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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攻克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10 月 10 日至 12 日，2019 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作为预热演讲嘉宾出席本次论坛。
首日，包括《公益时报》在内的十余家媒体在位于中关村大街 59 号的文化大厦对陈志武进行了专题访问。

大约上午 10点，身着深色西装、淡蓝色衬衫的陈志武走进了会议室，他面带笑容，内敛温和，看到曾有过工作交集的记者会主
动点头打招呼。 工作人员问他喝点什么，他想了想说：“一杯绿茶。 ”

访问很快直切主题。 记者问得犀利干脆，陈志武答得含蓄节制。
陈志武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有深度而且接地气 ，作为一个曾长期任教于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他怎样建

立自己在这样一个领域的理论体系 ，并实现认知结构的更迭 ，他的学术基础源自何处 ，研究样本的信息获取渠
道是怎样的 ？ 这是 《公益时报 》记者首先关心的一系列问题 。

陈志武恰好就坐在《公益时报》记者对面。听到这个问题，他笑了起来，说“这个问题蛮好的”。陈志武告诉记
者，在普惠金融领域，他的研究体系的认知和建立更多的是基于自己的兴趣，不断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发现和
探索。 “我在湖南农村出生、长大，所以对我来说，了解中国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是那么陌生的事情，中国人
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习俗、习惯和文化价值观，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是让我不断去取样、去探寻

的一个基本的素材来源。 ”陈志武说。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基于数据来说话的，而不是瞎扯。 ”说到自我纠错，陈志武认为最后还是要靠

数据来说话。在他看来，用量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和文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基于人类不同社会的真
实数据来找到对应的研究问题的答案，而非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或先入为主的判断去做。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过去十几年来自己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文明的逻辑》一书的书稿，也许未来六
个月可以完成。 这本书参考了若干国内外文献，综合了多个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最终会向人们揭示金融
和普通老百姓生活之间的关系。

为了推广金融通识教育，陈志武这几年还在互联网上开设了音频课程，用普通人也可以听懂理解的阐
释方式启蒙金融知识，很受欢迎。 但他也坦诚，“金融通识的普及任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问 ： 你出于什么考虑选择
“金融如何解放婚姻” 作为此次
演讲的主题之一？

陈志武：金融谈论的都是职
业人士、高端人士关心的高大上
话题，好像跟大多数老百姓没什
么关系。 如何将这么高深的话题
尽量跟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建立
关系，更接地气？

有一天我突然间眼睛一
亮———“养子防老”跟我们研究的
金融证券、 随机变量有直接的关
系，特别是与婚姻、家庭的发展变
化紧密相关。

首先，在人类历史的整个演
变过程中，婚姻的发明和发展都
跟利益、 规避风险是紧密连接
的，目的在于解决未来生活的生
老病死等不确定性挑战。 因为婚
姻可以保障未来两家人不管发
生什么事情， 都能够有风险保
障，都能够有很好的机会、很好
的环境去安心地生活。

今天， 金融解放了婚姻，因
为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原来通
过婚姻来完成规避风险的那些
功能， 现在由金融市场取而代
之。 就像把女儿外嫁很远来达到
规避风险的安排，现在用不着这

样了， 通过买保险就可以完成。
而且也可以解放婚姻，由原来包
办婚姻变为自由恋爱的婚姻。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 60
年代初， 美国成年人大概 24%左
右是单身。 大约十多年前的问卷
调查显示， 美国 18 岁以上成年
人里 48%是单身。短短 40 年时间
里，现在美国成年人里一半的人
选择了独自生活。 不仅美国这
样，北欧国家也这样，单身人口
占比提高至差不多 50%， 现在估
计应该超过 50%， 女性可能也是
占比很高的。 另外一个变化是单
亲母亲生的小孩占比，十年以前
美国是 40%+，瑞典是 56%，目前
中国的占比也在上升。

原因同样是基于金融。 原来
因为没有金融，大家对未来的生
活保障很担心，所以不得不通过
结婚来解决这些问题，让婚姻的
两方和两个亲家互通有无。 金融
产生以后，没有爱情、没有感情
的两性关系最后不会选择结婚。
但现在金融发展形态和规模在
不同的社会差别很大，走在前面
的社会就比较早地走上了婚姻
决策中爱情唱主角的状态。

