 

8．诗必穷而后工 

我们知道，许多实证的经济研究处理的都是相关关系。比如很多人通常说 M1

跟股市有什么样的关系，物价跟哪些因素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论证在方法上都

是基于相关性的一些描述，两条线拉在一起，比较认真负责的计算一个相关系数，

不认真负责的，就说：“你看，你看，这两条线很像！”但是原则上都是基于对相

关关系的描述。 

在密实的理论研究中，我们探究的是因果关系。那我们要问的是：因果关系

和相关关系的区别在哪里？弄清楚这一区别对理解和厘清经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区别在哪里？ 

如果 A 是一个现象，B 是一个现象 ，C 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个现象。如下图： 

 

            A           B 

 

                  C 

 

如果 A 与 B 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那么可能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是 A cause

了 B，A 是 B 的原因；第二种是 B cause 了 A，B 是 A 的原因；第三种是 C 同时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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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A 和 B，C 既是 A 的原因，也是 B 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能排除 C 的存在，我们就无法断定 AB 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上升为

因果关系；此外，知道这个因果关系是沿着 A 到 B，还是沿着 B 到 A，也不太容易，

这些问题是实证研究非常大的困难。 

可以控制的实验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 C 给排除掉。而天文学，比如说研究

地球和太阳的运动，非常大的好处是即使这个 C 是太阳的表面温度，是太阳的元

素构成，但是它跟 A、B 之间没有关系，你可以认为他不存在。 

但是在经济研究之中，C 太多，B 到 A 的情况太多。所以从做出预测到观察事

实，观察的事实跟预测之间的联系如果用因果关系的链条来梳理的话，有非常大

的不确定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案例。 

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觉得其中学问很大。那么怎么写出好的诗歌呢？一个重

要的概括是“诗必穷而后工”。很多人认为这个命题描述的是因果关系，但是在我

看来，它描述的顶多是一个相关关系。 

“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得志，不是贫穷，是郁郁不得志。“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个“穷”不是贫穷，而是指不得志，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

就像一个女孩子没有人追求一样。 

中国过去的知识分子老是希望被皇帝和政府追求，如果没人追求他，就故意

躲到山林里边等着别人来追求，这就像女孩子涂脂抹粉，游走于闹市之间，来提

高回头率，这是一样的心态。所以“穷”本质上是不得志，没有人追求他，政府

不理他，然后躲到山林里还是不理他。 

政府不追求他，他就没有钱呀，没有钱没有很好的地位，然后回家老婆就跟

他闹别扭，出去喝酒动不动还要赊账，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穷”，这是一个现象；“工”，是另一个现象，就是他的诗词写的很好。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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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好有很多的标准。第一是格律非常的好，汉语作为一种单音节的语言，对格

律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东坡的诗词写得那么好，

李清照作为和他同时代的人，说苏东坡的词不够好，原因就是“不谐音律”，在音

律、音调的和谐、押韵方面有很大的问题。 

第二是意境很高。所谓意境，我体会就是一种幻觉，是通过语言和格律等去

刺激你的想象产生的一种幻觉，如果这种幻觉让你感到很舒服，那么就说这首诗

很“工”。 

“诗必穷而后工”，这句话描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穷”，第二个现

象是“工”。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描述的是一种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穷”，因为

郁郁不得志，所以才能写出很感人的诗歌。所以“穷”是现象 A，“工”是现象 B，

他们认为因果关系是 A 导致 B，A cause B。 

但是我后来很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命题，我认为中国在上千年的时间里，以现

代科学研究的方法来看，对这个命题的解读几乎注定是错的。为什么呢？我们至

少可以提出两种竞争性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来说明这种解读可能是错的。 

第一，诗写得很好是要花功夫，花心思去琢磨的，不是随便能写出来的。李

白的很多诗你看起来写得很轻松，实际上他没事干，骑在马上都在琢磨，琢磨音

节，格律和意境。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你花心思去琢磨格律，你就没有办法去琢磨领

导的心思，去琢磨周围的同事在想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去琢磨怎么样把股票炒好。

所以，“工”是因为你喜欢“工”，你花了很多心思在那个方面，那么你花在主营

业务上的心思就很少，自然你的业绩就很差，老板就不会喜欢你。老板不喜欢你，

你就肯定发不了奖金，也提拔不了，所以你就“穷”。 

这是第一种解释，认为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是“工”导致了“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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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例子，李白受玉真公主之荐入宫，李隆基非常喜欢他。李隆基动不动

