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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成为一名实证宏观经济学家。在一次采访

中，她说如今的自己是深受做实证研究的父母影

响。

一直到高中，中村惠美都在温哥华，是一个

成绩优异、不怎么需要父母操心的乖小孩。高中

时，她开始对计量经济学感兴趣。当时，父亲有

位同事兼好友是该领域的先锋，因这层联系，她

有机会参加一些国家账户计量的课程——这些在

研究生课程中并不多。在中村惠美看来，即便宏

观经济学家经常使用数据，但他们却并不总是很

清楚这些数据的构造，而她可以从中突破。

高中毕业后，中村惠美来到美国，就读于普

林斯顿大学，后又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

学位。在这期间，她相识了后来的丈夫及合著者

乔恩·斯坦森。比中村惠美大 4 岁的斯坦森，求

学轨迹和她一样，也是在普林斯顿读本科、哈佛

硕博连读，也曾获得过斯隆研究奖。

两人首度合作的成果是在 2008 年，当时发

表的论文是《关于价格的五个事实：菜单成本

模型的重新评估》。在这篇论文中，俩人通过

1988 年到 2005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微观层面的价

格观测数据，刻画了大量个体价格波动的事实，

素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克拉克

奖，每年评选一次，每次只选 1 人，而且还必须

是 40 岁以下、在美国大学执教的经济学家。与

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获得克拉克奖的少有宏观

经济学家。

2019 年克拉克奖获得者中村惠美，是宏观

经济学领域的“新星”，她也成为自 1947 年该

奖项成立以来第四位获奖女性。从哈佛毕业后的

短短 10 余年里，中村惠美将新的实证方法用于

检验宏观经济学的几大核心问题，在同辈中脱颖

而出。

经济学界的“郭靖和黄蓉”
1980 年 10 月，在温哥华一个经济学世家，

中村惠美出生了。她的日裔父亲是不列颠哥伦比

亚大学现任经济学教授，母亲是阿尔伯塔大学金

融与管理科学教授、加拿大经济学协会成员，外

祖父是美国著名计量经济学家，她还有一个同样

是经济学家的叔叔。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职业

的代际遗传便显得理所当然。

中村惠美一直专注于研究新颖的测量方法，

将微观与宏观的数据相结合、理论和实证方法相

实证宏观经济学的先锋
中村惠美：

中村惠美的贡献证明：宏观经济学领域仍有顶尖人才，他们像侦探一样，收集各种证
据碎片，并将它们连贯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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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惠美

Emi Nakamura，日裔美国

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因在

企业定价、货币与财政政

策效果方面研究的杰出贡

献，于 2019 年被美国经济

学会授予克拉克奖。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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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惠美和斯坦森是第一批利用大型微观数

据集的研究者。在他们进行微观数据研究之前，

大部分的货币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一种假设，比

如“价格每年变化一次”。这一假设是基于各个

行业非常有限的数据。

到了 2004 年，马克·比尔斯和彼得·克莱

诺从美国劳工统计局 1995~1997 年报告中提取了

价格波动频率均值的离散数据，发现价格平均每

四个月变化一次。两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

性，但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微观数据集，而是在

1995~1997 年的数据中提取的一个数据集。

不过，两人的研究让中村惠美产生了兴趣。

除了深受父母影响以外，中村惠美在哈佛大学的

导师罗伯特也收集了许多大型数据集，这对她产

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她决定构建一个分散度更

大、频率更高、时间跨度更长的微观数据库。这

次，中村惠美和斯坦森获取了 1988~2005 年美国

劳工统计局微观层面的价格观测数据。

利用这些微观数据，通过对比尔斯和克莱诺

研究结论的回顾，中村惠美研究了消费者和生产

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并且将结果与传统的“菜单

成本”模型结果进行了比较。以往，新凯恩斯学

派认为经济衰退的发生是因为企业无法根据金融

危机或利率大幅上升等事件来调整价格。正因缺

乏调整价格的能力，企业不得不削减产量，转而

裁员。并且粘性价格在没有垄断竞争配合的情形

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但中村惠美却在研

究中发现，即便是非常小的价格粘性也会产生较

大的经济衰退，而且使得经济对于货币政策非常

敏感。

这一结果呈现在她与斯坦森合著的论文《关

于价格的五个事实：菜单成本模型的重新评估》

中。相比马克·比尔斯和彼得·克莱诺的研究，

中村惠美他们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微观数据，

揭示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因而这篇论文得以获得

多次引用，具有重大影响力。此外，传统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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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菜单成本模型的预测结果做比对。这篇论文

可以说是中村惠美的成名之作，也是她影响力最

大、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

后来，两人又数度合作，在知名经济期刊上

发表了数 10 篇文章，比如《多部门菜单成本模

型中的货币非中性》《货币非中性的高频识别：

信息效应》等。这对夫妻的名字数次同时印刷在

出版物上，俨然经济学界的“郭靖和黄蓉”。

原本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任教

的中村惠美，也紧跟丈夫的脚步，于 2018 年加

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斯坦森在

伯克利已任教多年。她仍然致力于实证宏观经济

学的研究，在货币和财政政策影响分析上奠定了

实证基础，这让她成为今年克拉克奖的获得者，

成为“最杰出的美国青年经济学家”之一。

当得知自己获得克拉克奖时，中村惠美说当

时的感觉是有些“飘飘然”。从夫妻俩的深度合

作来看，中村惠美成就的背后，少不了斯坦森的

那份功勋章。

构建价格粘性的微观基础
2007 年，次贷危机爆发，中村惠美博士毕业。

这对于她选择进入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年

份。但她却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作为一名实证宏观经济学家，中村惠美的大

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为价格粘性寻找坚实的微观基

础。她创造性地构建了新颖的数据库，运用数据

库进行了企业定价和菜单成本的研究，从微观层

面来佐证价格粘性。

其实，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就有一批

新凯恩斯主义者开始为价格粘性寻找微观基础，

比如前美联储掌门耶伦、著名经济学家曼昆。但

先前宏观经济学实证主要以战后的、季度的、综

合的时间序列数据库为基础，缺少高质量的微观

数据集研究，这使价格粘性的实证研究始终徘徊

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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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是件很棘手的事情，初步耗资就预计超

