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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周!佳!景怀斌"

$摘要% 论文以实验方法探析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及其机
理$ 实验采用" !左% 中% 右观念形态" r* !激活% 未激活" 被试间实验设
计$ 实验结果显示&

!

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过程有影响# 但是不同观念
形态之间的被试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

观念形态激活后# 不同观念形态
的被试在公共问题决策上存在显著差异-

#

观念形态刺激使被试会倾向于选择
与其观念形态一致的备选方案-

$

观念形态的激活显著减少了被试提出独立观
点和方案的数量$ 这些发现对于公共决策与管理有若干理论启示$

$关键词% 观念形态!决策!认知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也出现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成功的经验需要总结' 出现的问题更需要关注, 就问题而言' 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公
共管理者的关注' 即当前民众之间因观念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判断+

解决方案的冲突性争论, 自*#世纪Z#年代开始' 知识分子群体在对中国现状的分
析以及中国未来道路的选择等问题上逐步形成观点迥异的两派' 引发了(自由主义
与新左派之争) ' 这场争论从最初的自说自话到后期的激烈交锋' 一直延续了近
)#年的时间$李世涛' *###% , 进入*)世纪以后' 这一争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进一步凸显' 出现了大量带有明显观念形态倾向的网站和论坛' 由知识精英间
的讨论进入平民话语中' 观念形态的对立造成了民众在某些社会问题看法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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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冲突$乐媛+ 杨伯溆' *##Z' *#)# % , 当前' 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以新
(左) & (右) 为标签的观念形态清晰化和两极化问题' 它们几乎在所有的公共
政策与公共管理问题上有明显差异' 甚至情绪化对立' 从而对公共认知与政府
决策+ 政策执行产生巨大的影响' 是需要研究的重大社会问题,

从认知与决策的角度看' 这一现象可以转变为这样的研究议题&&&观念形态
是否会扭曲人对公共问题的(客观) 决策' 从而对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造成潜在挑战,

本研究以实验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二& 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 理论背景

)b观念形态的概念
在哲学领域' 观念$G=<.%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观念指意识和精神'

狭义的观念是指思想$钟镇藩' )ZZ$% ,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观念) 的定义有
差异' 但是从整体上看' (观念) 与三种因素有关! 一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知
觉' 也就是印象$G6-@<99152% - 二是人脑对(印象) 的理性处理' 即人脑对外
部世界的认知改造过程, 逻辑推理和归纳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三是人的情
绪与情感, 人并非机器' (观念) 并非冷冰冰的过程' 所以' 观念在休谟那里被
理解为(感觉+ 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意向) $休谟' )ZZ&

!

) % ,

(观念形态) $G=<5B5U:% 是一套观念的系统' 为观念的集合体, 在张延勃等人
$)Z%"% 主编的"哲学辞典# 中' (观念形态) 等同于(社会意识形态) , 由于
在历史进程中' (意识形态) 已经被赋予过多的政治含义' 为更好地体现学术研
究的价值中立原则' 本文选用(观念形态) 一词,

从心理层面看' (观念形态) 可以被理解为' (对人类本性+ 社会事件+ 现
存事实以及未来可能的描述和解释' 也是对社会应有理想状态的设想)

!

$O597

<7.Bb' *##Z

!

"#Z% ' 它是个体与其所认同的群体共有的信念体系' 赋予行为以
意义' 并包含了认知+ 情感和动机的成分$O597' *##&% , 本文是在心理学层面
使用(观念形态) 概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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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观念形态与决策
观念形态与决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侧重于观念形态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原因探讨, 在政治科学家看
来' 观念形态将政治学理论变成了一个信仰&行动系统$><B1<P'./7152 H:97<6% '

不再进行开放性的问题分析和思考' 而是推动人们通过行动去实现自己的政治
需求和渴望, 作为一种被坚持的信仰体系$><B1<PH:97<6% ' 观念形态本质上是
行动导向的' 提供了人们行为的基本政治准则$\.21<B' )Z()- H/.@I@5;U0'

)Z%+- V59<6.2' )ZZ"% , 其行动导向主要体现在政治动员和合法性证明等功能
上' 政治动员促使公民站在冲突中的某一方' 经过暗示等方式告诉人们应如何
进行政治选择和应具有怎样的政治倾向$\19/0' *#))- O597<7.Bb' *##Z% ,

(情感&身份认同) 的需要被认为是观念形态能够影响个体决策的原因, 观
念形态是对人群进行划分的标准之一' 这种对人群的划分会给个体贴上带有群
体特征的新的标签' 同时赋予其某种情感$巴拉达特' *#)#- O597<7.Bb'

*##Z% , 基德.詹森$K1<=5O.29<2% 等$*#)"% 对)$个国家进行的研究结论显
示' 政党倾向经常与个人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 为了显示或者代表自己的阶
层' 人们会选择相应的党派' 并据此决定自己最后的投票选择, 杰弗里.科恩
$K<5PP@<:MbN50<2% $*##"% 的研究证明了作为自变量的观念形态和政党立场的
显现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有学者认为' 人们之所以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进行
决策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属于某一个政党+ 群体或者阶层' 同时表达出类似于
(忠诚) 的情感' 这是出于个体(情感&身份认同) 的需要$O<2J129' *##&-

M<<-<@[HB570;;9' *#)+- >B.19<7.Bb' )ZZ"% ,

(利益需求) 是观念形态对决策产生影响的另一原因, 有学者对观念形态结
构问题的访谈研究发现' 个体和观念形态之所以可以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观念
形态实质上是以需求和利益为基础的信念$T<<= '5@G27<@<97'I.9<= ><B1<P9% ' 观
念形态不仅包含了各种需求和利益' 还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和利益的可能性
$V59<6.2' )ZZ"% , 唐斯$*##$% 认为' 投票人在投票过程中是理性的' 由于
决策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存在' 所以投票人无法根据具体的政策或问题进行投票'

而只能依据自己的观念形态进行选择' 以期望能借此获得最大的福利, 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人们支持某种观念形态' 是因为这种支持可以让自己的政治目标
更容易实现$YB=@1/0 [\.?1=' )ZZ(% ,

第二个层面致力于分析观念形态对决策影响的过程及结果, 杰维斯$*##"%

认为' 对个体决策产生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外部环境' 而是个体的认知过程' 在
认知过程中' 观念形态会对个体的信息处理产生影响, 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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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形态会导致个体的信息过程$G2P5@6.7152 E@5/<99<9% 中产生信息筛选
$G2P5@6.7152.BH05@7/;79% 的现象$\5f29' )Z$(- N.6-I<BB<7.Bb' )Z&#- K5@<2

