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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J. Heckman on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Young Children

詹姆斯·海克曼谈投资弱势儿童
� � 当下，世界各国正在考虑落
实联合国的千年目标，儿童问题
显然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
面，它与反贫困及促进社会公平
的联系，很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
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

在此背景下，近日，在北京
举行的第三届“反贫困与儿童发
展”国际研讨会请来了三位部长
级官员（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卫
生部副部长刘谦和国务院扶贫
办主任范小建）以及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来自美国芝加哥大
学的詹姆斯·海克曼 (James J.
Heckman)教授。 有趣的是，三位
部长级官员在致辞之后并未离
席，而是安坐在主席台上聆听詹
姆斯·海克曼的演讲。

在海克曼看来，社会回报最大
的投资莫过于对生活在家庭养育
环境不利的弱势儿童的投资，“在
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 投资于儿
童，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是道德层
面上，都势在必行。 ”海克曼说。

长期效应

海克曼认为，过去的扶贫做
法往往是“再分配”，比如美国在
上世纪 60 年代通过收入再分配
来减少贫困的努力。

“但这些政策是不是长期有
效？ 是不是能够促进社会的流动
性？ 能不能减少跨代贫困的传
播？ ”海克曼更看重反贫困的长
期效应，他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再分配”能够促进社会的
流动性， 这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
克林顿推行福利改革的原因。

对于经济学家而言，“成本
效益(Cost-Benefit)”是一个不断
被提及的名词。 那么，什么样的
投入、什么阶段的投入才能获得
最高的成本效益呢？

海克曼强调，人力资本的质
量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公民
社会的重要因素。 在他看来，社
会回报最大的投资莫过于对生
活在家庭养育环境不利的弱势
儿童的投资，同时应该注意到不
同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年龄段
的有效性， 这对提高社会生产

力，从根源上消除贫困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 而早期的“预分配”的
策略远远比后期的弥补和再分
配的策略更符合成本效益，并提
高了社会生产效率。

“多维度能力”

“谈到儿童的发展，我们就
不能忽视家庭的作用。 ”同时，海
克曼认为， 一个重要的原则是
“多维度的能力”。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一
个人在社会当中发挥作用需要
多种能力，他的能力决定了这个
人在生活当中是否能取得成功。

另外，这些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这些能力之间会产生
协同增效的作用。 ” 海克曼说，

“多维度的能力” 会决定人们在
社会当中作用的发挥，也会决定
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海克曼进一步阐释了这些
能力：“有一些技能我们称之为

‘软技能(soft skills)’，有性格方面
的，比如精神是否健康、是否有
毅力、是否能集中注意力、是否
自信等。 此外，认知能力（cogni－
tive skills， 知识和能力———编者
注） 和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将成为
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

海克曼认为，认知能力是持
续的， 而非认知能力并不持续。
除了基因的因素，这些能力也在
不断变化，可以通过投资和环境
对其进行塑造。 因为家庭对儿童
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制定
政策时必须以家庭为核心。

“预分配”而不是“再分配”

海克曼认为预防性措施的
效果远比补偿性措施更为有效，
他呼吁政策决策者们应把注意
力更多放在“预分配”上，而不是

“再分配” 或“补偿性的干预措
施”上。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早期
干预项目可以帮助儿童大脑结
构进一步优化， 包括能力的形
成，在未来会带来更高生产力的

提升。 但是整体的回报是呈边际
效率递减的， 也就是投资得越
早，回报率越高。 ”海克曼强调，
包括对抚养方式和抚养环境的
投资， 从幼儿阶段就可以进行，
尤其是对生活在家庭养育环境
不利的弱势儿童进行投资，在世
界各地都可以看到非常高的回
报率，在中国也是如此。

“在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投
资于儿童， 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还
是道德层面上， 都势在必行”，作
出上述结论的海克曼， 对中国政
府近年来为改善儿童生存和发展
状况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肯定，
并对中国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明确
提出了若干原则性建议。他认为，
中国政府应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

“预分配”， 而非再分配或补偿性
的干预措施； 理清各种人力资本
投资的先后次序； 在提升教育质
量的同时， 应该同时关注学生认
知能力的培养以及个性特征的塑
造；改善家庭和社区环境，提高父
母的养育能力和水平等。

因为在计量经济学和微观
经济学方面的开拓性工作 ，于
200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海克曼，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经济
研究中心和公共政策学院的社
会规划评估主任。 近年来，他的
研究领域集中在不平等现象、人
类发展和生命周期技术的形成，
特别是早期儿童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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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5,831,804.27

本年度总支出 6,539,335.0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6,196,587.0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86,600.00

行政办公支出 115,081.6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6.26%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61%

� � 本基金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16,530,583.80 0.00 16,530,583.80

16,530,583.80 0.00 16,530,583.80

22,583.80 0.00 22,583.8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0,065,015.34 28,408,238.33 流动负债 3,004,190.79 5,740.77

其中：货币资金 19,065,015.34 28,398,200.83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3,088.58 41,182.70 负债合计 3,004,190.79 5,740.77

净资产合计 17,093,913.13 28,443,680.26

资产总计 20,098,103.92 28,449,421.03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098,103.92 28,449,421.03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9,372,832.90 18,462,223.1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7,721,080.23 9,981,457.11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029,102.21 14,860,000.00 17,889,102.21

其中：捐赠收入 2,030,583.80 14,500,000.00 16,530,583.80

政府补助收入 0.00 360,000.00 360,000.00

投资收益 0.00 0.00 0.00

二、本年费用 6,539,335.08 0.00 6,539,335.08

（一）业务活动成本 6,230,678.24 0.00 6,230,678.24

（二）管理费用 301,681.65 0.00 301,681.65

（三）筹资费用 2,682.11 0.00 2,682.11

（四）其他费用 4,293.08 0.00 4,293.08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5,770,609.75 -5,770,609.75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2,260,376.88 9,089,390.25 11,349,767.13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基本合格。
民政部

2012 年 10 月 15 日五、监事：田小平、吕有珍、刘子琪、孙小梅

现于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海克曼曾在 2000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