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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我的批示研究

一、学术成长回顾

我学术研究的第一步，是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修读经济

学双学位开始的。修读经双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卢锋和周其仁

两位老师。我从2009年开始，给卢锋老师担任了三年的研究助理。

刚读双学位的时候，卢锋老师为我们开设《经济学原理》这门课

程，课后我找到他表示想做一些研究工作。卢老师先给我布置了几

个侧重资料收集的工作，关注当时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争论。在经过

他的考验之后，2009年到2012年我先后深度参加了他所主持的自主

科研项目“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研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委

托的“开放宏观视角下就业问题”、财政部委托的“国际财经问题

研究”等系列研究课题。

三年的助研时光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卢老师让我和

其他几位助研一起搜集1979年到2010年的农民工工资数据。由于国

家统计局农调队的数据是从1995年开始的，我们要搜集1995年之前

的农民工数据，就需要系统搜集市面上所有能够找到的农民工工

资抽样调查、各类局部调查研究、期刊论文和历史新闻报道，然

后一页页地搜寻、标注和记录，最后修复计算得出1979年到1995年

的农民工工资数据。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需要耐心和细致。

为了找这些资料，我当时跑遍了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在论文

收官阶段，卢老师自己还花了几天的时间一页一页地校对，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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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了所使用的每一处数据和资料。这种对学术研究认真负责的

态度，让年轻的我深受震撼。这项工作最终以〈中国农民工工资

走势：1979–2010〉为题，发表在2012年第7期的《中国社会科学》

上。（2）2011年5月，在完成人社保部委托的《开放宏观视角下就

业问题》报告的初稿之后，我们课题组去人社保部随卢锋和周其仁

老师做汇报，我也作为课题组成员去现场旁听。当时是人社保部副

部长信长星和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听汇报，还有中国社会科

学院的蔡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曾湘泉教授和人社保部的众多专

家学者一起点评研讨。当时作为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参加高水平的

政策研讨让我大开眼界。我也是会场上年纪最小的参会者，记得当

时信长星副部长还评论了一句“没想到还有本科生参与这项课题研

究”。

我选修了周其仁老师《中国经济专题》和《新制度经济学》的

两门课程，听了他很多讲座。周其仁老师给我留下几点深刻印象，

（1）周其仁老师的课程号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有很强的场

景性，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他的课程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娓

娓道来，而且穿插着对现实世界的经济观察，还时不时地穿插一些

他实际调查的案例和掌故趣闻。他的课程不讲模型和数学，但是总

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非常复杂的经济现象，并且能够自如地运

用经济学思维思考和分析问题。（2）他的发言有很强的思想性和

冲击性，听完他的讲座经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他还有很强的共情

力，能够很好地打动听众，引起共鸣。第一次听他发言，是他参加

完201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后在北大国发院的“中国经济观察”

报告会上发表题为“向下调整的困难”的发言，用“两个海平面的

世界”和“通而不平”来刻画当时的经济形势，通过精巧比喻的方

式，对复杂的世界经济进行刻画，给我留下深刻影响。（3）他有

着总体视角和系统思维，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全局的把握，

对真实世界有着良好的感觉。2011年我们之所以承接人社保部的课

题，主要是因为周其仁老师在1997年和1998年夏天，与当时的劳动

部就业司有过合作。这次是人社保部请北大国发院对2011年中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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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短缺情况进行研判。一开始课题组的思路是按照传统劳动

经济学的方法，从供给端对劳动力市场的要素进行梳理，从人口结

构等角度加以探讨，探讨类似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等问题。记得

是一次内部探讨，雪霁初晴，在朗润园的致福轩会议室，周其仁老

师来参加课题研讨。他建议，不光要从供给侧探讨当时的劳动力短

缺的问题，还要从需求侧也就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探讨劳动

力短缺的问题。“当时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企业招募不到工人。为

什么没有人问，哪来那么多工厂？”恰恰是因为2011年左右，人民

币汇率低估导致宏观经济过热，要素扭曲导致总需求过度旺盛，才

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短缺景象。听到这一思路之后，内部研讨会现场

的人都感到惊叹。后来以这条新思路为主线的调研报告，在人社保

部汇报的时候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二、双学位经历与后续选择

北大经双的三年经历对我后续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重

要的是它让我明白了我究竟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找到了心头所

爱，明确了未来的选择和发展方向。

北大国发院有各式各样的优秀老师，但是我唯独对卢锋和周其

仁老师的研究比较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研究吸引我的地方在于，第

一，他们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致力于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卢锋和

