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从众模型
———评库兰的偏好伪装机制

周翼虎

一 、形式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模型与库兰在 90年代的新尝试

　　由社会学另类大师齐美尔开创的形式社会学传统一直试图发掘出

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群体行为特征 ,并将这些行为特征作为一种影响

社会结构演变的动力机制来解释各类社会现象。直到奥尔森(Olson ,

1965)开创了将优美简洁的形式模型与对社会演化机制深邃洞察相结

合的典范之后 ,形式社会学才开始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继奥尔森发

现“三个和尚没水吃”这种重要组织机制之后 ,阿克斯罗德(Axelrod ,

1984)以博弈论为基础的“一报还一报”模型也阐释了一种重要的社会

演化机制。① 这两个著名机制将以千百年流传的典故或谚语体现的生

存智慧形式化 ,从而为形式社会学在当代延续了齐美尔开创的传统 。

但90年代以来 ,该领域并没有出现更多鼓舞人心的成就 ,社会学的主

流也越来越转向经验研究 。在这种背景下 ,库兰(Kuran , 1995a)的《偏

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库兰 ,2005 1995a)作为一本试图从“从众”这种社

会行为入手探讨小群体互动机制与社会结构演化规律关系的著作 ,吸

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社会行为通常被视为社会学的传统地盘 ,因此经济学家鲜有问

津。② 在国内 ,只有少数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人对诸如从众 、趋同行

为进行过一些形式化建模的研究 ,但学界一直缺少跟进 。主要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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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加里-贝克尔的《口味的经济学》 、《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为代表的一批著作的问世 ,虽

然表明主流经济学相当顺利地将其方法论扩展到人类行为领域的研究 ,但却招来其他社

会科学领域对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广泛批评。显然 ,在以解释复杂性见长的社会学家
看来 ,将一些鲜活生动的事实肢解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下的一系列无差异曲线 ,虽然是一

种别开生面的经济学解读 ,却违背了社会学所遵循的基本的解释传统。

他通过试验模拟得出结论:在一次性博弈中 ,双方的理性选择是相互背叛;但只要博弈双

方的博弈链条足够长 ,双方将越来越倾向于与对手合作而不是选择对抗。



于 ,社会学家一直在艰苦地寻找对这类看似微观却与社会演化密切相

关的社会现象的分析工具。库兰的这本书虽然挂着政治经济学的标

签 ,但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借鉴 。

二 、从众行为的政治经济学视角:群体压力与偏好隐藏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应用博弈思想解释

从众行为的逻辑推导 ,一部分是应用该机制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 。库

兰的主题是从“虚伪”这一人类社会常见的现象入手 。众所周知 ,在面

临群体压力下 ,人类都有一种将自身偏好伪装起来以取悦众人的本能 。

例如 ,我们在赴宴时往往要违心地赞美不那么美丽的女主人和她制作

的并不那么可口的晚餐。我们都相信 ,这种言不由衷虽然是谎言 ,但它

显然避免了主人的尴尬 ,带来了彼此的愉悦。①

当然 ,“虚伪”可以给我们带来人际关系的改善等社会正效应 ,但其

负效应可能要远远多于正效应 。安徒生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装》就是人

类虚伪本能的消极影响的一个象征:尽管所有人(包括皇帝在内)都怀

疑皇帝并没有穿任何衣服 ,但由于害怕与他人观点不一致而招来嘲笑 ,

因此没有一个人敢指出这个明显的事实 ,反而虚伪地赞扬那子虚乌有

的新装是如此美丽。这就诞生出一种悲剧性结果:人人都屈从于一个

假想的公共压力 ,导致一个荒诞无稽的谎言却被社会当作真理而接受 。

库兰认为 ,从“皇帝的新装”现象看 ,公共观点不仅能强迫他人沉

默 ,而且能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迫假装成为这种观点的积极拥护者 。

因此 ,对公共观点的预期不仅导致了个体表达的扭曲 ,而且会自我强化

为一种更为制度化 、结构性的公共观点 。

库兰将这种能自我强化的机制称为“偏好伪装” 。偏好伪装现象广

泛存在于社会现实当中。如果仅仅指出这一点 ,一百年前的安徒生童

话给我们的启示已经足够。而库兰的理论贡献在于 ,他没有简单地批

判虚伪本能 ,而是在博弈论的基础上对这种掩饰自身偏好的本能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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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个体选择缄默不语的行为并非“偏好伪装” ,因为这并不会影响到另一个体的判断。
只有那种个体为获得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安全感 ,并积极赞同一个他并不赞同的意见时 ,