问：普惠金融跟婚姻解放之

间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来的？
陈志武：不管是有钱人还是

普通老百姓，跟任何一个人生活
最贴近的事情就是婚姻，跟谁结
婚， 基于什么因素决定跟谁结
婚，这是涉及每个人一辈子的事
情，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都
是最核心的事情。 如果说，金融
对婚姻都有如此大的影响，就不
难看出金融普惠性有多深、多
强、多广。 我的思考逻辑大致是
从这个角度来联系的。

问：普惠金融到底应该是哪
类机构担任主力军？

陈志武：随着现在普惠金融
监管呼声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
严， 就必然会让国企的空间不
断扩大， 民企的空间会越来越
小。 但从本质上来说，普惠金融
更应该是民营企业去做的事
情。 目前现实情况是，“小微弱”
群体数量是很大的， 在草根层
面做起来的民营金融机构更具
备一线知识和基层信息， 所以
它们能更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应
的金融产品， 这些产品更适合
于“小微弱”个体，为他们提供
更贴切的金融服务。

问 ： 可能用不了多久 ，“养
老”也会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的重
要话题，我们应怎样从一个预先
设计的角度来管理养老金融？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工程，我们这一辈的父母原来生活
在计划经济之下，本来指望靠国家
帮他们养老，后来金融市场没能跟
上来，市场化的养老产品又没有成
型，那时候他们自己也没有那么多
的收入，那他们靠谁呢？ 那唯一的
选择只能是儿女了。

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可能
是过渡期———我们自己的子女
可能是靠不住的，但我们的父母

又只能靠我们，这样一来，我们
的子女一辈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有很多人是出生在改革开
放期间，这段时间财富和收入都
增加了，大家会有意识地去做一
些养老方面的投资理财，甚至于
保险的安排。 我们这一代或稍年
轻的一代人都在做自己的安排，
但是更广泛的中国社会当下确
实都必须面对这个挑战，政府也
在做一些努力。

现在 20 多岁至 40 多岁的人
还来得及尽量利用一些市场化
的养老基金、理财产品，来保证
每年有一些固定收入，以这种方
式来达到市场化养老，再加上国
内一些退休金和政府提供的“五
险一金”里至少有一部分是跟社
保有关的，到最后以这种方式做
养老安排，可以给自己更大的主
动性，而不是被动地依赖子女。

如果你真爱自己的儿女，就
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要
在财力上、经济上变成他们的负
担，包括精神上。

问 ：你对解决普惠金融 “最
后一公里”难题有什么建议？

陈志武：现在大家都强调大
数据，这真的是出路之一。 但到
最后，我觉得我们也要接受一个
现实———“最后一公里” 总是很
难解决的，因为只要做金融交易
的双方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
信息不对称就是客观存在，不可
能降到零。 只要是信息不对称还
存在，不同的人是交易主体中的
参与者，那么欺诈、行骗总是有
空间的。 尽管我们从制度设计、
监管架构的设计角度来讲，尽可
能把欺诈空间变得更小，把欺诈
的概率机会尽可能降低，但是最
后没办法降到零。 所以金融交易
“最后一公里”怎样做，挑战才会

更小一些，当然值得探讨，但要
完全克服这个挑战是蛮难的。

问：这几年你做了很多通识
教育，能否谈谈怎样提升普惠金
融对象的知识和能力？

陈志武：金融通识教育问题
是长期的挑战。 具体举例来讲，
月供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
一定的月供并非坏事，至少可以
让年轻人慢慢培养出财务认知
和纪律。 负责任的金融不是靠老
师教出来的， 这也是教不出来
的。 如果你一味地只是从道德伦
理的角度去讲， 大家是都会听，
但具体做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
是另外一回事。

我太太就说：“两个女儿有
点月供不是坏事，让她们提前准
备好下个月收入多少钱，该怎么
花，事先有一个规划，否则该付
月供时没有钱就付不了。 ”从这
个层面来看，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这样， 总是有月供挑战的话，
很快就可以让年轻人慢慢养成
财务和金融方面的意识和习惯，
从而更加独立和自立。

当然， 传统观念的惯性很
强，短期内一两天就完全改变掉
不大现实， 但我还是会觉得，不
管怎么样，还是要不断从不同角
度去说、去解释，也许 100 万人
听了以后， 有 20 万人最后被激
发了去思考， 也许这 20 万人可
以在改变自身观念的同时，也可
以影响和说服其他人的观念。 如
此坚持 10 年、20 年，总是有不同
的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做这
样的推动工作，到最后整个社会
对金融的看法也会变得更加理
性。 关于金融观念方面的问题，
决策层很多官员要做调整是很
重要的。 所以金融通识的普及任
务很艰巨，这条道路也很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