<7.Bb' *##Z- L;2=.' )ZZ#- M<<-<@[ HB570;;9' *#)+ % , 李察.刘$ V1/0.@=

V4M.;% $*##&% 等人认为' 由于人们在决策中面临大量超出自己接受和处理能
力的信息' 为了节省精力和时间' 人们会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党派倾向来筛选信
息' 并在有限信息的基础上做出选择, 拉扎斯菲尔德$*#))% 认为' 人们总是
会选择记住那些能支持自己观念形态的信息' 而自动忽略那些和自己观念形态
不一致的信息, 保罗.格伦$E.;BK5@<2B% 等人$*##Z% 则发现' 观念形态会
导致人们通过党派性的视野$E.@719.2 M<29% 来收集和评估信息' 即不加思考地
接受本党派提出的信息' 但是当同样信息由对立党派提出时' 人们就会对此进
行拒绝并进行过多的思考, 观念形态是个体在信息选择上出现差异' 带来偏见
和盲目决策选择的主要原因$M<2 '̂ *#)"- >;BB5/J' *#))% ,

观念形态同样会对个体的逻辑推理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因为观念形
态影响甚至决定了个体进行逻辑推理的原则或路径$ H1652 [T<f<BB' )Z()-

T<f<BB<7.Bb' )Z$%% , 观念形态凸显的个体' 在进行决策之前的典型逻辑是
(如果11' 就会11 $1P1' f5;B=1%)' 这主要通过观念形态化的想象来实现
$V59<6.2' )ZZ"- 西蒙' )Z%%% , 在信仰体系的(认知地图$N5U2171?<A.-9% )

理论看来' 观念形态是关于不确定社会现实的理解地图$K<<@7̂' )Z&+% , 观念
形态主要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在哪里* 将要去向哪里* 最好的通往目的地
的路是什么* 接下来要做什么*) 正是这些问题将观念形态和行为选择联系起
来' 决定了人的决策$ H/.@I@5;U0' )Z%+

!

*(% ,

"b观念形态激活现象
与社会层面的观念形态概念不同' 个体观念形态是社会观念形态内化于人

的精神世界后形成的价值观和信念系统' 从普遍意义上来讲' 处于政治生活中
的任何人都应该具有某种观念形态倾向' 而且可以通过具体标准进行测量$巴
拉达特' *#)#- 博比奥' *#)*- ><@@:<7.Bb' )ZZ%' *#)*% , 个体观念形态的形
成是持续而缓慢的过程' 它不仅受到个体所处的环境+ 接受的宣传和教育的影
响' 还与个体的性格特征+ 成长经历+ 社会阶层等有关$O597' *##&- d<B=6.2

[O5029752' *#)+- K@<<2I<@U[O52.9' *##"% , 成年人的观念形态一旦形成' 就
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斯通' )Z%(- M<?1712 [A1BB<@'

)Z(Z% , 但是' 个体的观念形态并非时时清晰可见' 也非每分钟都在发挥作用,

事实上'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形态是模糊不清的' 当个体在接触价值中立或
缺乏刺激性的材料时' 也只是按常规的逻辑进行思维' 观念形态作用的发挥可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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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要来自外部的刺激, 正如西蒙$)Z%%

!

%( 'Z*% 所认为的' 那些决定人们决
策行为的(内部机制) ' 往往需要(外部机制) 的刺激才能启动,

在政治心理学领域' 已有不少关于观念形态启动效应$E@1612U]PP</7% 的实
验研究, 比如香农.麦科伊$ H0.2252 L4A/N5:% 和布任达.梅杰$>@<2=.

A.,5@% $*##(% 通过实验刺激启动了被试精英主义观念形态' 精英主义的启动
会让人更愿意去证明不公平是合理的' 影响人们面对不公平$歧视% 时做出的
解释, 特拉维斯.卡特$S@.?19ObN.@7<@% 等学者$*#))% 的实验证明人的政治
行为和决策可能被一些环境中的暗示性因素所影响' 当研究被试暴露在有国旗
的环境中时' 被试的保守主义观念形态就会被启动' 进而影响被试对候选人的
判断和最终的投票选择, 启动效应研究证明了外界观念形态刺激会对个体的认
知与决策产生影响, 但是与其他心理学中的(启动) 研究一样' 观念形态的
(启动) 研究只强调外界实验刺激的作用' 而个体本身的特征并不受重视' 也就
是说' 个体原有的观念形态是不作考虑的,

拉扎斯菲尔德对*# 世纪+# 年代美国政治选战和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研
究' 结果发现' 政治选战的主要作用不在于强加给人们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启
动% ' 而在于(激活) 人们原有的政治倾向, 他认为' 个体原有的政治倾向就像
是胶卷的底片' 而政治倾向的激活' 就像是相片显影剂的作用' (可以让潜在的
政治倾向变得可视并表达出来) $拉扎斯菲尔德' *#)) % , 布莱恩.琼斯
$*#)#% 也指出' 通过政治宣传等外部刺激' 个体的观念形态可以被刻意地激
活' 从而影响议程设置和公共政策决策, 其基本机制是' 价值观$观念形态%

是人行为决策的标准' 虽然价值观的作用经常是下意识的' 但是也可以通过各
种形式被唤醒和表达$M.70.6[E12=<@' *##$% ,

'二( 研究问题

已有的研究证明' 个体的观念形态可以通过外在刺激激活' 且会对决策产
生影响, 但是' 现有研究仍存在大量模糊' 甚至是(黑箱) 的领域' 需要回答!

