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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理性边界， 打开决策黑箱

—
—
—评《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
张书维


李纾（２０１６ ）． 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共
６３７ 页
．

决断实则藏奥秘，
策略尽在显满意。
齐差求辨达真理，
当仁不让纾难题。
别出心裁悟禅机。
恩格斯（１９８１ ）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赞道：“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
—
思维着的精神”，因为它散发出理性的熠熠光辉。所谓“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是
指运用理智获得最大价值，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灵长，能够主宰甚至改变地
球，倚仗的正是在几十万年的进化历程中所练就的理性（王晓田、陆静怡，
份理性表现在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独门绝技”上—
—
—
做出好的决策。
２０１６ ）。这
关于决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Ｍａｋｉｎｇ ），有个非常形象的例子：一个人驻足于岔路口，
为达到渴望的目标，就要对不同路线进行准确的优劣判断，进而做出最佳选择
（李纾等，２０１２ ）。可见，决策是一个从判断（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到选择（Ｃｈｏｉｃｅ ）的
全过程。理性决策所包含的心理机制一直被视为神秘的“黑箱” （Ｂｌａｃｋ Ｂｏｘ ），
于是乎， “打开黑箱一窥真相”就成了研究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源源不断的动
力。正如美国科学院（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１９８６ ）报告所言：“没有哪一项基础科
学的研究目标能比‘了解人类如何思维、解决问题、做出决定，如何改进我们
解决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能力’这一研究目标更有前景、更为重要”（转引自：李
张书维，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３０１１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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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２０１６ ：１ ）。“人类如何进行决策”是２０ 世纪以来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长期以来，一统决策理论“江湖”的是规范性模型（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
—
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赋偏好以理性，规定了如何才是正确、最优的决策。
冯·纽曼（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和摩根斯坦（Ｏｓｋａｒ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
出的期望效用理论（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即是其中
＆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 ，１９４４ ）提
的核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非总是根据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做决策，
比如择偶，就无法满足“结果概率已知”的特定规则或“理性公理” （海斯蒂、
道斯，２０１３ ：２４４ ）。因此，实际决策时人们追求的是“满意”而非“最优”，
西蒙（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 Ｓｉｍｏｎ ） （Ｓｉｍｏｎ， １９５５ ） 提出人类决策的“满意原则”
（Ｓａｔｉｓｆｉｃ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成为描述性模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的代表，后者以有限
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假设取代无限理性（Ｕｎ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认为人
们实际上会偏离规范性决策理论的逻辑和规范，力图描述人们决策中真实出现
的偏好（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９ ）。遵循西蒙的思想，卡尼曼（Ｄａｎｉｅｌ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和图孚
斯基（Ａｍｏｓ Ｔｖｅｒｓｋｙ）发现了众多人类决策中不符合理性的判断和选择，并命名
为“启发式或直觉式”（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首次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有限理性决策行为
的特征和规律（Ｔｖｅｒｓｋｙ ＆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１９７４ ；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 Ｔｖｅｒｓｋｙ， １９７９ ；
Ｋａｈｎｅｍａｎ ，２０１１ ）。站
在前人的肩膀上，本书作者李纾研究员及其团队，通过大
量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更精确地界定了理性决策行为的边界条件；并创造性
地提出了“齐当别法则” （Ａｎ Ｅｑｕａｔｅ － ｔｏ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Ｗａｙ ），以更好地解释决
策中有限理性的现象。“齐当别”寓意“齐同而别异”，具体而言是指一种决策
表征系统，认为决策者在诸多决策中趋于采用单一策略，即对于二择一决策问
题，决策者会“齐同”掉选项在某一维度的差别，并以另一维度的差别作为最
终决策的依据，即选择在另一维度上效用更大的选项（第１８ 页）。 “齐当别法
则”的发现有助于人类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理性的边界和局限，进而指导人们在
实际生活中做出好的决策。故此书一出，振奋学界，鼓舞同行。从“期望效用”
到“启发式”再到“齐当别”，我们一步步获悉打开决策黑箱的关键密码，虽
然还不是全部数字。
全书共分六篇五十八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决策心理的“齐当别之道”。内
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齐当别模型的建立，包括“第一篇：聪明决
策—
—
—
在给定的表征空间内做决策”和“第二篇：智慧决策—
—
—
在经过改造的
表征空间里做决策”；第二部分是齐当别模型的扩展，包括“第三篇：理解并改
进决策（上）—
—
—
折射在文化遗产上的齐当别之道”、“第四篇：理解并改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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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
—
—
生存的决策法则”和“第五篇：理解并改进决策（下）—
—
—
决策
的跨文化差异”；第三部分是齐当别模型的发散，包括“第六篇：选择与情绪”、
“第七篇，权变的研究方法”和“第八篇：超越实证”。三大部分环环相扣，依
次递进，纲举目张，为读者呈现出齐当别模型的３６０ 度全景（见图１ ）。
◆

