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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关于实验方法的大辩论

在过去三十年' 实验方法的崛起为社科研究掀起了一场方法论革命* 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 社科研究都是基于现实世界的观察性数据来建立与检验因果关
系* 然而' 这一研究途径$V5;712<% 的局限很大! 现实中的社会现象' 要么多
个因素同时变化' 要么很难发生变化' 使得基于经验观察的因果推论$N.;9.B

G2P<@<2/<% 不太可靠. 更为重要的是' 经验观察难以排除不可观测或未知的干扰
因素' 使得自我选择) 遗漏变量) 反向因果等问题困扰因果推论$E@c<k5@9J1'

*##(% * 对此种种困境' 由于实验方法可以操纵研究关注的变量) 随机分配研究
对象' 成为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

%尽管在早期' 出于实践或者伦理上的考虑'

学界对于实验的应用不抱乐观' 例如' 著名的政治学者指出' ,实验方法是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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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是指研究者通过系统地干预数据生成过程!_.7.K<2<@.712UE@5/<99" 来搜集数据
的过程% 因此# 实验研究与观察性研究!lI9<@?.7152.BV<9<.@/0"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研究者
并不干预后者的数据生成过程# 而是通过观察已经存在的数据来描述或解释现象% 根据此定
义# 自然实验( 政策实验( 计算机模拟( 思想实验等均不能看成真正意义上的实验% 对此的
详细讨论# 请参考莫顿!V<I<//.>̀ A5@752" 和威廉斯!L<22<70 Ǹ X1BB1.69" !A5@752 e

X1BB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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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科学解释的理想方法' 但不幸的是' 由于实际上的或伦理上的局限' 很少应
用于政治科学- $M1,-0.@7' )^()

!

&%" '&%+% * 但时至今日' 实验方法凭借上述
优势' 逐渐成为理解社会现象的利器* 不仅实验方法早成主流之一' 其他如案
例比较) 定量统计也都是遵照实验的逻辑' 来规划研究方案$ K<@@12Ue

A/_<@6577' *##(. Y2U@197eE19/0J<' *##^% ' 实验方法俨然已成为社会科学因
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K5B= H7.2=.@=% $Q5BB.2=' )^%&% *

相较严格抽样的统计方法' 实验方法尽管有内在效度$G27<@2.B].B1=17:% 的
优势' 但其外在效度$Z\7<@2.B].B1=17:% 却仍受质疑* 例如' 以学生或便利样本
为实验对象能否代表研究总体' 实验情景是否真实决策) 能否模拟现实等$[.BJ

eQ</J6.2' *##^. 谢宇' *#)* % * 对此' 实验学者常遵照,平行法则-

$E.@.BB<B196E@</<-7% 进行重复实验$ H6170' )^%*% ' 或尝试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招募实验对象$调查实验8网络实验% 等手段来解决问题* 但更有吸引力的方法
是实地实验$

&&&即在现实情境中对真实对象进行随机控制实验' 因而它既能取
得受控实验的内在效度的优势' 同时又避免了外在效度的难题$Q.@@1952 eM197'

*##+. 罗俊等' *#)$% * 于是' 在支持者看来' 实地实验的内外兼修' 是社科研
究的万灵药$E.2./<.% * 然而' 它也还是未能幸免于批评! 实地实验难以解决
与未知干扰因素有关的异质性问题' 实地实验的实施过程并不一定能保证完全
的随机化' 它还受到实际的或伦理的约束* 当然'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研究中表
现不一) 程度不一' 实验学者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回应与解决* 对于实验方法
是否为黄金准则' 双方也僵持不下) 对此展开论战*

"实地实验和批评! 对社科实验的应用与误用的探讨[1<B= Z\-<@16<279.2=

S0<1@N@171/9! Z99.:952 70<C9<9.2= YI;9<95PZ\-<@16<27.7152 12 70<H5/1.BH/1<2/<9#

$简称"实地实验和批评# % 就是这场方法论争辩的重要成果* 针对,实验方法
是否为社会科学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这一问题' 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诸多学者
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实验研究是否以及为何优于观察性研究( 实验研究) 实
地实验进行因果推论面临哪些方法论的) 实践的' 与伦理的问题( 理论与实验
方法之间关系是什么( 更为有趣的是' 这场辩论并非仅见诸于笔端' 而是发生
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 本书编者蒂尔$_.k2 S<<B<% 当时还是耶鲁大学政治学系
的博士一年级学生' 她于*##^ 年)# 月组织了这场讨论' 邀请这些学者就实验
方法与实地实验进行现场辩论' 吸引了数百师生赶来聆听这场切磋* 正如蒂尔

)'!