周其仁老师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的数学和模型，他们的研究更多以真

实世界的实际问题为导向，而且倾向于关注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我在的那几年里，卢锋老师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宏观调控政

策工具选择、中国投资回报率测算、劳动力市场短缺研判、欧债

危机和G20治理模式研究。周其仁老师研究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

策、医疗体制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这些议题不光是有趣的经济议

题，而且是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对于国计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他们研究问题的时候，不光研究经济问题本身，而且研究

经济问题背后的政府制度、国际政治、利益集团等非经济因素。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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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老师研究人民币汇率改革整理，不仅从购买力平价和巴拉萨－萨

缪尔森效应等角度探讨人民币实际汇率测算机制，还会从历史和国

际比较的视角，关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演变。决策层在对汇

率进行改革的时候，不同利益集团的发声和叫喊也会被纳入分析当

中。美国政客试图提出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也是重要的分析

对象；周其仁老师2010年到2012年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

务，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他会引用历史重要决策者的回

忆录，比如建国以来央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美联储前主席

沃尔克（Paul Volcker）的回忆录。在研究建国以来的货币政策的

时候，他还会去翻阅《陈云年谱》，为我们带来“伊拉克蜜枣”、 

“卖花布、炒肉片”等陈云时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的典故。

他在讲述中国农村政策改革的时候，会引用杜润生的回忆录。

经济学是一个很宽的图谱，我对当时“正统”经济学强调数学

的应用、鼓励经济学和数学双重背景的培养模式比较抗拒，也不喜

欢高级计量、高级微观和高级宏观的课程，反而喜欢周其仁老师

推崇的科斯（Ronald Coase）这样的经济学家。还记得科斯书籍中

对“正统”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研究一匹马，不是观察马是怎

么样的，而是假设有一匹马。研究渔业经济学的学者，连渔船怎么

捕鱼都不知道。我对“正统”的经济学充满了尊敬，一个学科发展

到一定程度，需要模式化和成体系的培养方案；只是我觉得自己不

喜欢、不适合也不擅长“正统”的经济学。我当时就决定，不继续

攻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大四的时候，机缘契合之下，有同学告诉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的博士生项目。我当时到网页上浏览清华公管老师们的研究，

我觉得他们的研究很接地气、我很喜欢！他们的研究都是探讨重要

的公共政策问题，重视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和辩论，致力于解决实际

问题，而不是求解数学难题。经过申请考核之后，我非常幸运地获

得了清华公管学院直博项目的录取，开始了攻读公共管理博士学位

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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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到公管学院读博的同时也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即到了

公管学院之后不再做经济学家们做的那些研究。这是因为从分工

和专业化的角度来看，在公管学院从事经济学研究不再具有比较

优势，在公管学院就要做公共管理学科最核心的研究。我离开北

大国发院的时候，两位同学的临别赠言也坚定了我的选择。A同学

不理解我的选择。因为在他看来，“公管学院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经济学家去的地方！”B同学也不理解我的选择。他当时同时拿到

