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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暑期哈佛本科生赴中国研究 
      实习计划 
      由哈佛环球学院项目赞助，哈 
      佛本科生分赴不同的中国大 
      学教授团队进行暑期环境研究 
      实习。

2    秋季学期活动回顾
      哈佛中国项目秋季学期讲座  
      系列要点综述，其中包括设 
      计研究院协办的一场讲座。

  3    交通拥堵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 
        影响 
        介绍哈佛中国项目研究员曹 
        静教授最近的一篇论文。
    
  3    国合会年度会议 

  4    本期人物
         介绍博后高蒙及他对中国与 
       印度雾霾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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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国项目位于哈佛大学John A. Paulson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我们的“中国2030年/2050年：
未来的能源与环境挑战”课题项目获得了哈佛全球研究基金的鼎力赞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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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哈佛中国项目
安排了八名哈佛本科生

赴中国高校就一系列环境问题
开展研究，课题包罗万象：从
臭氧污染对农作物的影响，到
分析微藻捕碳技术的可持续性
等。学生们从六月底至八月中
旬分别去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和
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该实习
计划由哈佛环球学院向哈佛中
国项目提供的研究资金赞助，
该笔资金旨在支持“中国2030
年/2050年：未来能源与环境
挑战”这一课题的研究。

哈佛中国项目主席Michael 
McElroy教授认为，暑期实
习增进了哈佛大学同中国高
校的关系，也有助于学生从
国际维度来理解全球环境问
题。McElroy教授说：“我希望
我们的学生可以获得国际视
野，至少对部分世界重大问题
有所了解，从哈佛给予的教育
里学习世界公民的责任。”

大四学生Katie Schluntz是参与
实习计划的其中一员。她在清
华大学曹静副教授的指导下实
习，参与的研究任务是开发一
个用以反映家户电力需求的计

算机模型，搜集每户拥有的电
器数量、电器年数、当地气候
数据等变量数据来估计家庭的
供暖和降温需求。Katie说：“
很多政策不仅仅关乎供应方，
也关乎需求方。因此，理解每
户家庭如何使用能源、如何应
对天气变化等变量因素至关重
要，当今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
尤其如此。”

另外一名学生，大三的Andrei 
Iliescu在清华大学侯德义教授
的实验室实习，研究民用井
地下水的砷污染。Andrei说，
尽管部分污染物源自于工业
污染，但大部分污染其实源
自某些地区很普遍的自然地质
物质。Andrei翻阅了相关研究
文献，写了一篇关于砷污染和
应对策略的评论文章，还和侯
教授实验室里的其他学生去了
农村地区建造民用水源砷过滤
器。“我真的很享受这段实习
经历，也增加了阅历、开拓了
眼界。”Andrei说。

原文由Alvin Powell撰写，刊登
于2018年9月26日《哈佛志》
，本文是缩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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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活动回顾

本学期，哈佛中国项目继续举办了
一系列跨学院的研讨会，其中一场
讲座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举行，
该讲座由哈佛中国项目博士后研究
员关成贺博士和Ann Forsyth教授组
织，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协办。演讲
人胡伶倩教授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密尔沃基分校城市规划系，她以
北京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结构和
居民出行习惯之间的关系。胡教授
认为，城市从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
中心结构对人们出行习惯的影响好
坏参半，城市中心住房供给和就业
机会的平衡匹配却能降低人们出行
的需求， 这凸显了协调的城市规
划和政策在中国的重要性。随后，
胡教授向哈佛中国项目主要研究人
员了解了建设环境和交通规划对成
都市居民出行习惯的影响。该研究
是以哈佛中国项目跨越十一年的成
都市家户调查数据组为基础的。 

   本学期研讨会的其他主题还包
括：对中国江苏省黑炭排放进行自
上而下的评估（赵瑜教授）；季风
动态对印度德里极端空气污染事件
的作用（Gufran Beig博士）；中国
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对健康的效益（
王海鲲教授）；通过观测痕量气体
来探测造成平流层臭氧耗竭和气候
变化的亚洲地区卤化碳排放升高现
象（James Elkins博士）。

活动亮点



问：您将中国人对数字4的忌讳心理
作为这篇论文方法论的一部分，这很
特别。您能跟我们说说这个方法论是
怎么回事吗？
答：许多社会学家都想进行实验，但
是做不到，因为社会实验的成本实在
太大。北京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实行
车辆限行政策，我们的研究就利用了
这一特殊政策产生的冲击力。政府
以车牌号尾数决定哪些车辆于周几限
行，每天有两个数字被限行 — — 例
如，每周二车牌号尾数为4和9的车辆
限行，每周三车牌号尾数为5和0的车
辆限行，以此类推。我们特别关注了
4这个数字 — — 在中文里数字4发音
和“死”接近，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极力
避免用到4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我们
统计了一下，发现北京车牌号尾数为
4的车辆比例非常低。也就是说，禁
止车牌号尾数为4的车辆上路的那些
天限行政策的效果会更弱，相比一周
之内其他几天，那一天平均上路的车
辆要更多。