过百万美元。好在他们的一位合著者——一名

优秀的研究生找到了一家愿意百分百投资的企

业。解决资金难题后，在这个漫长的项目过程

中，中村惠美仍时常会感觉他们可能无法成功。

但分析价格动态、通胀的成本等，燃起了她的

兴奋劲儿，推动她前行。最终，他们复原了超

过 7000 家企业的数据。

通过对这一数据集的分析，中村惠美合著了

《通货膨胀难以捉摸的成本：美国大通货膨胀期

间的价格分散》一文。这一研究着眼于在高通货

膨胀下，企业如何进行价格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

价格粘性理论是从宏观经济学解释失业与市

场出清的重要前提，是新凯恩斯理论的基石。中

村惠美有力证明了价格粘性在现实中的存在，她

成本模型假设同质性，而这篇论文则明确揭示了

美国不同经济部门之间价格粘性存在显著的异质

性。在 2010 年发表的论文中，中村惠美进一步

扩展了菜单成本的模型，引入了价格粘性的异质

性。

近期，中村惠美和斯坦森再次耗费巨大精力，

将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价格微观数据库延展到了

1977 年。之所以做这一数据集的扩展，是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通货膨胀率远比

1988 年的波动要大。

构建这一数据库面临着巨大难题。在劳工

统计局的旧文件柜里锁着那一时期的微缩胶卷

盒，但这些胶卷通过微缩胶片阅读器无法阅读。

而且因为保密性质，这些胶片无法被带走。所以，

中村惠美决定尝试修复这些微缩胶卷，获取数

中村惠美和丈夫乔恩·斯坦

森，这对学术伉俪在实证宏

观研究领域合作发表多篇有

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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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这样估算出的政府支出乘数比以往研究更

可靠。

在货币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上，中村惠美

发表了多篇论文。在《货币非中性的高频识别：

信息效应》一文中，她就研究了 2000 年 1 月到

2014 年 3 月美联储利率公告后 30 分钟窗口利率

的变化。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以年度或季度数据，

而她转向了更精细的时间片段。

论文中，中村惠美确定的假设是：围绕美联

储计划宣布的 30 分钟内利率的意外变化是由有

关货币政策的新闻引起的。为应对利率上调，名

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在进入期限结构后的几年内，

大约一对一地上涨，而预期通胀的反应则很小。

为解释这些事实，她建立了一个模型。模型中，

美联储的公告不仅影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信心，

也影响其他经济基本面。这一模型表明信息效应

在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的总体因果效应中起着重

要作用。

她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于此。比如在最近

的一篇论文中，她就研究了过去几十年女性劳

动力的重要作用，通过更新、更大的数据集探

索了横截面的变化，指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

并不会挤出男性劳动力。她还关注住房、中国

经济现象等。

早在 2014 年时，中村惠美就被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评为“最具影响力的25位青年经济学家”，

被推选为“8 名最顶级年轻经济学家”。克拉克

勋章的颁奖词说，“中村独特的方法以创新性著

称，提出新的数据来源，解决了宏观经济学中长

期存在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精确的学科，进步往

往是以小步幅而非跳跃式前进。但中村惠美的贡

献证明：宏观经济学领域仍有顶尖人才，他们像

侦探一样，从各种来源收集证据碎片，将它们连

贯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因为有这些青年才俊，世

界有望变得更美好。

积极构建的微型数据库打破了研究藩篱，让人们

能够更有效追踪复杂的价格，从而有助于推动宏

观经济学的发展。

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分析
中村惠美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对财政和货币

政策影响的分析。如果降息和前瞻性指导失败，

如何应对经济衰退？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可能就是

扩大政府支出。实际上，政府支出的冲击效应一

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问题。2008 年，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一些政府采取了广泛的财

政刺激措施，此后，这一问题再次受到经济学家

的关注。

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是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理

论基础，但长期以来政府支出乘数规模的估计相

当分散，而且存在很大争议。中村惠美和斯坦森

合著的《货币联盟的财政刺激：来自美国地区的

证据》指出：美国财政支出乘数大概在 1.5 左右，

即 1 美元的政府支出会带来 0.5 美元的私人部门

支出增长。

估算财政支出乘数的难点有两个：一是难以

发现政府支出的真正外生变化。长久以来，军事

采购变化被认为是引起政府支出外生变化的一个

重大原因。但实际上，自朝鲜战争以来，军费总

开支并没有多大变化，因而军费开支总额对政府

支出乘数方面的作用有限。二是政府支出乘数的

规模取决于政府支出变化的融资方式。以前的学

者，则一直在努力研究融资因素。

为了更好研究这一问题，中村惠美采用了“自

然实验”的方法。她和斯坦森将美国作为一个分

析单位，划分成 50 个地区进行研究。她在论文

中指出，美国军费总开支可能变化不大，但地区

军费开支却有很大变化，比如加利福尼亚就有更

多的军事活动。因此，基于地区层面变化来估计

政府支出乘数是有效的。此外，中村惠美的实证

研究考虑到区域军事开支变化与区域产出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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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惠美有力证
明了价格粘性在
现实中的存在，
她积极构建的微
型数据库打破了
研究藩篱，让人
们能够更有效追
踪复杂的价格，
从而有助于推动
宏观经济学的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