才是“偏好伪装”。



出一个掩饰本能与社会结构演变之间的形式化分析框架。

库兰的分析框架由一个对称性假说展开。他认为 ,在一个能充分

自由表达的理想制度下 ,个人将真诚地表达自身观点 。但是在现实生

活中 ,由于人类追求与他人观点一致的“虚伪”本能 ,破坏了个体观点与

公共观点相一致的对称状态。假定个体对一个议案的真实偏好按照赞

同的强度不同分别赋值 0到 100。赋值 0表示坚决反对 ,赋值 100表示

坚决赞成 ,从0到 100则是一个渐变的偏好强度函数 。① 例如赋值 20

以内则表明属于坚定反对派 ,赋值 50表示无所谓 ,赋值 80到 100则表

明属于坚定赞成派。从 20到 80则属于中间派(见图 1)。

图 1　理想社会的私人观点与公共观点的对称分布

如果无论在任何时候某个个体的公共观点与私人观点总是相一

致 ,则传播曲线将是一条斜率为 1穿过原点的直线 。如果个人的偏好

强度为20 ,则其公共观点同样为 20;如果个人偏好强度为 80 ,则其公共

观点同样为 80;换言之 ,在一个理想社会 ,个人观点始终是与公共观点

沿着对角线对称分布的。

但是 ,现实社会中由于公共观点预先存在 ,这种“虚伪”的从众心理

往往使人们无法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真实偏好 ,从而扭曲了公共观

点与私人观点的对称分布(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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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偏好是有强度差异的。虽然在投票上只能选择赞成 、反对和弃权 ,但事实上 ,对某个问题
的赞同和反对还是有强度差异之分。例如 ,对堕胎问题 ,有两个人都选择反对 ,但一人反

对的强度是 20 ,另一个可能是 40。



图 2　特定社会结构下私人观点与公共观点的不对称分布

在图 2中 ,少数极度坚定分子的私人偏好将始终在 20以内或 80

以上。对这些人而言 ,如果他真实的个人观点是 20 ,在公共场合也一

定选 20。但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 ,由于害怕表露自己真实的想法将有

遭受公众批评的危险 ,因此 ,他们的观点不取决于自身的真实看法 ,而

是取决于对公共观点的猜测———如果他们预测公共观点是 20 ,则多数

人将因为屈从于一个想象的“公共压力”而向 20倾斜;如果预测公共观

点是 80 ,则多数人公共表决时的观点将向 80倾斜 。这样 ,个人在公开

场合显示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真实的个人观点 ,而取决于一

个想象中的公共压力 。人们必须随时判断公共压力是什么 ,并根据判

断公开表达其意见。库兰认为 ,社会结构的存在 ,使公共观点随时处于

一个发生变动的状态 。公共观点究竟向 20还是 80倾斜 ,取决于一个

现实的社会结构 。他认为 ,社会结构如同一些起伏不平的山谷 ,而公共

观点将如同一个小球 ,在山谷上不停地滚动 。作为这种滚动的直观图

解 ,就是图 2展示的一条库兰称为“传播曲线”的公共观点变动曲线 。

三 、对库兰从众理论的评价:社会结构演化的一种辅助性机制

　　众所周知 ,奥尔森提出了一个社会变迁的重大假说:由于交易成本

的增加 ,获得公共物品的可能性将随着组织人数的增加而减小。奥尔

森的搭便车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但却遗留了一个悬疑: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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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选择性激励手段解决搭便车困境 ,但为什么

往往这些变革最后没有成功? 奥尔森承认 ,历史上集体行动的失败原

因往往在于各个国家支持变革的多数派没有反对派组织得好。① 尽管

社会学家可以用各种经验史实来解释这种“激励失败” ,但对形式社会

学而言显然还需要在机制层面获得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是否存在

一个比搭便车更为基本的机制阻碍了选择性激励机制的形成?