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与实验方法
#

$

本文将)[1<B= Z\-<@16<27* 译成)实地实验* 而非一般所谓)田野实验* # 一是为了
将其区别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 其次也是因为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在实地场景(

现实生活中进行实验# 译成)实地* 比)田野* 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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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此形容为,任何社科学子都不容错过- 的盛会' 书评作者在读罢论文集后'

仍然仿佛置身会场' 思潮澎湃' 于是不揣简陋' 将此书介绍给师友' 增长见闻'

切磋方法' 此其一* 其二' 实验方法越来越受到国内社科学者的关注与应用$

'

未来更有迅速增长之势' 因此本书中的辩论将有助于学界掌握实验方法) 认识
实验优劣* 但毫无疑问' 这场辩论远未结束' 留下的问题可能多于解决的问题*

下文将首先介绍辩论双方的观点' 然后在评论的基础上提出还需进一步讨论的
诸多问题*

二& 辩论主题! 实验是否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全书共收录了̂篇论文' 围绕着,实验方法是否社科研究因果推论的黄金
准则- 展开辩论* 在全书的开篇第一章中' 格伯$YB.2 H`K<@I<@% 等$K<@I<@

<7.B̀

!

^ '")%

%

$后文简称KKL% 支持这一论点'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备受争
议的主张! 相较于观察性研究' 实验研究更能有效控制,未知干扰因素- 而得
到无偏估计' 因此建议社科学者摒弃观察性研究' 将所有的资源与精力用于实
验研究* 之后接续的章节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与KKL对话* 然而由于学者们对
于,实验方法是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的看法不一' 且每位作者支持或者反对
的理由不止一个' 本文在此不按照章节顺序一一展示* 取而代之' 本文将这场
辩论过程重新梳理为以下两个方面' 以便更清楚地呈现这场辩论的观点交锋
过程*

'一( 研究方法层次检讨*实验是否黄金准则+

用观察性数据进行因果推论' 其根本难题在于无法控制,不可观测- 或者
,未知- 的干扰因素$C25I9<@?.IB<N52P5;2=<@9% ' 对此' 实验的随机分配则可克
服* 这是KKL为代表的实验支持者所秉持的坚定信念*

&在此基础上' KKL提
出观察性研究完全不可信' 应摒弃之* 这一观点被斯托克斯$ H;.2 Ǹ H75J<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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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可参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年第+ 期的几篇实验研究#

以及马得勇与兰晓航!*#)&" ( 孟天广等!*#)$" ( 余莎等!*#)$" %

此处省略年份# 表示本书中该作者所著的相应章节% 下文也做类似处理%

不过书中并没有对其详细阐述# 读者可以参见普泽沃斯基!Y=.6 E@c<k5@9J1"

!E@c<k5@9J1# *##(" ( 德鲁克曼!O.6<9T̀ _@;/J6.2" 等!_@;/J6.2 <7.B̀# *#))" 的介绍%

简单来说# 随机分配可以保证研究关注的自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 不可观测的干扰因素都不
相关# 因此# 即使遗漏了未知干扰也不会影响自变量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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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极端怀疑主义- $V.=1/.BHJ<-71/196% $ H75J<9! "+ '+*% * 她认为这一
观点太过武断' 因为观察性的研究者并非对于研究现象完全未知' 潜在的干扰
也并非无穷无尽' 他们对研究相关理论的掌握) 对数据生成过程的了解都可以
帮助其判断潜在的干扰因素' 并通过对象匹配$A.7/012U% ) 平衡检验$>.B.2/<

S<97% ) 增加控制变量等多种手段来处理这些干扰*

如果上述回应是观察性研究者的,防守性- 的辩护' 那么斯托克斯还对实
验方法发起了一轮,进攻性- 的批评$ H75J<9! +* '$*% ! 实验方法并不能完全
排除不可观测的干扰因素' 因为当研究对象存在异质性时' 他们对于实验处理
的反应也存在异质性' 如果是未知干扰导致的异质性' 就会产生,异质性实验
处理效应- 问题$