第一' 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是否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个体已有的观念形态
是否会对决策发生作用* 观念形态在被激活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观念形
态激活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已有的静态的+ 断点式的研究无法回答该问题'

需要以新的研究设计来回答之,

第二' 激活后的观念形态如何对公共决策产生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 观念形态
会影响决策过程中的信息筛选和逻辑思维' 但是这种影响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
样的* 在面对客观事实材料的判断和主观推理想象的过程中' 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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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否会有差别* 更重要的是' 现有的研究无法解释外在的观念形态刺激和个体内
在的观念形态之间的交互作用, 比如! (左) + (右) 以及(中) 的个体' 在接
受(左) 的材料刺激后' 会呈现出怎样的决策特点* 他们是一起更偏好(左)

的选择* 还是(左) 的更偏好(左) ' (右) 的更偏好(右) 了呢* 原本(中
立) 的被试是否会动摇* 是否会带来一些特殊的决策效果* 不同的研究结论在
这个方面经常是矛盾的, 对此' 应基于实验数据' 进行深度剖析,

第三' 观念形态作用机制的跨文化比较, 观念形态本身具有典型的地域性
特征' 它不但受到各国文化和社会背景的深刻影响$LB12U<6.22' )Z(Z- K5@=52

[H<U;@.' )ZZ(% '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其划分和表现也是不同的$巴拉达
特' *#)#% , 以往关于观念形态与决策的研究大多是以西方社会为背景进行的'

对当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 中
国社会中的观念形态如何影响公民决策* 这是值得讨论的本土公共管理现象,

本研究将通过实验室研究回答上述三方面的问题,

三& 研究方法

'一( 实验设计

通过实验室实验的方法研究观念形态及其激活对个体决策结果产生的影响,

实验采用" $观念形态! 左+ 中或右% r* $观念形态激活状态! 激活或未激
活% 的被试间设计, 实验包括两个自变量! 自变量) 为被试原有$潜在% 的观
念形态' 主要通过自编的"新(左) & (右) 观念形态量表# 进行测量'

! 被
试的观念形态被分为(左) (中) (右) 三个水平, 自变量* 为观念形态的激活
状况' 包括激活和非激活两个水平' 主要通过呈现不同的实验材料实现操控,

所有被试按其观念形态被随机分配到激活组$接受观念形态激活% 和未激
活组$不接受观念形态激活% ' 共形成六个组' 分别是! Y) 组$ (右) 激活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

!

本研究最初拟采用已有的西方观念形态量表筛选被试# 结果发现并不适用# 因此研
制了+新(左) ' (右) 观念形态量表, $ 其编制依据为& 中国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
争) 的核心问题的概括# 以及(左) % (右) 论坛的争论焦点分析# 经过+)(份问卷标准化而
形成$ 该量表由*#个题目% 四个维度构成&

!

对中美发展模式的看法!共$ 题#

"

k#4(*" -

"

对毛泽东及其历史时期的看法!共$ 题#

"

k#4()" -

#

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共$ 题#

"

k

#4&(" -

$

自由% 人权价值观取向!共$题#

"

k#4&$" $ 总体
"

系数为#4(%$ 量表的详细情
况# 另有专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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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Y*组$ (左) 激活组% + Y"组$ (中) 激活组% + >)组$ (右) 未激活
组% + >*组$ (左) 未激活组% 和>"组$ (中) 未激活组% ,

'二( 被试

按照实验研究的常规做法' 通过张贴广告和直接在课堂上发放问卷的方式
来招募实验被试, 有可能参与实验的同学都须先接受观念形态调查' 填写专业+

年龄+ 性别+ 参与实验意向和联系方式等, 观念形态量表在实验主试和实验助
理的管理下发放和填写' 现场回收, 每位填写完问卷的同学可获得参照学校勤
工俭学标准的适当报酬, 共在中山大学本科生中发放问卷+") 份' 回收有效问
卷+)(份,

问卷回收后' 按照观念形态标准对参加实验的被试进行分类整理' 排除掉
在问卷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实验的同学$约占+4$&j% ' 在剩余同学中按
)#j的比例挑选左+ 中+ 右被试各+#名' 最后共获得))$名有效被试!

, 其中'

(左) "Z名' (中) "%名' (右) "% 名, 性别比例为! 男生+# 名' 女生($ 名'

年龄在)%&*+岁$Ck*#4*$' /Ak)4"#% ' 本科一至四年级生人数分别为! ""

人+ $#人+ *"人和Z人' 来自中山大学的)"个学院,

'三( 实验材料

)b背景材料
背景材料根据现实中的真实材料进行改编' 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 对Y

市张市长的基本描写' 如受教育背景+ 之前的工作情况等, 对张市长的描写简
单直白' 以保证无法从中获得其他更多信息$如性格+ 执政理念等% - 第二' 一
份常规的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 报告人为张市长, 在实验中' 观念形态激活组
和未激活组的被试均需阅读背景材料' 在此基础上对决策的人物和环境有大致
的了解, 背景材料为最常见的媒体对政府和官员的报道' 语言描述中性,

*b实验刺激材料!观念形态效应激活"

激活组的材料带有强烈的观念形态导向' 主要包含两部分' 分别对被试原
有的观念形态进行标签激活和要素激活! 第一' 标签激活, 通过)ZZ# 年代(新
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的介绍' 向被试介绍了争论双方的核心观点' 并让被试
思考自己的立场, 第二' $左倾% 要素激活, 对虚拟的市长进行详细介绍' 包括

"#!

#

专栏

!

其中有+人未能准时参加实验# 有)人被发现冒名顶替他人# 故将其数据删除# 剩余
有效数据))$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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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对张市长的访谈材料, 第一段材料凸显了当时还是(大学老师) 的张市长
被称为(毛泽东的坚定拥护者) , 在访谈中' 他表现出了对毛泽东的热爱' 并反
驳了对毛泽东的种种批评, 第二段材料是张担任市长后接受采访的材料' 他强
调公平和政府的作用' 无论是执政理念还是具体的施政方针都体现出了(左)

的倾向, 为了防止实验刺激对决策问题产生直接干扰' 实验刺激除了带有强烈
的(左) 观念形态外' 和决策材料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决策中的土地纠纷问题
也被假设成是前任政府遗留的问题,

非激活组的材料则不带有任何观念形态导向' 内容是两段户外运动的介绍,

材料构成在字数和格式上与激活组基本一致,

"b决策材料
决策材料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在前测中呈现' 为决策问题的产生' 决

策问题是一则虚拟的美国企业+ Y市地方政府与失地农民在土地赔偿问题上的
纠纷问题, 材料显示' 某美国企业为了在Y市进行投资' 征用了Y市城乡结合
部*##余亩土地,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 美国企业+ 市政府与当地农民进行了谈
判和赔偿工作' 最后双方签订了合同, 但是在一年后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到
市政府上访' 他们觉得当初的补偿过程中存在欺骗' 而且赔偿款过少' 使他们
在失去土地后生活陷入困境' 因此希望政府可以帮助解决工作' 并要求美国企
业进行补偿, 但是美国企业则认为' 当初他们已经按照合同完成了农民土地的
赔偿工作' 所以拒绝了农民的要求,

第二部分在后测中呈现' 为决策备选方案的提出, 材料显示' 针对该纠纷'

市政府给出了三种备选方案' 三种方案分别是(右) 立场的市场主导方案+

(左) 立场的政府主导方案和(中) 立场的市场政府共同作用方案, 在后测中'

被试需要重新对事件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同时还需在三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
一种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前+ 后测问卷中还包含了用于测量被试决策逻辑
$推理和想象过程% 的主观题两题,

'四( 实验流程

采用,.?.程序编写所有实验材料' 这些实验材料会按实验流程在电脑上呈
现' 电脑自动记录被试在电脑上的所有操作, 实验共&个步骤' 依次进行!