针对这个悬疑 ,库兰认为 , “偏好伪装是社会选择得以持续的一个

补充的 ,然而更基本的 、令人讨厌的原因”(库兰 ,2005 1995:100)。库兰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广泛要求的变化不能够实现 ?库兰的核

心观点是:人类普遍具有一种“虚伪地活着”的倾向———个体会因为群

体压力的存在而将自己的真实观点隐藏起来 ,这种虚伪倾向在某种情

况下既有助于保持现有政治连续性 ,也有助于保持社会变迁 。

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看 ,库兰最重要的贡献是将这种从众行为

———社会结构对公共观点的动态影响———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相

结合 ,以解释偏好隐藏对现实社会尤其是民主社会的公共决策机制的

影响 。根据奥尔森的搭便车模型 ,那些规模较小的利益集团将因“选择

性激励”而有积极性对决策部门进行游说 ,努力使那些有利于自身的思

想政策以貌似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一旦公众将小集团散

布的思想误认为公共观点 ,他们将机会主义地跟随一个虚假的大众观

点参与各类形式的投票。在群体压力下 ,大众对公共观点的预测变得

格外重要。那些具有“合法性”生产优势的组织将极大地影响公共观

点 ,而没有话语权的大众尽管内心强烈反对某项决策 ,也将因为对群体

压力的想象性恐惧而被迫保持沉默 ,从而纵容了一项政策的诞生 。

根据这种公共观点诞生的动力学机制 ,库兰解释了各个时期 、各个

社会形态中广泛的貌似不同但根源皆一的从众驱动性现象。它包括:

(1)为什么在一个群体中某类激进的意识形态要占上风;(2)为什么意

识形态看上去总是要比实际显得更加保守;(3)为什么会通过一项大家

都不喜欢的制度;(4)为什么一项看上去大家似乎都不喜欢的规则却能

长久存在;(5)为什么某些严重扭曲真实偏好的制度会突然解体。库兰

以此种“公共观点的动力学”解释了美国社会关于堕胎问题的争论 、反

歧视法的诞生与执行情况 、印度种姓制度与现代法律体系的并存 、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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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任何变革都是围绕公共物品展开的(参见Olson, 1982)。



联东欧国家在 1989年的解体以及其他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问题 。

按照库兰的看法 ,这种偏好伪装机制属于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扮演关键角色的机制 ,其意义十分重大 。但是 ,事实是否如此呢 ?

笔者认为 ,偏好伪装机制只是一个辅助性机制而非一个核心机制 。

库兰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人类个体总是为了寻求安全感而去猜

测公共观点 ,并根据猜测的结果决定自身的公开观点。人类“虚伪”本

能使人掩饰自身 ,猜测他人 ,这种信息不对称形成公共观点对个体的压

力机制。库兰运用动态博弈理论建立了公共观点与个人观点之间的关

系 ,以一个优美的形式模型简洁地解释了从众行为的产生。

然而 ,库兰的模型实质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 ,它只能静态描述集体

行动的某一阶段 ,不能解释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动态变迁 。他的从众动

力机制包含三个决定公共观点演变的变量:一是群体压力下的虚伪本

能 ,一是存在一些利益群体通过积极活动给出了某些“假想的公共观点

的信号” ,一是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的社会结构。只有当这三个变量同

时发生变化时 ,公共观点小球才会不断地在各个区间跳动。也就是说 ,

偏好伪装只是导致诸多宏观社会现象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条件———只有

控制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利益群体具备足够的活动能力这两个变量的前

提下 ,偏好伪装机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由于库兰的经验主要取材于

美国社会的观察 ,他的从众模型对民主政体中一些公共决策机制具有

某些解释力。在一个社会结构相对稳定 、群体划分相对清晰 、事件过程

相对简单的环境下(例如严重依赖于现场演讲和投票的西方民主政治

操作),许多公共观点的演变确如库兰上述模型描述的那样精致有序 。

当库兰试图将这种个体心理机制推广为一个全球普适的社会演化

机制 ,特别是解释上世纪一些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的瓦解时 ,他的“公共

观点动力学”在高度复杂的社会演化进程中就遇到了巨大困难。例如 ,

库兰理论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其对苏东政权瓦解的解释 。库兰认为这些

社会主义政权瓦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高度偏好伪装的专制社会 ,

所有的人都假装相信独裁者的个人偏好 ,但是谁都不敢直接指出皇帝

一丝不挂的事实 。这时一旦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那么这个政权

将迅速崩溃。库兰将这种我们通常称为“皇帝的新装”的安徒生式心理

机制视为导致意识形态权力国家垮台的支配性力量。

但将中国与苏东政权做一个简单比较就立刻可以看出 ,虽然同时

期都出现了大量对政权的挑战者(说真话的孩子),但中国延续 、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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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而其昔日同盟却轰然倒台。同样的机制导致不同的后果 ,这