了两个“offer”（录取通知），一个是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学博士

的“offer”，另一个是宾州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的“offer”，他毫不

犹豫地选择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我听了同学们的话，感

觉还是火辣辣的。我当时就想，到公共管理学院后一定要做出一些

经济学家做不了的研究。

到公管学院之后，我经常听前辈学人讨论，公共管理的学科身

份危机。因为带着经济学的滤镜，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经

济学家不研究行政管理和政策过程，经济学家不关注政府如何治理

和政府内部如何运作，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也少有关心公共政策是

如何制定的。在我看来，公共行政和政策过程的研究就是具有公共

管理学科特色的研究领域。

三、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

清华公管学院有着浓厚的公共管理研究氛围，有众多的老师关

注政府治理和政策过程的研究，也有众多同学的博士论文会选择这

两个大的方向。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在彭宗超、朱旭峰和陈玲老师

开设的《公共政策Ⅱ》的课程上确定的。在这门课上，三位老师把

我们带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前沿，让我们全面了解政策过程学科。这

门课程期末要提交一个小组作业。由于之前周其仁老师在众多研究

中都提到诸如央行首任行长南汉宸的回忆录、杜润生对于农村改革

的回忆录，一开始这门课程的小组作业选题，我想通过对历史资料



234

里面这些重要决策者的回忆录的整理和收集，来对中国的政策过程

进行素描。

彭宗超老师要与选课的每个小组讨论期末课程论文的选题。我

在跟他说明自己的想法之后，彭老师反馈的意见是：“这种对中国

政策过程一般性描述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你不如关注中国政策过程

的特殊环节，比如说领导批示。”彭老师提了很好的意见，领导批

示确实很有趣。记得早年跟卢锋老师一起做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

究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内参，大概意思是希望决策层要从中国经济

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能因为美国政客要

求人民币升值，就偏偏反着来，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要以我为主。

这篇内参后面通过社科基金的《成果要报》上报，然后获得了领导

批示，相关部门还要求北大校办通报表扬。当时卢老师就说这个领

导批示很有趣，“谁批示的不知道，批示了什么内容不知道，但是

批示的影响却很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领导批示很有

趣。事实上在各类经济政策的讨论过程中，领导批示都或多或少地

出现，而且在推动不同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中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但是却异常神秘。

领导批示确实很有趣，但是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批示都是高度

保密的，而且越高层级的领导批示的保密程度越高。当时市面上对

领导批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理论和规范的演绎研究，经验和实证

研究很少。领导批示研究该如何开展，让我一筹莫展。这个时候，

本科培养的数据搜集能力派上了用场。经过多处查证，我真的找到

了公开的、大样本的、可信的领导批示素材。我最后将目标锁定在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系列领导人年谱上。这套资料足够权威和完

整，是现阶段能够搜集到关于领导批示最全的数据资料。然后，我

从国家图书馆找到了目前出版的所有的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谱，

这些领导人包括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主要的决策者，有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人。这些年

谱总共有2035.5万字，而且绝大多数的年谱都没有办法电子化。如

果想要开展研究，只能采用手工的方式，一页页地翻阅进行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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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我曾经搜集过农民工工资历史数据，对处

理海量的文本数据有信心，但是究竟是否该投入时间，我还要问问

导师的意见。

在明确这一选题之后，我跟博士论文导师孟庆国老师进行汇报

和交流。他觉得这个选题很有价值，全力支持我从事这项研究！于

是我从博士一年级的第二个学期，就选定了博士论文题目并开始了

自己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当时对于领导批示，我并没有找到能够

加以解释的理论工具，也没有想好要对话什么理论，也不知道将来

要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对领导批示这

个现象感兴趣，就一头扎进去。我想做的，就是像当年搜集农民工

工资的历史资料那样，尽可能地先占据资源和数据。由于这个工作

量巨大，光搜集年谱中文本的批示数据，我就前后花了整整两年的

时间。后来我在 Excel 里面总共整理记录8145段领导批示段落和一

百多万字的年谱素材。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基于理论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和基于现象确

定博士论文选题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国外成熟的博士论文选题都是

根据理论来定的，一开始就是想要对话某一个理论，为某一个理论

提供一个新的变量，或者检验变量与变量之间的交互效应、变量与

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比较能够获得国际学科

期刊的认可。一个大的博士论文由三个小论文组成。在博士论文写

作过程中，写好一篇论文就投稿一篇论文，这样既能有论文发表，

又能够很好地完成博士论文。但是这种选题策略的可能局限在于，

研究的创新性有限，大多数情况仅仅是完善了前人部分的理论框

架，想要自己提出新的理论或者做出开创性的研究较为困难。

我这种针对某个中国特色现象进行研究的论文，一开始就有很

强的区域研究特色。这样的博士论文选题，最直接的产出不是国际

学科期刊论文，而是国内的期刊论文和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期刊论

文。这种选题方式最大的难点在于与现有理论的对话点。如果一时

找不到理论对话点，或者不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发表之路会比较

曲折。这种选题方式的优势在于，由于研究对象鲜有人关注，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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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较大的创新性。而且如果找到理论的对话点，这类研究能够