!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

!

在实验正式进行前# 已进行两轮预实验# 以保证实验材料符合精确% 易读的标准#

实验流程切实可行$ 为了防止潜在的实验被试被污染# 预实验被试与潜在实验被试严格分离#

采取在其他学校进行预实验# 同时要求所有预实验被试签订保密协议$ 在预实验结束后# 根
据被试反馈# 对实验材料进行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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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准备, 被试按组进入实验室' 按编号坐到相应的电脑前, 每台电脑
之间都有隔板' 保证被试独立完成, 实验主试向被试朗读指导语' 介绍实验流
程+ 注意事项等内容,

第二' 背景材料阅读, 实验开始后' 被试点击电脑桌面上的实验图标' 输
入自己的被试编号' 进入实验, 电脑程序会自动显示背景材料' 被试根据引导
语阅读Y市市长的简短介绍和政府工作报告$节选% ' 在材料阅读的时间结束后
$"分钟% ' 材料会消失,

第三' 前测, 电脑程序按顺序显示决策材料的第一部分' 被试进行阅读并
对土地纠纷事件做出基本判断和推理,

第四' 激活材料输入, 每位被试拿到一份纸质材料和一支笔' 允许被试在
纸上做记号, 其中激活组的被试拿到一份具有强烈(左) 观念形态特点的访谈
材料' 非激活组拿到一份不具有任何观念形态倾向的材料, 被试还被告知要对
他们的记忆和理解能力进行测量' 他们要尽可能地理解看到的内容, 两份材料
在字数和所需的阅读时间上大致相当, 阅读材料时间为% 分钟' 阅读完以后材
料会被收走,

第五' 后测, 被试继续在电脑上完成后测, 首先' 被试需在重新对土地纠
纷事件做出判断' 题目类似于前测, 之后' 被试将阅读到第二段决策材料' 并
在三个决策方案中进行选择或者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

第六' 猜测实验目的和公布实验真实意图, 实验结束后' 实验主试告知被
试实验的真正目的' 对实验中存在的欺骗行为寻求被试的谅解, 最后' 按当地
一般报酬水平' 被试领取$#元实验报酬后离开,

四& 结果与分析

'一( 观念形态划分及操作检验

观念形态划分的有效性需要通过比较(左) (中) (右) 被试的量表得分进
行检验, 本研究中' 所有被试的观念形态得分的均值为$"4Z+ $ /Ak)#4Z& % ,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左) $Ck&+4(Z' /Ak"4&)% + (中) $Ck$$4&&'

/Ak*4Z+% + (右) $Ck+)4#%' /Ak(4)$% 被试的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M

$*' ))*% k**(4&Z' <l#4##)% , 事后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 (左) 被试的得
分显著高于(中) 被试' 也显著高于(右) 被试' (中) 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
(右) 被试$<值皆小于#4##)% , 这表明' 本研究对于被试观念形态划分的操

$#!

#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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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有效的,

))$名被试按观念形态$ (左) (中) (右) % 随机分入激活组与非激活组'

独立样本.检验的结果显示' 按不同观念形态进行分组的被试' 在激活组和非激
活组的前测结果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值皆大于#4)% ' 说明实现了随机分组
的目的,

'二( 前测组间比较

为了检验未激活状态的观念形态对决策信息认知的影响' 在前测中' 具有
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首先需要阅读决策材料的第一部分' 材料显示了土地纠纷
事件产生的原因' 以及事件中存在的多方矛盾, 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材料后'

所有被试需要接受两个部分的测量!

第一部分测量被试对土地纠纷事件的基本态度和判断, 在该部分' 被试需
要填写自己对土地纠纷事件中各方行为的态度, 包括' (是否赞成Y市政府引进
外资建立外贸市场的行为) ' (每亩地&万元的补偿款是否合适) ' 农民代表所提
的三个要求是否合理$针对三个要求分别提问% ' (美国企业拒绝赔偿的态度是
否合理) ' 共&题客观题' 皆采用M1J<@7量表$ 点计分的方式, 以被试的观念形
态为自变量' 分别对&题的结果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左) (中)

(右) 被试在对决策事件的基本判断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值皆大于#4#$% ,

在对事件责任的认定上$ (对农民上访这件事' 您觉得责任主要在谁*) % '

d190<@精确检验的结果显示!

!

(左) (中) (右) 被试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

k#4%#%% ' (左) (中) (右) 被试中均有接近或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三方$政
府+ 农民+ 美国企业% 都有责任) ' 选择是(农民的责任) 或(政府的责任)

的人数居中' 选择(其他) 的人数最少,

" 这说明' 在未接受观念形态激活前'

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对纠纷事件的态度和看法上并无显著差别' 他们对事件
的判断基本上是一致的,

前测的第二部分为主观题' 需要被试脱离客观材料' 通过主观想象来猜测
(当时的Y市政府会偏向于哪一方* 是农民还是投资商' 为什么*) 结果显示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

!

"

在单元格期望频数小于)# 或者有*#j以上的单元格期望频数小于$的情况下# 采用
d190<@精确检验# 无卡方值和自由度# 只有-值$ 参见!张厚粲% 徐建平# *##"

&

*$& '*$(" $

按照卡方检验的数据处理原则# 实验中无人选择(是美国企业的问题) 的选项# 因
此在进行检验时将该选项去除# 选择(三方都没有责任) 的人数较少# 出现了单元格期望频
数为#的情况# 因此将其与(其他) 选项进行合并# 最后进行卡方分析因变量的四个选项分
别是& (是政府的问题) (是农民的问题) (三方都有责任) 和(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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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在前测中' (左) (中) (右) 被试对政府偏向的想象不存在显著差异
$d190<@精确检验' <k#4)+%% ' 如果仅比较(左) (右) 被试的观点' 则可以发
现(左) 被试和(右) 被试对政府行为想象的差异存在边缘显著$d190<@精确
检验' <k#4#&+% ' 具体结果如表) 所示, 虽然(左) (中) (右) 被试都更倾
向于认为政府会支持美国企业' 但是在(左) 被试中' 仍有*#4$)j的人认为
政府会倾向于支持农民' 而(右) 被试中只有$4*&j人认为政府会倾向于
农民,