* 换言之' 随机分配确实可以保证实验处理与不可观测的干扰
因素不相关' 但若实验处理与不可观测的干扰因素存在交互作用' 那么即便通
过随机分配' 也不能保证交互效应的外生性' 得到,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的
无偏估计* 这是全书对实验方法的批评焦点之一' 大多数批评者都指出了这一
问题*

用实验研究批评观察性研究的逻辑反击实验研究' 这成为观察性研究者的
,武装利器- * 对于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问题' 实验学者提出了重复实验) 区块
设计) 因子设计等各种方法尝试探索处理效应的分布' 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大帮
助' 因为根据斯托克斯的批评' 这些异质性永远不能被观察到* 然而' 班纳吉
$YI01,17]̀ >.2<@,<<% 和迪弗洛$Z970<@_;PB5% 的回应却将这一辩论推向了新
的方向$>.2<@,<<e_;PB5! ^#' )#$ ')#^% ! 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问题并非实验
方法独有' 观察性研究中也存在* 实际上' 不仅实验学者这么认为' 部分观察
性研究者也支持这一看法* 如迪顿$Y2U;9_<.752% 在批评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工
具变量研究时' 也暗示观察性研究同样不能幸免于,异质性- 问题$_<.752!

)++ ')+^' )&& % * 今井$L59;J<G6.1% 等更是将其明确指出' 纳入分析框架
$G6.1<7.B̀! )^& '**(% * 可见' 由未知干扰产生的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并不会
削弱实验方法在因果推论中的领先优势*

!(!

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与实验方法
#

$

单位同质性!C217Q565U<2<17:" 是因果推论的基本前提假设之一!L12U<7.B̀#

)^^+" # 即对每个研究对象而言# 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期望效应是相同的% 与之相反#

异质性表示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期望效应因个体而异% 在实验中# 一般假设所有实验
对象!包括处理组与对照组" 对于实验处理的期望反应是相同的# 因此可以通过估计平均处
理效应!Y?<@.U<S@<.76<27ZPP</7" 来得到期望效应$ 若不同# 则存在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Q<7<@5U<2<5;9S@<.76<27ZPP</7" !K<@I<@eK@<<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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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设计层次检讨*实验是否黄金准则+

上述的讨论' 都是基于,理想实验- $G=<.BZ\-<@16<27% 的假设' 存在完美
的随机分配* 然而在实践中' 随机分配可能并不完美* 实验室中进行随机分配
相对容易! 研究者明确知道) 也可以要求所需的随机化过程* 实地实验却复杂
得多$>.@@<77eN.@7<@! &# '(). S<<B<! ))% ')"$% * 首先' 实地实验通常需要
多方合作' 研究者希望的完美随机分配' 不一定符合实地实验资助者的需求.

其次' 实地实验的执行者在施行实验干预时' 有动机偏离随机分配' 尤其当涉
及资源分配时. 最后' 研究对象是否同意参与随机分配的实验* 除此之外' 阻
碍随机分配的还有伦理问题' 例如' 当实验可能带来负面效应或实验涉及利益
分配时' 随机分配是否公正' 是否告知实验对象等等*

更进一步地' 就算有完美的随机分配' 也不等于实现了实验的内在效度'

因为随机分配并不代表着实验对象,接受了- 分配' 受到了实验处理的影响*

例如' 被分配到处理组的某些实验对象没有接受干预' 或是被分配到对照组的
某些实验对象反而接受了干预' 更有甚者' 实验对象可能退出实验* 这两个问
题分别被称作,规则抗拒- $T52/56-B1.2/<% ) 样本耗损$Y77@17152% * 迪顿
$_<.752! )&( ')($% 指出' 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因为二者并不是外生的' 与实
验对象对实验结果的预期有关' 而预期又会显著地影响实验结果* 此时' 简单
地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已不能回答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可见' 实验实施过程能否保证随机分配) 实验对象是否按照干预行动' 都
会影响到实验的因果推论* 但针对这两个问题' 实验学者的回应相对较弱' 仅
有防守性的辩护* KKL在文中提及这两个问题会削弱实地实验的内在效度' 增
加实验研究的偏误' 只能通过改进实验设计或统计方法来解决问题* 班纳吉和
迪弗洛$>.2<@,<<e_;PB5! ^% ')#*% 列举了发展经济学的实地实验设计' 来展
示研究者们尽力保证随机分配的各种安排! 例如改变随机分配的层级单位) 提
供激励或者监督机制) 在更易随机分配的环境进行实验等* 但很难判断这些做
法是否有效* 对于第二个问题' 实验学者受到观察性研究者的启发' 通常采用
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问题&&&用,实验分配- 做,实验处理- 的工具变量* 然而'