带着杨玉环在宫里耍，但是老觉得不痛快，因为爽的感觉不能长久地保留下来，

不能很好地抒发出来，找了很多御用诗人都写得不透彻，就把李白叫过来。 

李白当时还不知道干什么，吩咐了以后，一提笔，流传千古的诗歌就出来了，

“云想衣裳花想容“等等。但是李白在宫里只待了两年就被赶出来了，为什么呢？

同事在背后诬陷他，嘀咕他，琢磨他，说他的坏话；他的上级也拼命给他使绊子，

非常的不爽。他们联合起来在李隆基面前扎他的针，扎了一针又一针，到后来李

隆基实在受不了了，“赐金放归”，给了他很多钱，你出去玩儿吧，实在罩不住你

了。 

根子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李白在写诗这个层面上花的心思太多。李白

的情商不会很高，所以他既不揣摩领导的意图，也不揣摩同事的想法。同事都在

他背后使绊子，他茫然无知，出去以后琢磨了很多年终于明白了。后来他落魄时

写的回忆这段生活的诗歌，是充满很多牢骚的，就是同事陷害他，这帮王八蛋真

坏，他写过一些这样的诗歌。 

以李白的现实案例来看，“工”完全有可能是“穷”的原因。因果关系完全可

能是倒过来的。 

第二、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存在一个 C。怎么来提出存在 C 的理论呢？这个

理论也是很容易提出来的。为什么张三生下来数学就学的很好，李四怎么学都学

不明白呢？因为人的天分是不一样的。这个天分就是我说的 C。 

有的人生下来感情就比较脆弱，非常多愁伤感，听到秋风吹动树叶的声音就

会流泪，有的人听了啥也没听见，这个就是天分的差异。 

如果你是一个听见秋风就会流泪的人，你的本性是这样，那么你的诗歌就容

易写得很好，因为你对世界的观察体会非常细微，你有一个高傲细微，敏感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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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你自己首先被感动了，你写出来的东西就容易感动别人。所以这个 C 就

是你的天分，你的天分会导致你的诗歌写得很好。 

如果你的心灵天生如此脆弱，领导批评你两句你马上就哭鼻子，哭完鼻子就

怠工，怠工完就提交辞呈，那你奖金肯定领不到，更别说提拔了，这样“穷”就

是不可避免的。 

在社会上，在人群里混，人群本质上是一个丛林社会，相互利用，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一颗脆弱高傲的心灵在人堆儿里是很难混得开的。所以这样一个 C 就

必然导致“穷”这个现象。 

如果这个解读是对的，那 A 和 B，“穷”和“工”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两

者之间只是一种相关关系。 

我们举这个“穷而后工”的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看到的大量经济现象和很多

的社会现象，如果对他们进行统计手段的处理，只能得到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为

了获得对世界的洞察，并以这样的洞察为基础，获得对世界的比较稳定可靠的预

测能力，我们必须探索因果关系。 

但是从相关关系跨越到因果关系，这条沟有多宽呢?这本质上要排除 C的存在，

或者说认为 C 不存在。而“C 是不存在的”，这一命题可能是无法证伪的，至少在

绝大多数时候很难，除非是受控实验。 

我们最近的例子是什么呢？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长达 20 年的繁

荣，包括资产市场的繁荣，人们把这种繁荣与神奇的货币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

认为这是因果关系。但是人们不知道，实际上在这背后有一个强大的 C，金融的

自由化，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非常快速的技术进步，人口的红利，世界范

围内冷战的消退等等都是人们或多或少没有充分注意到的 C，它同时带来两种现

象。等到这个 C 出问题的时候，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能力马上垮塌。回头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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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可能远远没有主流学者当时理解和吹嘘的那么大。 

 

9．上帝是存在的 

如果我们再回到哲学层面上，除了前面讨论的形式逻辑、实证精神、因果关

系与相关关系外，可能还需要对研究再施加一些约束。 

科学哲学 20 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命题在原则上必须是可以证伪的，也

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必须能够证明它是错的。 

举一个例子， “树叶是绿的”。这个命题在原则上我们能够证明它是错的，

方法就是我们找到一片黄色的树叶。 

在我们找到一片黄色的树叶之前，我们相信这个命题，我们认为它是对的。

但是，直到我们找到了一片黄色的树叶，马上就推翻这个命题。 

黄色的树叶只要找到，就能够证明“树叶是绿的”这个命题是错的，这就是

说在原则上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 

但是，有一些命题是无法证伪的。比如说，“上帝是存在的”。这个命题你无

法证明它是错的。 

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天文学家对公众演讲，介绍现代天文学的发展，用望远镜

我们看到了多远的世界，最后的结论是“上帝是没有的”。 

然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的老太太一句话就推翻了他，她说：“你用望远镜看了

那么多的东西，你用望远镜看到过风吗？” 