表)!猜测Y市政府的偏向
请您猜测当时的Y市政府会偏向于哪一方#

!!!是农民还是美国投资商*

支持农民 支持美国投资商 其他 合计
观念形态 (右) * !$4*&j" "$ !Z*4))j" ) !*4&"j" "% !)##j"

(左) % !*#4$)j" *% !()4(Zj" " !(4&Zj" "Z !)##j"

(中) ( !)%4+*j" "# !(%4Z$j" ) !*4&"j" "% !)##j"

合计 )( !)+4(%j" Z" !%#4%(j" $ !+4"$j" ))$ !)##j"

对主观题答案进行梳理和编码$表*% ' 可以发现不同观念形态被试的思维
逻辑! (右) 被试强调契约和协议的重要性' 所以(协议必须遵守) 是他们认
为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最主要原因, 同时' (右) 被试的逻辑推理中还包含了大
量对政府行为负面动机的归因' 比如认为政府是因为可以从投资商手中获利
$官商勾结% 或是农民容易被压制才支持投资商, 相反' (左) 被试和(中) 被
试则认为(投资商更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是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主要原因'

他们对政府会支持投资商的归因大多数是正面的' 相对(右) 被试而言' (左)

和(中) 被试中有更多人认为政府会倾向于农民' 原因是政府本来就应该代表
本国人民利益,

表*!不同观念形态被试政府偏向推测归因

政府支持投资商的原因 (左)

被试
(中)

被试
(右)

被试
!

投资商没有错# 协议必须遵守 Z Z )$

"

投资商可以发展当地经济 )% *# ))

#

投资商可以让政府8官员获利 + $ )#

$

如果政府支持农民# 将会使以后的征地工作变得更困难 ) # *

&#!

#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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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持投资商的原因 (左)

被试
(中)

被试
(右)

被试
)

农民势单力薄# 容易打压 $ $ Z

*

中国政府不敢得罪投资商 " # #

+

其他 # * *

政府支持农民的原因
!

为了(维稳) + + )

"

农民的要求是合理的 ) ) )

#

农民更值得同情 * # #

$

因为政府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帮助农民是义务 + + #

)

其他 ) # #

"

注& 表中的数据表示提及该原因的人次# 一个被试可能同时提及其中的几点原因$

由前测结果可知' 在观念形态未被激活时' 面对客观事件材料' (左) (中)

(右) 被试的判断并未出现差异' 被试观念形态的作用没有凸显, 但是在需要被
试展开推理和想象的时候' (左) (右) 被试之间的差异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体现,

'三( 后测组间比较

在实验刺激环节' 激活组的被试接受了带有明显(左) 观念形态的实验材
料刺激' 未激活组被试则未接受观念形态激活, 后测中' 被试需要进行三个方
面的测量!

)b立场和责任判断
被试需要回忆在前测中见过的土地纠纷事件' 确定自己在该事件中的立场

$ (在这次事件中' 您更愿意支持哪一方*) % ' 并且再次判断事件的主要责任方
是谁* 首先' 在立场上' d190<@精确检验的结果显示' (左) (中) (右) 被试在
这一题的结果上差异显著$<k#4#)*% ,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验刺激带来的影响'

将观念形态激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对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结果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在未激活组中' 具有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答案选择上不存在显著
差异$d190<@精确检验' <k#4)Z*% , 而在激活组中' 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支
持方的选择上则存在显著差异$d190<@精确检验' <k#4#)#% , 激活组和未激活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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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具体选择如图)!

图)!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在立场选择上的比较

图)显示' 相对未激活组而言' 观念形态激活组的(左) 被试选择(支持
上访农民) 和(都不支持) 的人数更多' 而选择(支持美国企业) 和(其他)

的人数更少, 激活组的(右) 被试相对未激活组而言差距不大, 差距最大的为
(中) 被试' 激活组中支持上访农民的人数明显多于非激活组,

之后' 被试再次对事件责任进行判断' 面对的问题与前测一模一样, 结果
显示'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

*

k)#4$Z' 4?k"' <k

#4#*"% ' 如表"所示!

表"!事件责任判断
对于农民上访这件事# 您觉得责任主要在谁*

政府的
问题

农民自己
的问题

三方都
有责任 其他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组 )%

!"#4$#j"

+

!&4(%j"

*Z

!+Z4)$j"

%

!)"4$&j"

$Z

!)##j"

未激活组 &

!)#4()j"

)#

!)(4%&j"

"&

!&+4*Zj"

+

!(4)+j"

$&

!)##j"

合计 *+

!*#4%(j"

)+

!)*4)(j"

&$

!$&4$*j"

)*

!)#4+"j"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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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组选择(是政府的问题) 的人数明显多于非激活组' 而非激活组选择
是(农民自己的问题) 的人数则多于激活组' 也就是说' 经过(左) 观念形态
激活后的被试更倾向于让政府为这件事情负责' 而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
则认为农民自己应该对事件负主要责任, 不论是站在农民这边' 还是认为(政
府应该为此事承担主要责任) 都显示出(左) 的特点' 说明激活组的选择受到
了实验刺激的影响, 同时' 后测结果也显示' (左) (中) (右) 被试的结果并
无显著差异$d190<@精确检验' <k#4Z##% ,

*b方案选择
在该部分' 被试需要先阅读一份简短的关于该决策问题的三种备选方案'

并让被试在三个决策备选方案中选择一个最赞成的方案或提出自己的意见, 第
一种方案为(市场和契约导向) ' 该方案认为应该(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中' 一切
都应当以法律+ 合同+ 协议和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不可以在协议生效几年后再
次增加每亩地的补偿' 而且也不赞成帮农民解决工作和给农民发放生活补贴) ,

第二种方案为(政府和大众导向) ' 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弱势群体' 农
民因为征地的事情失去土地' 生活陷入困境' 政府应该帮其解决问题' 尽可能
满足农民提出的三点要求' 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促使美国企业承担一部分
责任) , 第三种方案为(折中协商导向) ' 认为(政府应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让美国企业和农民再次坐下来谈判' 然后根据谈判的结果来处理) , 此外' 如果
上述三种方案被试都不赞成' 则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首先从总体上来看' 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 如表+所示!

