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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验研究方法

专栏导语! 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景怀斌"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 实验研究作为
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 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 基
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 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报告' 这里对实验
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 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 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 社会+ 人文+ 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

解释及其应用, 其中' 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

而这' 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 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
证, 由于自然' 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 表面
的, 因此' 如何主动地+ 深度地+ 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 就成为现
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 基于西方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
传统' 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 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 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
的*#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 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
法' 其影响力如此之强' 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 也出现了如(实验
哲学) 这样的研究方式$L25I<' *#)*% ,

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 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
论# $YEHV% 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 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
究论文出现于)ZZ* 年以后, )Z$#&)ZZ* 年' 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
国政治科学评论# $YEHV% + "美国政治科学杂志# $YOEH% + "政治学杂志#

$OhE% 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 篇' 但之后的)ZZ"&)ZZ( 年$ 年间' 却发表
了实验文章*%篇' 占到)Z$#&)ZZ*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j, *) 世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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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 三大刊物所发论文+( 篇' 这还不包括)+

篇问卷实验$ H;@?<:]g-<@16<279% 论文, 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

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 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
有不少应用$Q:=<' *#)$% , 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B125@M12 h97@56%

之所以能够获得*##Z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
$A5@752 [X1BB1.69' *#)#% , 至于公共管理学科' 实验研究较为滞后' 直到近
期' 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O1BJ<' <7.Bb' *#)+% , 由此可见' 公共管理
的实验研究' 是值得大力推动的+ 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

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 "公共行政评论# 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

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 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 旨在凸
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尤其是推
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 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 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 全面介绍其状况+ 学理是本导语
不能胜任的' 然而' 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
要的,

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 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
为研究目标% 下' 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 采用科学仪器+ 设备' 主动干
预和控制研究对象' 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 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
$X<I97<@[H<BB' *##(% , 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

!

确定研究问题' 构建理论框
架-

"

理论操作化' 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 因果规律的自变量+ 因变量操
作化' 指标数据化' 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

#

实验操作与监控-

$

分析+ 解
释实验结果' 形成理论结论, 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 因果关系解释'

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 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 方式$如理论构建+ 实验设
计和数据分析等% ' 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 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
验研究的发展' 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 复杂学科
体系,

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 在于其人为性+ 随机性
$V.2=561̂.7152% 和操控性$A.21-;B.7152% 的特征, 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
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 构造(纯) 理想的事件环境' 并在此环境下观察+ 测
量被试的行为变量- 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 控制+ 强化等'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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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 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 随机性则是以随机
原则控制被试+ 条件' 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 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
的' 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 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 使科学研究最为
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 以操控的方式进行
验证' 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E.BP@<:' *##Z% ,

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 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
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X<I97<@[H<BB' *##(%, 用
更通俗的话说' 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

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 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X<I97<@[H<BB' *##(%,

作者认为' 应这样理解! 一是' 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 应当承
认' 实验研究' 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 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 但不能因
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 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
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 验证' 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 所
罗门.阿希$ H5B5652 ]bY9/0% 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 但
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Y9/0' )Z$$ % , 二
是' 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 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
其逻辑依据' 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 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
适合结构式推论' 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 因此'

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 而这一点' 不要说刚刚
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 甚至是有经验的学者' 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
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 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

此外' 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 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
(不过如此) 的常识验证, 对此' 人们可能会说! (我感觉就是如此' 还需要做
实验吗*) 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 即通过细致+ 严格+ 大量的实验' 证实了
常识, 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 似无必要的现象' 学术的理解应这样! 一是'

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 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 即使一个资质
一般的人' 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 解释也可能是对
的' 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 这是不可靠的' 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
解自身的学术任务- 二是' 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 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
识之外的新理解, 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 人有服从性, 这是对的,

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 H7.2B<:A1BU@.6% 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
验判断' 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 在进行实验之前' 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
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 他的同事判断' 只有少数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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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只有)j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 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 但
结果却是' 在第一次实验中' 就有&$j $+# 人中超过*( 人% 被试完全服从惩
罚指令' 直到+$#伏特的最大惩罚度, 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 都表现
出不太舒服' 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 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 伏特电击
之前拒绝服从指令$A1BU@.6' )Z&"% , 该类实验的元分析$A<7.'.2.B:919% 发
现' 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j至&&j之间$>B.99' )ZZZ % ,

由此可见' 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 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 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 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
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 如心理学+ 经济学+ 社会性+ 政治科学等, 公共管理
科学开展实验研究' 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 但也要注意形成自
己的实验研究特色!

首先' 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 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
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 但根本看' 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 而理论构建' 不同
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 就公共管理而言' 即使从最直接+ 简单的定义理解'

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 显然' 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
究' 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 由此' 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
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

那么' 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 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
同的选择, 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 笔者的建议是' 采用(问题中心'

公共管理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 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 发现研究
问题' 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 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
理论框架, 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 但(问题) 总是在(那里) ' (问题) 是不
分学科的' 故而' 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 有可能肢解
(问题) ' 使研究(问题) 失真, 但是' 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 而学科
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 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
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 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
理解' 但大概可以理解为' 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
性' 以此为内在依据' 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 , 至于具体的构建方
式' 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 *#))% ' 即从公
共管理的视野看' 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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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 等等, 进而'

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

其次' 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 不少社会科学在
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 如' 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 与其早期心理物
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 而且' 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
式' 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 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 类似地'

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 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 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

第三' 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 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 实验研究
虽然需要大力推进' 但它不是(包打天下) 的唯一(法宝) ' 应根据研究任务
与问题(采用) ' 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 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 ,

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 其中'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
策的影响与机制# 即体现了(问题中心' 公共管理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 所
谓(问题中心) ' 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
(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 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 形成了观念
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 (公共管理思维方式) 即以把此问题置
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 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
研究, 在这一思维方式下' 采用" $ (左) (中) (右) 观念形态% r* $激活+

未激活% 被试间实验设计' 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 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
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 进而分析了其机制' 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
建议,

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 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 则从实验经
济学的角度' 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 实验分析'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 法定税率越高' 纳税人逃税越多' 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

作者针对Y'H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 以(前景理论) 来解释这
一发现' 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 和(心理机制) 双重影
响的结果' 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 为其决策参考点' 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
收益' 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 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
税率时' 即便逃税更多+ 自愿纳税却也更多' 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
理论依据,

总之' 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 需要跟进' 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
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 更是学科任务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 公共管理
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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