这一做法也并没有让批评者满意' 因为工具变量依然不能解决上述的异质性问
题' 而且工具变量的有效条件往往不易满足$_<.752! )++ ')&#. >.@@<77e

N.@7<@! &% '&^% *

"(!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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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论与反思! 从内& 外在效度看实验方法的因果推论优势

由上可知' "实地实验和批评# 为社科的读者们描绘了一幅激烈争辩的画
面! 一方面' 实验学者在极力维护实验方法作为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所具有的
独特优势&&&随机分配消除未知干扰. 而另一方面' 观察性研究者却大力批评)

甚至嘲笑这一优势是建立在乌托邦的假设之上&&&完美分配以及成功干预* 如
此争锋相对) 鞭辟向里地呈现实验方法的优势与劣势' 这在学界是非常罕见的'

也是本书最吸引读者) 最具有贡献的地方*

从书中讨论来看' 对于实验方法的批评多于实验学者的回应* 实验之所以
被称作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是因为实验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未知干扰因素'

得到清晰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 与观察性研究相比' 实验方法更容易实现研究
的,内在效度- ' 这是实验支持者的共识' 但在本书的辩论中却受到了观察性研
究者的挑战与质疑* 更不用说' 观察性的研究者还有批评实验方法的另一利器!

实验研究的,外在效度- 有限' 甚至连实验学者也都默认$如KKL% * 到此'

这场辩论的结果似乎已见分晓* 然而' 若有更多篇幅' 将辩论往前推进一步'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判断也比较武断* 若是将观察性研究与实验研究置于同等的
位置来检视上述辩论所涉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无论是从,内在效度- 还是,外
在效度- 来看' 实验方法都仍具有相对优势' 本节接下来将对其进行详细论证'

以补充和丰富这场辩论*

'一( 确保内在效度! 两种方法孰优孰劣-

根据上述分析' 对于实验或观察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于
,是否存在不可观测的未知干扰以及其是否产生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的认识*

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 如果研究者对于两者都未可知' 那么任何社科研究对于
现象的解释都是徒劳' 因为我们不能得到任何完全可靠的因果推论* 但在适当
的假设前提下' 社科研究的因果推论是可能的! $)% 如果不存在不可观测的未
知干扰' 实验研究与观察性研究的推论效果相同. $*% 如果存在不可观测的未
知干扰' 但不存在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实验方法优于观察性研究. $"% 但如
果这些未知干扰会导致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那么实验方法也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 即便研究者此时放弃估计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只关注实验处理的平均效
应' 实验与观察同样都存在困难* 其实' KKL) 斯托克斯) 迪顿以及班纳吉和
迪弗洛$KKL) H75J<9) _<.752以及>.2<@,<<e_;PB5% 等的分歧也是在于对此选

#(!

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与实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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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了不同的立场* 然而' 从总体来看' 只要未知干扰不是产生异质性效应的来
源' 实验方法都略胜一筹*

理想的实验可以实现研究的内在效度' 那么不理想或不完美的实验呢( 面
对批评者对于随机分配可行性) 实验对象是否接受了处理等质疑时' 支持实验
的学者竭力证明他们努力做到最好! 在预算与现实约束下的最优的实验设计)

最精妙的实证策略* 但这些努力通常被批评者$无意或有意地% 忽略* 然而'

此处的问题关键却是' 不完美的实验与有偏误的观察' 谁更能实现因果推论(

虽然这本质上是一个实证性的问题' 但我们也可以在理论上稍加分析! 首先'

观察性研究有类似,随机分配- 的过程' 如匹配' 但不能完全控制未知干扰
$G6.1<7.B̀! *#& '*)+% ' 相比起来' 通过推敲实验过程中各参与者偏离随机分
配的激励' 研究者比较容易找出误差来源进而矫正估计结果. 其次' 与观察性
研究相比' 实验研究用,实验分配- 做,实验处理- 的工具变量更容易满足工
具变量的成立条件. 最后' 尽管实验不完美' 但它可以为研究者展示数据的生
成与收集过程' 而观察性研究的数据生成与收集过程对于研究者来说却通常是
未知的' 后者就更难保证不出现模型设定错误) 数据搜集过程的偏误$如测量
误差) 数据造假% 等问题' 因此从数据来源的透明度来看' 不完美的实验也更
有利于因果推论*