表+!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决策方案的选择人数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 方案* 方案"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

组
&

!)#4)(j"

*#

!""4Z#j"

**

!"(4*Zj"

))

!)%4&+j"

$Z

!)##j"

未激
活组

$

!%4Z"j"

)+

!*$4##j"

)+

!*$4##j"

*"

!+)4#(j"

$&

!)##j"

合计
))

!Z4$(j"

"+

!*Z4$(j"

"&

!")4"#j"

"+

!*Z4$(j"

))$

!)##j"

观念形态 (右)

%

!*)4#$j"

)#

!*&4"*j"

Z

!*"4&%j"

))

!*%4Z$j"

"%

!)##j"

(左)

)

!*4$&j"

)+

!"$4Z#j"

)"

!""4""j"

))

!*%4*)j"

"Z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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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 方案* 方案" 自己的意见 合计
观念形态 (中)

*

!$4*&j"

)#

!*&4"*j"

)+

!"&4%+j"

)*

!")4$%j"

"%

!)##j"

合计
))

!Z4$(j"

"+

!*Z4$(j"

"&

!")4"#j"

"+

!*Z4$(j"

))$

!)##j"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在决策方案的选择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

$

*

k(4#Z' 4?k

"' <k#4#&Z% , 经过(左) 的观念形态刺激的被试' 在方案* 和方案" 的选择
人数上都多于未激活组, 也就是说' 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 激活组更倾向于选
择具有政府导向的第二个方案' 以及将市场导向和政府导向相结合的第三个方
案, 与此同时' 激活组中发表独立意见的人数$)) 人% 却远远少于未激活组
$*"人% ' 不到未激活组人数的一半,

同时' 如表+ 所示' 在方案) $市场8契约导向% 上' 选择人数最多的为
(右) 被试' 在方案* $政府8大众导向% 上' 选择人数最多的为(左) 被试,

而(中) 被试则更多地选择方案" $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 , 在提出自己意见的
人数上' (左) (中) (右) 被试非常接近,

为了进一步分析实验刺激对(左) (中) (右) 被试的影响' 以观念形态的
激活状态为控制变量' 采用多重列联表的方式' 分别对激活组和未激活组的决
策情况进行分析' 具体频数分布如下!

表$!未激活组和激活组中的决策方案选择人数
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 方案* 方案"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未激活组
观念形态

(右) *

!))4))j"

$

!*(4(%j"

+

!**4**j"

(

!"%4%%j"

)%

!)##j"

(左) )

!$4*&j"

&

!")4$%j"

$

!*&4"*j"

(

!"&4%+j"

)Z

!)##j"

(中) *

!)#4$"j"

"

!)$4(Zj"

$

!*&4"*j"

Z

!+(4"(j"

)Z

!)##j"

合计 $

!%4Zj"

)+

!*$4##j"

)+

!*$4##j"

*"

!+)4)#j"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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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赞成三种方案中的哪一种方案*

方案) 方案* 方案" 自己的意见 合计
激活组
观念形态

(右) &

!"#4##j"

'

$

!*$4##j"'

$

!*$4##j"

'

+

!*#4##j"

(

*#

!)##j"

(左) #

!#j"

(

%

!+#4##j"

'

%

!+#4##j"

'

+

!*#4##j"

(

*#

!)##j"

(中) #

!#j"

(

(

!""4""j"

'

Z

!+*4%&j"

'

"

!)+4*Zj"

(

*)

!)##j"

合计 &

!)#4*j"

'

*#

!""4Zj"

'

**

!"(4"j"

'

))

!)%4&j"

(

$Z

!)##j"

注& 图中箭头表示激活组相对未激活组人数的变化# (

'

) 表示上升# (

(

) 表示下降#

(') 表示基本持平$

首先' 未激活组的结果显示$表$% ' 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在决策选
择上非常接近' 不存在显著差异$d190<@精确测量' <k#4Z+) % ' 从总体上来
看' 选择方案*和" 的人数较多' 同时' 提出自己意见的被试占据了绝大多数
$+)4)j% ,

其次' 激活组的结果则显示$表$% ' 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被试在方案选择
上呈现出了边缘显著差异$d190<@精确检验' <k#4#&)% , 激活组的(右) 被试
中' 选择最多的为方案)' (左) 被试选择最多的为方案*' (中) 被试和(左)

被试一样' 没有人选择方案)' 而是更倾向于选择方案* 和方案", 同时' 不论
是(左) 被试+ (右) 被试还是(中) 被试' 在激活组中提出自己独立意见的
人数大大少于未激活组,

综合上述结果可以得知! 第一' 在未经观念形态激活的未激活组' 被试原
有的观念形态并不对其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但是在激活组中' 观念形态对决策
的影响显著, (右) 被试会偏好于带有(市场和契约) 导向的方案)' (左) 被
试会选择(政府和大众) 导向的方案*' (中) 被试则偏好于协作导向的方案",

第二' 激活组的(中) 被试' 在接受(左) 观念形态激活以后' 受(左) 的观
念形态影响的效果明显' 相对未激活组' 选择方案* $政府导向% 和方案" $政
府和市场共同作用% 的人数明显更多, 第三' 激活组提出自己意见的人数不到
非激活组人数的一半' 说明观念形态的激活不但不能让人的决策思维变得更活
跃' 反倒会让人的思维模式产生固化' 减少人进行自由思考+ 提出独立意见的
可能性' 而更倾向于在已有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

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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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决策推理
最后' 后测问卷要求被试再次推测Y市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 只是决

策者不再是笼统的(Y市政府) ' 而是在激活材料中出现的' 带有明显(左) 的
观念形态的(Y市张市长) $Q_)+m #$! (*##% 年' 张景刚当选为Y市市长'

即遇到了农民上访的问题' 您觉得他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他是否会答应农民
的要求* 为什么*) %

实验结果显示' 不论是激活组还是未激活组' 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之间皆
不存在显著差异$<值都大于#4)% ' 激活组和未激活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 k

)Z4&"' 4?k*' <l#4##)% ' 如表&所示!

