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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judice in social psychology is more considered as a stereotype and the attitude is negative and
repellent. Social prejudice is prevalent in our life. Some prejudice of the modern society is invisible which comes out in the form of subtle expression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new
types of prejudice also appear. Prejudice h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at can be seen in the social
action and conflict and also penetrated the whole society. The prejudice is the subject of history
which deeply rooted in our social structure. Prejudic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ociety and is
the reality of social significance and which is also based on research,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is significant for a better recognition of social action and life, and which can
reduce and avoid social conflicts caused by preju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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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偏见在社会心理学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成见，是具有否定性和排斥性的负向态度，社会偏见在我们的
生活中随处可见，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中有的逐渐具有内隐形特征，以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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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新的偏见类型。偏见具有价值倾向性，在社会行动和冲突中都能感受到偏见的存在，整个社会弥漫
着偏见的社会性体验，是历史的主体。偏见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对整个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具
有社会意义上的现实性，是研究的基本。了解偏见的本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行动，有助于我们
在社会上更好地生活，减少和避免因偏见而导致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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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3 年的《霸王别姬》搬上屏幕，这部电影由于李碧华的剧作才华和张国荣的美貌与演技风靡一时，
使之成为一代经典。影片中的主角段小楼和程蝶衣是一起长大的师兄弟，出演的《霸王别姬》配合得天
衣无缝，誉满京城。程蝶衣作为一个男同性恋，在电影里喜欢上了段小楼，这样的感情不能被世俗所理
解、所承认，最后选择自杀来完成故事中的情节。虽然这仅仅是一部电影，但是观看电影情节的同时也
能看到现实中的影子，电影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着生活。这部电影除了精彩的剧情和高超的演技以外影射
出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人恐惧、排斥甚至憎恶同性恋群体，
直到现在仍会有很多人抨击同性恋，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答案可能就是一种偏见。我们的社会中有
偏见吗？我是否有偏见？偏见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偏见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
重要的社会心理，本文试着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偏见的社会性做一个探索性分析。

2. 偏见问题及其相关文献探讨
在汉语中，“偏”形旁就与人有关，它的本义是指人不公正，偏，颇也。《书·洪范》中“无偏无
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王世舜，2011)。“见”本义是看见，引申
为对事物的观察、认识及理解。偏见是个人对他人或其他群体的所持有的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认识和态
度。《庄子·齐物论》“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弛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晋郭象注：“各信其偏见，
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孙通海，2007)。潘光旦视普通人的成见为“蔽”，“但凡指心理上一切先存
的状态，有如意志和各种情欲，和先入的事物，有如见解、记忆，习惯等足以影响此人对后来刺激的
反应，使失诸过度或失诸不足，也足以影响他对后来事物的看法，使不能客观，得不到最较近情的事
物真相”(潘光旦，1993)。
纵观人类历史，发现在人类生存之初偏见就已经存在，但对它的研究是随着欧洲殖民帝国的建立出
现的种族主义开始出现的(李忠，石文典，2008)。随着偏见研究的兴起，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各个
领域的研究者都展开了对偏见的研究。早在 1873 年，Spencer (1873)的 The Study of Sociology 里的就描述
过偏见(bias)，但是并没有给偏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他认为偏见是指共同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两种截然
相反的信念，主要探讨的是偏见的积极层面，具有正向功能，是社会发展所必须，促进了社会进步。偏
见在尼采看来是一个偏中性的词汇，个人的思想、主张或“建议”都带有偏见，他们会出于道德或非道
德的目的来寻求论据为自己的偏见辩护，因为尼采认为个人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尼采，2011)。偏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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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涉及诸多意识形态，马克思提出的意识形态；汤姆森的阶级意识等。帕森斯为了预示社会心理学有关
解释和因果关系的问题引入了偏见这个主题，他认为偏见就是一个在心理学的和社会因果关系中的问题，
具有价值倾向性，包含三个层面：个人制度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文化制度层面，现实中的偏见同时反
映了三个层面，并且任何研究都是在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Parsons & Shils, 1962)。
在社会心理学中偏见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负向的态度。奥尔波特解释偏见是基于错误和僵化的概括而
形成的憎恶感，它同时是人们认知机制正常运行的副产品(高明华，2015)。托马斯心理学把偏见看作是人
际交往中对个人或群体的一种“鲁莽的判断”形式，缺乏足够证据而对别人评价不高(Parsons & Shils, 1962)。
阿伦森对偏见的定义是基于错误和不全面的信息来对某个特定群体的一种敌对或者负面的态度。(艾略
特·阿伦森，2007)布恩把偏见看成是一种态度，是感情、看法和行为倾向的组合，是一种先入为主(贾林
祥，2010)。偏见在社会心理学家眼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公正的片面或者错误的态度及认识，带有预先
的判断(章志光，2008)。
对研究偏见的历史性可以看出，偏见的使用从最开始的“bias”认识的偏差到如今更普遍的“prejudice”