'二( 确认外在效度! 两种方法孰优孰劣-

实验研究的外在效度也常被观察性的研究者质疑* 所谓,外在效度- 是指
基于一项实验研究的结论可以推广到实验外的研究对象中) 实验外的情境中*

然而' 一方面' 从定义本身来看' 任何一项研究' 无论是实验的抑或观察性'

要使其结论外推到研究外的对象与情境中' 都存在障碍'

$观察性研究本质上并
不会比实验研究面临更少的问题* 例如' 利用观察性数据考察教育与政治立场
的关系' 使用某一国家的公民样本如何推广到其他国家或代表总体( 再例如'

几个发达国家的案例比较如何能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另外' 观察性研究为了寻

$(!

#

书评

$

正如麦克德莫特!V59<A/_<@6577" !A/_<@6577# *#))" 所强调# 仅有一项研究是不
可能得到外在效度的# 无论研究范围多大多广$ 研究的外在效度只能通过重复检验得到% 这
一主张也得到了德鲁克曼和金辛迪!N12=:_̀ L.6" !_@;/J6.2 eL.6# *#))" 的支持# 他
们认为这比较符合波普尔式的因果论# 因果关系永远不可能得到证实# 经验证据是从多重检
验中积累起来的# 不管这些检验是否有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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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内在效度还会牺牲外在效度*

$

另一方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如果一项研究在不同的样本或者不同的
情境中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么可以认为,因果效应- 具有异质性' 样本的特征
或者情境的特征就决定了,因果效应- 如何发生变化* 例如' 仍然是考察教育
对政治立场的影响' 假设来自于民主国家的实验证据不足以揭示威权国家将会
如何' 那么探索教育对政治立场的因果效应$处理效应% 如何随着政治体制的
变化而变化就至关重要' 也成为提高外在效度的重要方法* 换言之' 外在效度
问题可以看成是考察因果效应的分布' 是否具有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如上文
所述' 这其实并非实验研究独有的问题' 观察性研究也并不比实验研究更具
优势*

除了考察因果效应' 社科研究要实现外推还依赖于因果机制' 因为因果机
制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研究对象或研究情境中' 有哪些特征可能影响因果关系
$_<.752! )(( ')(%% * 尽管这是用来批评实验研究只能得出,是否产生影响-

而不能得出,为何产生影响- ' 但同样的逻辑也可用来批评观察性研究* 例如'

大样本的定量研究也不能直接验证因果机制* 反观案例比较' 尽管这种方法容
易揭示因果机制' 但前提是该因果机制所依赖的一连串因果效应都成立' 而支
持它们成立的因果机制又难以从该项研究中得出$刘骥等' *#))% * 总之' 从因
果机制来看' 观察性研究也并不比实验研究更具有外在效度*

观察性的研究者批评实验的外在效度' 其背后一个潜在的假设是! 观察性
研究的外在效度本质上就高于实验研究* 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前文已经将其
澄清*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 要提高外在效度' 实验研究更有效还是观察性
研究更有效( 首先' 要考察因果效应在不同样本) 不同情境中是否都成立' 这
就需要重复研究' 而实验更容易复制* 此外' 要考察因果机制' 实验并不比观
察性研究更差* 定量研究检验机制不容易' 因为需要搜集更多的,干净- 数据
来逐一识别因果机制. 案例比较考察的因果机制都只是,说理- 层次' 缺乏经
验的系统支持. 相比之下' 实验研究比较容易通过操纵因果机制链条上的那些
变量来加以识别' 而一旦弄清楚原因通过何种渠道来产生影响' 就更容易判断
一项研究外推的范围如何$G6.1<7.B̀' *#))% *

综合上述' 从因果推论的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来看' 实验研究都比观察性
研究更有优势! 在解决未知干扰与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问题时' 实验的估计偏

%(!