图１ 本书结构暨齐当别决策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本书开篇即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商贸”活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
征，且能成为区别人类与动物的标记；因为要构成完整的贸易活动，人们须面
临并解决交换中存在异地交货（空间决策）问题、延期交货（跨期决策）问题
和可能无法交货（风险决策）问题（第５ 页）。风险决策（Ｒｉｓｋｙ Ｃｈｏｉｃｅ ）、跨期
决策（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和空间决策（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是决策研究的三大重
点。相比于确定性决策（Ｒｉｓｋｌｅｓｓ Ｃｈｏｉｃｅ）模型坚持的加权求和原则，不确定条
件下的个体决策，往往会采取一些启发式法则，“齐当别”即是其中之一。齐当
—
—
如果选项Ａ 在
别决策过程可视为“弱占优”（Ｗｅａｋ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原则的应用—
所有维度上至少与选项Ｂ 一样好，且选项Ａ 至少在一个维度上肯定好于选项Ｂ ，
那么选项Ａ 占优于选项Ｂ （第１４ 页）。这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强占优”原则，
即如果选项Ａ 在所有维度上优于选项Ｂ ，那么选项Ａ 相对于选项Ｂ 来说是优势
选项（Ｌｅｅ，１９７１ ；ｖｏｎ Ｗｉｎｔｅｒｆｅｌｄｔ ＆ Ｅｄｗａｒｄｓ，１９８６ ）。如择偶时，我们总要求
潜在配偶须在自己最看重的维度上有上乘表现；而次看重的维度，则在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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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择偶者有意或无心地“忽视” （即“齐同”，毕竟人无完人）。至于这看重
的维度是什么，则因人而异。可以说，齐当别模型动摇了规范性理论的基础；
同时再度揭示出人类认知加工能力的有限性。
掌握了“齐当别法则”，有利于个体做出聪明和智慧的决策。 “聪明决策”
在本书中是指在给定的Ｎ 维空间中对备择选项进行表征，从而进行判断与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诸多违背规范化理论的决策“悖论”或“异象”，如框架
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艾勒悖论（Ａｌｌａ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分离效应（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偏
好反转（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选择反转（Ｃｈｏｉｃｅ 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ｓ ）、囚徒
困境（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 Ｄｉｌｅｍｍａ）等，齐当别模型均可对其做出有力的解释。如果说在
给定表征空间（给定特征或维度集）里所做的选择是基于“价”的选择（Ｖａｌｕｅ
么“智慧决策”就是一种基于“值”的选择（Ｗｏｒｔｈ －
－ Ｂａｓ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 ），那
Ｂａｓｅｄ Ｃｈｏｉｃｅ ），决
策者不仅会被动地在“给定特征或维度集”上做选择，而且
还会主动地改造表征选项的特征或维度集，并在改造过的表征空间（生成额外
特征或维度）上赋予“延迟”获得的值。最终，决策者所选择的是最大“值”
超过了最大“价”的选项（第２３０ 页）。正所谓“吃亏是福” “大智若愚”。齐
当别模型解释这一类看似矛盾的社会行为亦有独到之处。
“齐当别法则”的基本要求是最终的决策只在单一维度进行，形象地说就是
“聚万念于一念” （陈晓萍，２０１６ ）。这背后折射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要达成
一选择，“齐同”比“辨别”重要，“舍”比“得”高明。郑板桥正是看透了这
一点，所以才留下“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
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的传世名言。可以说，本书包含的丰富实证研究，
从不同侧面和角度验证了该名人名言的科学性，进而将“齐当别法则”上升至
一种处世哲学的高度。也正是得益于对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作者才能够敏锐
地发现并命名现实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最典型的当如“心理台风眼”
—
—
在时间维度上，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Ｅｙｅ ）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效应—
越接近高风险时段，心理越平静；在空间维度上，越接近高风险地点，心理越
平静（第３５６ 页）。这种客观危险与主观害怕不一致的“危而不惧，惧而不危”
反应，在慢性应激环境（如工业污染）和急性应激环境（如恐怖袭击、地震以
及传染疾病）的研究中屡被证实（第３５５ 页）。“以一念代万念”的“心理台风
眼”效应，通俗易懂地概括出其中的规律，并由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同
时这一发现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下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应急管理具有积极
的借鉴意义。简言之，熟谙“齐当别之道”，既能使普通人以“出世”之超然
修身养性；又能使决策层以“入世”之进取经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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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齐当别法则”主要适用于人类认知加工的理性过程，但作者并未就