表&!推理与想象

您觉得张市长是否会答应农民的要求*

会答应 不会答应 其他 合计
是否激活 激活组 +*

!()4)Zj"

+

!&4(%j"

)"

!**4#"j"

$Z

!)##j"

未激活组 )(

!"#4"&j"

)"

!*"4*)j"

*&

!+&4+"j"

$&

!)##j"

合计 $Z

!$)4"#j"

)(

!)+4(%j"

"Z

!""4Z)j"

))$

!)##j"

经过(左) 观念形态激活的激活组中有将近()4*j的被试觉得刚刚上任的
张市长会答应农民的要求' 剩余的**j选择了(其他) ' 只有&4%j的人认为张
市长不会答应农民的要求, 但是在未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未激活组中' 有将近
*$j的人认为在背景材料中看起来还算亲民的张市长不会答应农民的要求' 另
外有+&4+j的人选择了(其他) , 激活组反应出观念形态激活以后所带来的刻
板印象' 即( 4左派5 的市长一定会支持农民提出的要求) , 刻板印象减少了人
们进行理性思考的努力' 实验中的部分被试不再像前测那样根据对事实材料的
分析来进行推测' 而是根据张市长的观念形态倾向直接推测出他会答应农民提
出的要求的结论, 在激活组的$Z 名被试中' 有)& 名被试的猜测是直接根据张
市长的(左) 立场做出的' 其中更有+ 名被试' 直接并且只提到了(因为张市
长是4左派5 ' 所以一定会支持农民) 的逻辑, 此外' 和之前的检验结果一样'

经过观念形态激活的激活组' 提出独立意见的人数仍然只有未激活组的一半,

激活组的绝大多数人$((4Z(j% 只在(是) 和(否) 之间进行了选择' 而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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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组中提出独立观点的人则占了将近一半$+&4+"j% , 这同样说明' 观念形
态思维方式' 不仅决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向' 而且还削弱了人们思维的广度和
范围,

五& 讨论

'一( 未被激活的观念形态

前测的实验结果显示' 在面对客观事实材料时' 处于未激活状态的观念形
态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对土地纠纷事件的基本态度和责任判断上' 不同观念形
态的被试并未出现显著差异' 立场基本一致, 但是在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想
象推理的过程中' 观念形态较为极端的被试则出现了差异, 西蒙$)Z%*% 曾指
出' 价值观之所以会对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是因为决策的结果产生于未来' 决
策中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因素' 这些未知的部分只能通过人的想象来填补' 而正
是在这个想象的过程中' 价值观和观念形态开始发挥作用, 唐斯$*##$% 在研
究投票人决策的时候同样强调了不确定性的作用' 他认为' 在个体决策的过程
中' 因为信息的有限性' 人面临大量未知的事件' 比如! 不知道政府可能采取
的政策' 不知道任何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等' 在这种情况下' 理性的个体依靠
自身观念形态提供的逻辑来进行判断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有大量学者的研究都证明' 在面对各种媒体宣传' 决策信息过量时' 人们
往往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来进行信息选择和决策' 这个过程是充满偏见和缺乏
思考的$L.0.2' *#)"- M<<-<@<7.Bb' *#)+- M.; [V<=B.f9J' *##&- K5@<2 <7

.Bb' *##Z% , 本实验的前测结果检验了在决策(信息量适度) 和(信息量匮乏)

的情况下' 观念形态不同的个体在决策认知上的差异, 前测结果发现' 在对客
观事实材料进行简单判断时' 因为信息充分而单纯' 所以人们可以根据事实本
身或者更为基本的社会规则+ 道德标准来进行判断' 观念形态不同的个体在对
决策事实的认知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偏见和缺乏思考的现象没有出现' 此时'

观念形态的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在面对信息匮乏' 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个体更有可能会受到内在观念形态的影响, 为了在信息缺乏的决策环境中做出
(正确) 的决策' 个体不得不进行推理和想象' 这个过程使沉睡中的观念形态开
始苏醒并发挥出作用, 在实验中' (右) 被试开始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无疑会站在
国外企业家这边' 背后的逻辑是(市场契约是重要的) ' 相对而言' (左) 被试
中有更多人认为政府会站在农民这边' 因为(政府本来就应该代表本国人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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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在(左) 被试的想象中' 政府经常是正义的化身' 而在(右) 被试的
想象中' 政府更有可能是邪恶的,

'二( 激活的观念形态

通过对实验后测结果的分析' 可以发现' 激活组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呈现
出了与未激活组截然不同的反应' 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产生了以下影响!

)b外在观念形态刺激的(牵引) 作用
后测结果显示' 未激活组的被试在矛盾方的立场选择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激活组的被试在立场上则存在差异$<k#4#)# % , 仔细观察激活组内(左)

(中) (右) 被试的立场选择情况' 可以发现' 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 不论是
(左) (中) 还是(右) 被试' 都呈现出了更明显的(左) 特征' 有更多的人选
择了(支持上访农民) , 相对而言' 激活组中的(右) 被试受(左) 观念形态
的(牵引) 较小' 原因可能在于' 被试原有的观念形态阻止了其受到外界对立
观念形态的(牵引) , 正如拉扎斯菲尔$*#))

!

(Z% 所说' 具有强烈的既有政治
倾向的人' 实际上是最不可能(倒戈) 的人, 激活组中的(中) 被试受外界观
念形态(牵引) 的影响最大, 在激活组中' (中) 被试选择(支持上访农民)

的人数是未激活组人数的"倍$分别是Z人和"人% , 同样' 在对(谁应该对此
事负责) 的问题上' 激活组中有超过"#j的人选择了带有明显(左) 观念形态
特征的(政府应该对此负责) ' 而在未激活组中' 该比例只有)#4()j, 总体上
来看' 相对于未激活组' 激活组的被试更多地表现出了(同情底层人民) 和
(强调政府作用) 的(左) 的特征, 同样' 观念形态的(牵引) 作用也体现在
对认知过程的影响上' 相对于未激活组而言' 激活组更容易得出(张市长会答
应农民的要求) 的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 观念形态与个体的立场和情感密切相关, 观念形态宣传
的作用在于激发人们的某种立场' 比如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看法$M<<-<@<7

.Bb' *#)+- V59<6.2' )ZZ"% , 有研究发现' 观念形态宣传可以带来(强化) 和
(倒戈) 的效果, 一方面使具有同样观念形态的个体更加坚持原有的选择' 另一
方面则鼓动持有相反观念形态的人进行(倒戈) ' 而选战最主要的任务在于拉拢
原先位于中间的摇摆不定的选民$拉扎斯菲尔德' *#))% , 本研究发现! 在实验
中接受(左) 观念形态刺激的被试' 不论其原有观念形态如何' 都可能受到
(左) 的观念形态的(牵引) ' 更易表现出(左) 的特征' 而最易受到观念形态
(牵引) 的正是那些处于(中立) + 摇摆不定的人群, 在受到外界(左) 观念形
态的刺激后' 激活组的(中) 被试在立场和责任判断上出现更加明显的(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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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