我们都知道风是存在的，而望远镜既然连风都看不到，那你用望远镜看了全

宇宙，没看到上帝，你怎么就知道上帝是不存在的呢？ 

“上帝是存在的”，这个命题是无法证伪的。我们在家里厨房和冰箱里没有找

到上帝，但是这不证明上帝不存在，只能说明上帝不存在于你家的冰箱和厨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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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机到了 360 公里的高空，到处转了一遍没有找到，那也不能说明上帝不存

在，上帝可能在你没有去到的地方。在原则上你无法证明这个命题是错的。这个

命题在哲学上和“树叶是绿的”这个命题是不一样的。 

成功宗教的秘诀之一就是，它的许诺、命题和预言等，你无法证明它是错的。

佛教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你到庙里捐出香火钱，保佑把股票炒

好。如果没炒好怎么办呢？和尚会告诉你心诚则灵，因为你心不诚，所以不行。 

这些预言你在原则上都无法证明他们是错的。 

但是现代科学的所有命题在原则上都必须有方法证明它是错的。不见得它已

经被证明是错的，但是原则上必须有方法能够证明它是错的。在它被证明是错的

之前，我们先相信它，直到它被证明是错的，然后我们去接纳一些新的命题。 

所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命题，在哲学上必须具有这样的特征：本质上是可以

被证伪的。我们观察现象，提出一个理论，从这个理论做出了很多的预测，所有

的预测在原则上必须是可以证伪的。这是卡尔·波普尔对科学哲学思考的非常重要

的贡献。 

为什么经验证据的分析中很难厘清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呢？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你需要排除 C 的存在。但 “C 是不存在的”这个命题就像“上帝是存在的”一

样，是几乎无法证伪的。 

 

10．上帝难以琢磨，但他并不邪恶！ 

我们观察 100 个现象，可以提出 10 个理论，每一个理论解释 10 个现象，都

很成功，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提出 1 个理论，解释这 100 个现象，每一个现象都不是那么成

功，但是它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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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 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一般认为第

二种方法是正确的。 

有什么道理吗？没有特别显然的道理，第二种方法更简单，这是一种信仰。 

为此我举两段科学史上的例子。哥白尼最早认为地球绕着太阳转，并且轨道

是圆形的。 

这个理论非常简单，太阳在中心，所有行星都围绕太阳转，当时人们还不知

道太阳之外的其他星系。在这个理论提出之前，主导性的理论是托勒密的“地心

说”。“地心说”对世界的描述要更复杂，特别是要描述其他行星轨道的时候。 

哥白尼的“日心说”提出来的时候，在预测上并没有托勒密的“地心说”成

功，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假定轨道是圆形的，但是本来轨道是椭圆的，因此预测与

经验观察的误差是比较大的。而托勒密的预测同经验观察的结合程度要紧密的多。 

但是欧洲科学界一流的学者私下里都认为哥白尼是对的，这不是因为它跟经

验证据吻合得好，而是因为它简单。从过去几百年科学史来看，实际的情况也是

这样，简单优美的理论往往战胜复杂的理论。 

最后我再讲一个段子来结束我的陈述。 

爱因斯坦的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光速是恒定的。在相对论提出一段

时间以后，它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在一次错误的测量中，人们发现这个假设是不

对的。 

爱因斯坦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这个结果出来后，有人问爱因斯坦对此怎么

评价。爱因斯坦说了一句话：“上帝难以琢磨，但他并不邪恶。”这句话像诗一样，

很优美，但也很难理解。 

很多年以后，爱因斯坦的理论几乎被所有人接受。他的一个朋友斗胆请教爱

因斯坦当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爱因斯坦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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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隐藏他的秘密，是因为他本性高傲，而不是凭借什么狡猾的手段。” 

这就是说，这个世界原则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去理解。

如果你弄了一堆很复杂的方法，几乎注定是错的。 

“上帝隐藏他的秘密，是因为他本性高傲”，就是说事情很简单，但是由于本

性高傲，轻易不让你知道；“狡猾的手段”，就是把事情弄得很复杂，你怎么都摸

不清楚。 

希望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在原则上也是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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