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与实验方法
#

$

匹配方法选出来的样本# 并不能代表总体% 这一点被班纳吉和迪弗洛!>.2<@,<<e

_;PB5' ^$ '̂ &" 用来论证)观察性研究也面临内( 外在效度间的权衡* % 今井等!G6.1<7.B̀

*)& '**+" 也着重强调了匹配方法的这一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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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更小' 就算实验过程并不完美' 其理论上也能比观察性研究掌握更多的信息'

来帮助矫正偏误. 在将研究结果进行外推时' 观察性研究并没有固有的优势'

相反' 实验凭借易控制与易复制' 能更好地帮助研究者通过重复研究来检验多
重因果关系) 探索因果机制* 这一分析将全书的辩论往前推进了一步! 在辩论
两种方法的长短时' 需要将其置于同一情境) 同一问题下考虑' 才有助于更全
面地理解实验研究与观察性研究分别如何应对*

四& 结束语! 两种方法的交流与结合

众所周知' 社会科学的因果推论深受,鲁宾因果模型- $V;I12 N.;9.B

A5=<B% 的影响' 由此得出因果推论的根本问题则是! 无法观察到研究对象同时
处于,受到影响- 与,未受影响- 两种状态$G6I<29eV;I12' *#)$

!

" '**% *

对此' 实验的随机分配可以解决' 于是实验也几乎成为所有研究设计的起点'

成为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为了反思这一传统' 蒂尔发起了这场辩论' 希望学
界看清楚实验方法在未知干扰与异质性实验处理效应) 以及不完美的实验过程
等方面的局限* 毫无疑问' 这些批评都非常关键' 也促使实验学者放慢了脚步'

慎重反思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麻烦' 并探索解决之道* 然而' 这并不代表批评
者赢得了这场辩论* 根据本文的分析' 实验方法所面临的问题' 观察性研究同
样不能避免' 甚至更难处理* 无论从内在效度或者外在效度' 实验都可能因更
强控制) 更多信息而有因果推论的相对优势*

到此' 这场辩论远未结束* 全书对于,实验是否为因果推论的黄金准则-

这一问题争辩不止' 对于,实验与观察' 孰优孰劣- 尚无最终定论* 除了从上
述方法论的视角来比较,实验与观察的高下- 之外' 还需要从研究议题) 学术
发展等视角来检视二者' 这也是本书稍有涉及) 但未深究的部分* 首先' ,实验
与观察' 孰优孰劣- 或许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 而是取决于研究问题
与研究目标' 那么何时该观察) 何时该实验( 其次'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对
于同一个研究问题' 两种方法可以形成互补! 观察法可用于构建宏观) 抽象的
因果假说) 初步考察因果关系' 而实验在进一步检验微观的因果效应与因果机
制具有优势* 最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我们对于未知$干扰% 的认知能力
增加' 也能搜集到所有资料进行,整体- 的研究' 到那时' 观察与实验的对立
关系' 是否还将继续存在(

可见' ,实验- 与,观察- 的分歧还将长期存在' 要尝试沟通两类研究' 任
重而道远* 但是' 雄辩研究方法的长短毕竟不是社科研究的终极目标' 回答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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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问题才是$王天夫' *##&% * 从这一点来看' 尝试沟通两种研究方法也非常重
要' 因为这关系着研究者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来建立理论) 检验理论* 对此'

夏皮罗$G.2 H0.-1@5% 以及今井等都建议采取务实的态度' 以问题为导向) 理论
为目标' 能够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适用的方法$ H0.-1@5! *"% '*"^. G6.1

<7.B̀! *)+% * 正如三十年前政治学界掀起了一场,定性?9̀ 定量- 之争一样'

,观察?9̀实验- 之争已经成为社科研究方法论辩论的新焦点* 或许' 学界也需
要一本沟通实验研究与观察性研究的LL]' 帮助指导研究者如何做出恰当的研
究设计*

$沟通的起点在于相互了解' 本书中关于实验方法) 实地实验的辩论历
程' 将能帮助研究者全面了解实验研究与观察研究各自的优劣' 找到最适合的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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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52# K̀ e M197# Ò ! *##+ "`[1<B= Z\-<@16<279̀ E&5-#"'&,D)&#&=()!(0*-"05-*#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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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170# ]̀ ! )^%* " À1/@5</52561/H:97<69.9.2 Z\-<@16<27.BH/1<2/<̀ :1*8=*-()"# D)&#&=()

4*2(*/#(*!$"

'

^*" '̂ $$`

S<<B<# _̀ ! *#)+ "`[1<B= Z\-<@16<279.2= S0<1@N@171/9' D++"3+&# 01*?+*+"#$ 8B5+*+&,

D><*-(=*#0"0(&# (# 01*C&)("'C)(*#)*+̀T<kQ.?<2 eM52=52' R.B<C21?<@917:E@<99̀

((!

#

书评


	《公共行政评论》2017第2期.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