*b决策偏好的观念形态化
在决策选择上' 激活组也比未激活组更多地选择了具有明显(左) 偏好的

方案* $<k#4#&Z% , 但是对激活组的结果做进一步分析' 可以发现! 在激活组
中' 被试仍然更倾向于选择和自己原有观念形态相一致的方案' 原有观念形态
仍然在发挥作用, 实验结果显示! 激活组中不同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决策方案的
选择上存在边缘显著$<k#4#&) % ' 其中' 有"#j的(右) 被试选择了带有
(右) 倾向的方案)! 重视市场契约' 反对补贴农民, 而这一方案在激活组的
(左) 被试和(中) 被试看来' 是完全无法接受的$选择这一方面的(左) 被
试和(中) 被试人数为#% , 激活组的(左) 被试中有+#j的被试选择了更具
(左) 特点的方案*' 认为应该尽可能满足农民提出的三点要求' 同时促使美国
企业承担一定责任' (左) 被试中选择方案" 的人数也较多, (中) 被试中则有
+*4%&j的人选择了更为(中立) 的方案"' 希望三方能够再次通过协商的办法
来解决这一问题, 而在未激活组中' (左) (中) (右) 被试的决策选择没有显
著差别$<k#4Z+)% ,

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 西蒙$)Z%%

!

%( 'Z*% 认为! 决定人行为模式的有两
种机制' 分别是(行为一旦有了方向' 就坚持该特定方向那些机制) 和(引导
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那些机制) ' 分别称其为(内部机制) 和(外部机制) - 内
部机制经常表现为某种习惯' 而外部机制则是来自于外部的刺激, 在本研究中'

(左) 的观念形态刺激类似于(外部机制) ' 会引导人们朝向某一方向' 而作为
(内部机制) 的个体原有的观念形态则更为牢固' 包含大量价值判断的观念形态
决定了人们决策的目标和实现的路径' 促使人们坚持按那个方向前行,

同时' 研究也显示了观念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 特征, 斯通$)Z%(%

认为' (因为观念形态深植于个人的信念和态度的网络中' 而且通常是潜意识地
持有某种观念形态' 所以它相当稳定) ' 并认为在一个人成熟以后' 观念形态就
难以有实质性的变化, 同样' 观念形态的作用也具有持续性, 特蕾莎.列维京
$S<@<9.]bM<?1712% 和沃伦.米勒$X.@@<2 ]bA1BB<@% $M<?1712 [A1BB<@' )Z(Z%

通过对)Z(*&)Z(&年总统选举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证明了人们的观念形态具有持
续性' 在这几年中' 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形态对候选人进行选择和评估' 连续
性相关系数$N52712;17:N5@@<B.7152% 达到#4&$,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 就算在受
到某种观念形态的刺激以后' 人会暂时出现被该种观念形态(牵引) 的现象,

但是在面临最终决策的时候' 人自身原有的观念形态仍然是发挥了更为关键的
作用' 要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形态及其作用是非常困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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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思维的观念形态局限
本研究的另一个有趣发现在于观念形态激活对独立意见数量的影响, 不论

是客观题$表$% 还是主观题$表&% ' 激活组的被试都更少提出自己独立的观
点' 而是更多地从已有的选项中进行挑选' 从中可见观念形态激活对独立和创
新思维的局限,

乔斯特等学者$O597<7.Bb' *##Z% 认为' 社会观念形态是由上层社会精英
建构的' 观念形态的作用在于让人们更容易地接受已经存在的事实, 关于观念
形态的(制度合理性) $ H:97<6',;971P:12U% 功能的研究结论认为' 大多数人都
会因为受到原有观念形态的影响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去对社会现状进行合理化'

变得更为顺从$S:B<@' *##&- O597<7.Bb' *##+% , 信仰系统的(认知地图) 理
论则更详细地说明了观念形态如何决定了人思维的目的+ 方向和具体的路径选
择, 该理论认为' 观念形态系统不仅赋予各种事物和陈述$ H7.7<9% 以意义' 还
决定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各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K<<@7̂' )Z&+-

H/.@I@5;U0' )Z%+% ,

观念形态是具有自己的逻辑和严格性的表象的体系' 在任何社会中都历史
性地发挥着作用$阿尔都塞' )Z%+% , 当社会层面的观念形态内化为个体的观念
形态以后' 人的认知和决策过程就会受其限制, 人的思维可能呈现出某种单一
性的特征' 多元+ 辩证+ 否定性的思维模式逐渐消失$马尔库塞' )Z%Z% , 实验
结果证明' 观念形态的激活会将个体的思维模式局限在观念形态所规定的路径
上' 产生了思维的观念形态局限,

六&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证明' 观念形态激活会影响个体对公共问题的判断和选择' 它们的
作用不仅表现在对外界刺激的解释上' 也表现在偏好和思维内容上, 具有不同
观念形态的被试在其观念形态被激活后' 都会对其决策选择产生明显影响' 个
体会更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原有观念形态相一致的决策方案' 而忽视对决策问题
和方案本身的思考, 同时' 观念形态被激活后' 个体进行独立思考和创新性思
维的能力减弱' 被局限在各种观念形态的框架中无法自拔,

就研究拓展看' 在将来的研究中' 可以继续尝试多种观念形态激活方式
$比如采用(右) 的激活材料% ' 也可以研究观念形态激活对不同决策制度的影
响' 有可能会获得更多有意义的发现,

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的影响对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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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新(左) & (右) 观念形态已是中国社会主流观念形态之外的(亚
观念形态) 现象' 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应进行价值中立的研究,

第二' 公共决策问题应关注其观念形态化特征, 可以参考的方式是! 其一'

公共问题传播时应该尽量避免激活受众的观念形态, 观念形态的激活' 会带来
大量充满情绪化和偏见的意见' 不但无益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 反而可能
会引发不同观念形态的公民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公共问题的传播应尽量少使用
观念形态化的符号和话语' 避免观念形态激活- 其二' 人在决策问题明确' 决
策信息简洁且充分时' 激活或未激活的观念形态对决策的影响是有限的, 所以'

在向决策者呈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 应该尽量保证决策信息的清晰和充分, 如
此' 可以减少观念形态激活对决策的干扰,

第三' 观念形态激活后出现的决策观念形态化' 说明人的决策并不完全是
基于事实的客观判断, 因此' 公共政策的决策者应有自省的习惯' 反思自己的
观念形态有可能对决策产生的影响' 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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