种变异说明 ,从众机制的解释力和代表性是非常有限的 ,解释复杂事件

真正的原因更可能要从各个具体的社会结构差异而不是一个抽象的 、

普遍的行为机制中去寻找。① 由于这个根本缺陷 ,库兰在解释这类集

体行动时显得手忙脚乱 ,常常被迫引入许多与从众无关的结构性因素

以补充其论点 ,显然大大稀释了其理论解释力 。

此外 ,我们也可以从形式社会学的发展线索理解库兰理论的贡献

与局限。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库兰的从众模型实质是二人一次性博弈

(two-person-one-shot-game)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重新表述 。它描述了

一个促进集体行动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一旦某个个体出于某种利益算

计而决定公开挑战话语权的控制者 ,克服了其他行动者搭便车的临界

条件 ,就会在瞬间点燃了准备已久的炸药包。因此 ,库兰模型是奥尔森

搭便车模型的一个特例 ,它真正有价值的部分是指出了奥尔森没有阐

述的集体行动爆发前临界点的行动机制 。因此 ,库兰的理论显然没有

比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显示更重大的意义② ,也没有对以政治过程理

论 、资源动员理论 、文化库理论为代表的经验研究增添更多的东西。

形式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其创业道路就极其艰苦 。由于需要高度

抽象的形式化能力 、对社会现象的深邃洞察和对资料的艰苦搜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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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形式社会学的理论模型的评价 ,还可参见赵鼎新 , 2006。

事实上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感兴趣的不是小孩站出来说出真相这样一个偶发性太强的事
件 ,而是让所有人站出来勇敢附和这个小孩的结构性条件。在“皇帝的新装”这个从众机

制中 ,如果一个孩子指出了皇帝的裸体事实并不能动摇政权的根基 ,相反皇帝对越轨者
的惩处将进一步增加下一个孩子指出真相的成本 ,那么这种指出将是无意义的。 无数的

事实证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总体性危机要比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更重要。显然 ,长期积

累的政治经济危机本身已经蕴涵着突发性革命的可能 ,在一个信息长期闭塞无法相互沟
通的环境下 ,集体行动无法形成。一旦信息开始公开流动 ,将产生“墙倒众人推”效应 ,因

此从众只是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但不是变革的根本条件。在笔者看来,即使按照库兰的从
众模型解释 1989年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也应该采取结构主义的解释方法而不是

一个抽象的社会机制:“皇帝的新装”机制之所以能在前东欧苏联等国家发生作用 ,取决

于集权体制下一个非常关键的结构性特点:就是一个意识形态权力国家始终需要在公众
面前维系一个完美的形象 ,这个完美的形象是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一旦破损将会严重到

损害政权的基础。因此公共场合的高度统一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一切决策都是幕后权
力的秘密操作 ,公众的同意只是体现斗争最终结果的走过场。在这种决策机制下 , 意识

形态权力国家所有的信息都隐藏在一个高度集权 、层层隐瞒的政治体制下 ,每一上级都
掌握了更多的信息 ,而每一下级掌握的信息不仅稀少得多 ,而且甚至常常是错误的信号。

其次 ,意识形态权力国家缺少必要的纠错机制 ,往往使一些小的错误被放大为国家的总

体性危机。因此 ,某些类似于“童言无忌”的偶然因素一旦出现 , 潜伏在高度一致表象下
的总体性危机将使一个政权垮台。



这方面的进展一直缓慢。迄今为止 ,大量以理性选择和博弈论为基础

的模型如同泡沫一样出现又消失 ,形式化理论真正对当代社会学发生

深远影响的还屈指可数。尽管库兰这本书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不足 ,

但比较而言从理论到逻辑上却相对扎实 。笔者相信 ,他的从众模型将

值得国内各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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