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四、领导批示研究的小结与展望

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建立完领导批示数据库之后，我又经过了

艰难地探索，努力寻找这套基于中国场景的批示数据与现有的公共

管理学科理论进行对话的点。我后来发现领导批示数据库能够从不

同角度与多个理论进行对话。

从中国政府运作的角度，领导批示是中国政府运作和政治运行

的关键环节，对领导批示的深入研究有利于全面地理解中国政府的

运作过程；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角度，领导批示实际上就是代表领导

人注意力的分配，能够与政策注意力分配理论、三源流理论和间断

均衡理论进行对话；从官僚政治的角度来看，领导批示作为代表领

导人注意力的稀缺资源，领导批示与中央部委机构的关系，能够与

国际上政治显著度与机构改革的研究产生对话；从政治精英的角度

来看，领导批示作为高层政治精英之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渠道，能

够对探究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提供重要的经验素材。

我的博士论文先试图做到第一点，首先是对中国政府运作的知

识贡献，其次是对话政策注意力分配的理论。我与导师孟庆国合

作撰写的〈中国政府运作中的批示类型与作用机制探究——基于14

位中央领导人系列年谱中8145段批示段落的分析〉一文发表在2016

年第2期的《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上，〈中国政治运行中

的批示：定义、性质与制度约束 〉一文发表在2016年第5期的《政

治学研究》上。通过与政策注意力分配理论进行对话，我们还以 

“领导人注意力变动机制探究——基于毛泽东年谱中2614段批示的

研究”为题，发表在2016年第3期的《公共行政评论》上。这篇文

章建立了一个由议题重要性、问题严重性和决策者偏好三个维度所

构成的决策者注意力变动的“类乐透球模型”，并以毛泽东的历史

批示数据进行验证。这三篇文章是本书内容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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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与其他理论进行对话的研究仍然在进行当中，其中

领导批示对机构改革影响的论文已经发表。我与中国人民大学马

亮和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克里斯特森（Tom Christensen）合作的论文

以“Competing for Father’s Love?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Termination in China”（竞争父亲的爱？中国中央政府机构

终结的政治动因探究）为题发表在国际公共管理顶级期刊Govern-

ance上。后续研究也将陆续发表。

五、致谢

《领导批示：注意力变动的内在逻辑》这本书的结集出版是对

我第一阶段领导批示研究的总结。这本书能够完成并面世，离不开

许多人的帮助。

首先，感谢博士论文导师孟庆国。孟老师一直秉承“因材施

教”的理念，对学生宽容而关爱，并且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给予不

同的指导。我是一个有比较强自我意识的人，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一

路走来，我一直在遵循自己内心的兴趣做出选择。如果没有孟老师

的包容、关爱和支持，我不可能以看似奇怪的领导批示为题作为博

士论文。在博士论文资料收集过程中，由于工作量过于巨大，长期

在2000多万字的年谱材料中摔打搜寻，我曾多次迷失自我，每一次

孟老师都为我加油鼓劲，帮助我重新找回前进的方向。他不断安慰

我，批示研究即使只是描述性的也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博士论文

撰写过程中，孟老师给予我细致耐心的指导，最终打磨出的论文凝

结着导师的心血。

感谢彭宗超老师提出将领导批示作为研究方向，感谢朱旭峰、

陈玲、薛澜、陈振明、王有强、杨永恒、过勇等诸位老师在我论文

不同阶段给予的有益建议。感谢董玄、刘源浩、谭海波等师门同

窗，与他们的讨论，对我博士论文几个关键点的突破有着重大的启发。

感谢好兄长兼合作者马亮老师。马亮教师聪慧而勤奋，无论是

为学为人都是我的榜样！他对我的批示研究青睐有加，给我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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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的方向，他还推荐出版社的编辑给我认识，并且多次大力

推荐我的相关研究。

感谢孔繁斌老师和王欢明老师，在百忙之中为我撰写出版书籍

的封底推荐文字，让本书增色不少。

感谢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CZZ019）、清华大学自主

科研计划（2019THZWLJ08）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7M620055;  

2018T110111）为本书出版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感谢八方文化创作室的编辑盛耿捷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所提

供的大量帮助。

感谢长期以来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们。

希望这本书成为我后续关于领导批示研究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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