此顺势将决策中的“情绪”问题束之高阁；而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钻研精神，
对诸如“后悔”这样一种基于认知的消极情感作用于决策行为的心理机制进行
了有益地探索；此外，还尝试对“冤”这一与决策相关的情绪进行操作性定义。
包括“齐当别”在内的启发式决策策略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是决策研究的未来趋
势之一（Ｇｅｏｒｇｅ ＆ Ｄａｎｅ，２０１６ ），本书已然为此打开了一扇窗。
倘若写到此结束，并无任何不妥。从齐当别模型的建立、到扩展、乃至与
情绪有关的研究，本书的核心—
—
—“齐当别之道”，已近乎被阐述的淋漓尽致。
然而，作者并未“见好就收”，反以“过来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继续无私
分享自己的研究心得—
—
—
详细介绍了投射技术、实验室实验法、准实验设计法、
“同谋者”实验、内隐测验、眼动记录法、事件相关电位、 ｆＭＲＩ 以及双生子研
究等近十种主流方法与技术在行为决策领域中的应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相信第七篇的内容不仅使初学者受益，也能使资深研究者有新的启发。
通观全书，超６ 万人次之多（其中包括了２ ８０３ 名新加坡和１ １６１ 名澳大利
亚被试）的被试量是其科学性的有力保障；上百个眼花缭乱且又构思精巧的实
证研究亦是其立论之基。然而，行文最后作者还能跳出实证主义的束缚，提出
了“超越实证”的前瞻性思考，对齐当别决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制度实践进行
了理论分析。尽管尚需今后的研究加以验证和讨论，但作者在此表现出的自我
革新意识令人钦佩。总之，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 “集”作者半生的智慧和心
血，“倚”殷实的研究资料和科学数据，“获”一化繁为简的决策心理规律，浓
缩起来就是四个字：“齐差求辨”—
—
—
齐同（某一维度的较小）差别，分辨并选
择（另一维度的更大）效用。透过六百页的厚重，二十年的积累，相信读者能
够体会作者“毕其功于一书”的理想与坚持。同为有限理性决策领域多年研究
和潜心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决策心理：齐当别之道》是可媲美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卡尼曼（Ｋａｈｎｅｍａｎ，２０１１ ）近著《思考，快与慢》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ａｓｔ ａｎｄ
里程碑式著作。前者强调专业性和学术性，后者偏重科普性和趣味性；
Ｓｌｏｗ ）的
一个深入，一个浅出，可谓“一时瑜亮”。这么说并没有否定本书在“可读性”
上的努力。事实上，书中的不少插图让人眼前一亮；很多标题和章节读来兴趣
盎然。篇幅所限，就不在此一一列举。
老子曰：大道至简。李纾先生倾毕生所学，耗半世之功，终以悟道。愿读
者从之而闻“道”。对于公共管理领域的读者而言，可借助本书所探讨的个体一
般化决策规律，将其迁移运用至公共决策过程之中。诚然，与基于私利的个体
决策不同，公共决策的出发点是公共利益；当公共决策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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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一致时， “齐当别法则”如何作用于公共决策的制定，是非常有意思的问
题。例如，政府官员在制定科技或产业政策时，由创新所引发的一系列不确定
性，加之官员激励机制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必然影响决策者的“齐差求
辨”。在中国，受传统文化和政体制度的影响，领导者个人在政府决策中成为主
导力量（胡伟，１９９８ ），领导者作为第一决策者，对于公共问题的锚定、决策程
序、方案选择有根本作用（景怀斌，２０１１ ）。因此，研究公共决策者的决策心
理，对于维护（中国）政府的有效运行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重大意义。而以“齐
当别法则”为代表的认知启发式对公共决策者的影响亟需阐明。希望在不远的
将来，公共决策研究者们能携手作者的研究团队，为世人揭开公共决策的“齐
当别之道”。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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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行政评论》

组建专栏与投稿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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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实践领域和
学科内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
色之一，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本刊诚挚邀请在公
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
更好。
我们关注的议题有：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管理、智慧城市、决
２０１６ 年
策过程、重大政策与项目的评估、地方治理创新、工作—生活平衡、儿童福
利、依法行政、土地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精准扶贫、养老问题、绿色监
管与发展、国家创新战略、人口政策、数字治理、政府改革，等等。
欢迎各位学者能就以上议题或者其他重要议题为本刊推荐和组建专栏或
赐稿！
有组建专栏意向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请提交拟组建专栏的计划
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专栏主题、文章篇数、文章题目、作者简介、交
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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