问：您有什么发现呢？
答：在尾数为4的车牌号限行的日
子， 实验证据显示交通更加拥堵、
空气污染更为严重，而且有关心脏病

和发烧的急救电话数量也有所上升。
当然，空气污染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还
得区分年龄和性别 — — 譬如，65岁以
上的老人相比其他年龄段的人群打急
救电话的次数更频繁。但是我们也发
现，在尾数为4的车牌号限行日，处
于工作年龄段的青壮年群体急救电话
数量的上升幅度实际上要大于65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群体。

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个研究里引用的
都是车牌号限行政策实施头两年的数
据。如果引用更多近期的数据，你可
能会发现每天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的
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小。
墨西哥城也实行过类似的基于车牌号
尾数的限行政策，一篇研究墨西哥城
这项政策的论文发现，人们应对这项
政策的对策是多买车 — — 如果已经
有了一个单数尾号的车牌，就再买一
个双数尾号的车牌。一次我在北京打
车，很奇怪为什么那天交通那么堵，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说那天是尾数为4
的车牌号限行日 — — 你看其实老百
姓都能注意到政策的效果。我北京的
几个朋友现在正想办法选到尾数为9
的车牌号(4和9是同一天限行)，这样
他们就能避开最拥堵的那天上路。

问：您的研究有没有引出什么新的问
题呢？ 
答：我们最近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
院的 Joe Aldy教授合作启动了一个新
项目。Joe Aldy教授做过许多有关美
国空气污染预测数据和预测误差的研
究。我们整理了北京空气污染的预测
数据，并观察其与空气污染的监测数
据和急救电话数据间的关系。因为空
气污染是无法做到百分百精准预测
的，我们由此发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
现象：当实际空气污染程度与预报污
染程度一致且空气污染指数（API）
预计将要超过100（不健康程度）
时，急救电话数量减少 ，这说明人们
根据预报的空气污染情况改变了行为
方式；而当预报的空气污染程度低而
实际的污染程度高时，急救电话数量
增加，这显示人们确实会依据空气污
染预报来决定是否要出门、在户外呆
多久，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群就更不用
说了。换句话说，人们会根据预报信
息相应调整行为方式。这一点对政策
和成本收益分析有着重要影响。“

引用文章：Nan Zhong, Jing Cao, and Yuzhu Wang. 
2017. “Traffic congestion,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driving restrictions in Beijing.”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
sources Economists, 4, 3, Pp. 82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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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副教授、哈佛中国项目研究学者曹静老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采访中谈到了她最近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Environ-
mental and Resources Economists学术期刊的一篇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北京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论文。

用中国人对数字“4”的忌讳心里来研究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2018年11月，哈佛中国项目主席
Michael McElroy教授与项目执行
总监Chris Nielsen参加了中国环
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
会”)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会议。
国合会是最高等级的国际咨询委
员会，向中国政府高层领导人提
供环境与发展相关事务的政策咨
询。年会为期三天，由中国生态
环境部李干杰部长、气候变化事
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先生，以及来

自联合国机构和西方国家政府的
相关主管官员共同主持。

年会讨论的议题包括低碳发展路
径的创新、一带一路倡议对环境
的影响，以及绿色城镇化。出席
这次会议为哈佛大学中国项目提
供了一个直接参与中国高层决策
者通气讨论的机会，并可以借此
介绍我们的研究成果，从而强调
独立研究对理解和应对中国环境

与气候风险的作用。同时，参加
这次会议也有助于加强哈佛大学
中国项目与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主管环境与发展的高层决
策者和意见领袖之间的联系。

国合会2018年度会议

2018年秋季学期



哈佛中国项目博士后研究员高蒙
记得自己当年还在南京上高中时
曾在一天晚上亲眼目睹重度雾
霾降临城市上空。“一开始我们
还以为是雾，但第二天老师告诉
我们那不是雾。”高蒙说，“老师
说，如果我们吸入那个雾霾，
会损害健康。”高蒙当时极为触
动，那时候他想道，“我要为解
决雾霾做些事情。”

带着这样一种使命感，高蒙考入
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2年

获得大气物理学士学位，之后赴
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并于2015
年获得了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博
士毕业后，他获悉哈佛中国项目
的一个职位要求与他的专业背景
十分吻和，就申请了这个工作，
希望可以借此拓展自己的研究
领域。“我知道清洁能源可以解
决雾霾和气候变化问题，而哈佛
中国项目的研究涉及到这三个领
域。”高蒙说，“我希望能从中获
得新的专业技能。”

高蒙读博期间的工作重心是研究
个别的雾霾事件，而他目前的
研究工作重心则是此类事件在
中国和印度的长期趋势，以及气
候变化对这些趋势的影响。他
还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John Evans教授合作观察细微颗
粒物对健康的影响；此外，他还

与哈佛中国项目其他研究员一起
研究气候变化对风能潜力的长期
影响。“我十分享受从这个多样
化的团队中汲取经验。”高蒙在
谈到他在哈佛中国项目的工作时
说，“我从不同背景的同事身上
学到了很多。”

如今，高蒙依然保留着他高中时
期的初心：希望能找出解决雾
霾问题的办法。我们当然知道造
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高蒙
说，原因就是能源消费和由此造
成的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但是
中国经济要发展，要政府全面终
止排放是不现实的。”他进一步
指出，“所以，我的研究目标就
是帮助政府高效地减少排放、减
轻空气污染。”

～Dan Morrell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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