一种负向的态度，反映了我们对偏见认识的价值观转向。偏见研究的不断进展使得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偏见具有不同的定义，从定义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偏见的概念主要倾向于负面的态度，把它看作是一
种成见，具有否定性和排斥性。偏见是我们内在的一种主观态度，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否定。个
人偏见和社会偏见构成了偏见，两者相辅相成。前者是个人所含有的一种具有个体人格和心理特征的负
向态度，是个体之间的偏见，是群体内或群体间的个体之间的偏见，更多的具有个性化特征；而社会偏
见是针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所持有的否定观点或信念，是不同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偏见或者个
体对群体或阶层的偏见，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

3. 偏见的社会历史类型
1) 传统的社会偏见
我们对自我认同最开始和最重要的就是种族和性别，出生伊始就被辨别是男是女，男孩应该具有哪
些特征，女孩的特征又是什么？开始对认同产生差异，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人会有什么特点？从有意识
开始，就开始分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之间的差别，由于我们对自己种族的偏好，对不同于我们民族
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偏见开始产生，从古至今种族偏见就一直存在，各种关于种族偏见的事件持
续发生，导致歧视、镇压与奴役。我国古代四民按照等级排列分四等：士农工商，商人被排在最末等，
认为商人重利轻义，无奸不商，古代社会都是“重农抑商”，一般人通常不愿与商人通婚。种族对我国
历史来说相对不太敏感，我们通常所说都是“民族”。清朝的八旗制度：满洲正黄、镶黄、正兰为上三
旗，满洲其余各旗；蒙古八旗；汉八旗。按地位划分有一个笼统的顺序，满族人地位最高，蒙古族次之，
汉族最后。满族人民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凭借自身的优越性，认为自己高贵于其他民族，对其他民族
的人同样产生偏见。
母权时期女性因为能提供稳定的食物以及与生俱来的生理能力在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母系氏族
社会里，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亲掌握家庭权力，但女性只是一种自然优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男性由于自身体能的优势，逐渐在生产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权力的不断上升，男性开始对女性占据
支配地位，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庸，出现了具有明显性别偏见的“男尊女卑”时代。封建社会奉行的儒家
文化，“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女性的“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等，圣人孔子就曾
发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感叹，以及贞操观念，对女性要求从一而终以及当时社会存在一夫多妻
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有段时间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开始加大，政治与宗教势力对立，统治者都曾发动过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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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法的事件，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之难”。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大多数都信仰宗教，由
于宗教偏见引起的杀戮更是数不胜数。
不同种族、民族、地区的人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文化，在古代贵族居于上层阶级，形成自己特有的文
化，其他阶级的人竞相效仿，注重对贵族气质的培养与教育，但是注重血统和出身，对其他阶级形成的
文化自然会产生鄙夷和不屑。
近代以来，毛泽东以各群体的政治态度而进行的社会分层将中国社会大部分成员分为地主阶级和买
办阶级，中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有游民无产者(李强，1993；邱泽奇，2004)，阶级之间的相
互敌视，“阶级”在我国历史中的特殊性，“阶级斗争”——政治意义上严格区分“敌”“我”，引发
了社会上的诸多矛盾，伤害了很多人(朱光磊，2007)。
2) 现代的社会偏见
传统社会，偏见现象的范围主要出现在种族、民族，性别，文化，阶级阶层等领域，随着网络科技
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较明显的社会分化，新的社会群体
出现。随着社会的分工和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社会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人们沟通接触频率逐渐增加，社会复杂性增大，现代社会中明显的种族偏见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而其
他方式的偏见也常常以微妙形式呈现，偏见的微妙形式相对于公开形式涉及面更广。
现代的种族偏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种族敏感性，即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对少数种族、民族人士反
应过度，反应为“赞扬过度或批评不足”，有时为了维护自己的无偏见形象而常常表现为积极的反馈或
过度的赞扬，他们的偏见通常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反应，表现为一种内隐的偏见。现实生活中，我们
遇到少数民族时往往会夸大种族差异，有时候面对少数民族的移民表现得往往不那么有好感，甚至有时
候不尊重他们，与公开的偏见相对的是以臆测的非种族理由来对他们表示排斥和拒绝。在现代的性别观
念中，性别的刻板印象常常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刻板印象有时会导致偏见。虽然倡导男
女平等，但现实中比如求职时常常也会感受到隐性的性别偏见存在，随人没有明确表示，但是对某些职
业只倾向于要男生，也有部分地区在生小孩时，仍旧有很多家庭想要第一胎是男孩，对小孩出生的性别
要求也含有偏见。自古以来，除了佛教、道教以外，还曾流行或出现过其他一些宗教，有的是从境外传
入的，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总的来说，中国历来对各种宗教比较宽容，大多数情况下，各种宗教能够和
睦相处，仅少数时期因为宗教偏见发生的冲突战争也纯粹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导致，民间的宗教信仰和宗
教仪式往往界限也比较模糊，不同宗教之间渗透交融多于对立冲突。但如今在我们的生活中仍旧能看到
有关宗教引起的争议，释永信正在带领少林寺走向商业化有关的争议也是层出不穷，据报道称少林寺要
在澳大利亚建一个大型文化中心，网友们纷纷表示难道和尚不是应该整天吃斋念佛吗，也要打高尔夫球，
住宾馆？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肆掠，威胁着世界的安全。Isis 即伊斯兰国是一个
基地组织下属的极端组织，武装分子在占领区屠杀异教徒，要求基督教徒们改信伊斯兰教等都可以看出
具有明显的宗教偏见。
我们求学就职的过程中，身边的同事、朋友来自五湖四海，也会感受到彼此的差异，随着网络的普
及更会看到很多关于地域的歧视，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今世界也存在着不少地域歧视，例
如“上海人精打细算，十个河南九个骗”等都是由于对地域文化的经验性判断造成的刻板印象从而形成
的偏见。当今的娱乐文化中也渗透着偏见，美剧里面扭曲的黑人形象，通常都是邪恶的化身。随着韩剧、
美剧的热播，引起了狂热的反响使我国如今的青年很多都觉得中国电视剧不出彩从而只追美剧、韩剧，
出现的“哈韩、哈日”追星族，热衷于外国的美容服饰，喜欢过洋节而忽视我国的本土文化甚至是贬低
等也体现出文化偏见。现如今我们生活中仍旧有很多人反感同性恋，可能也与传统文化的遗留有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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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来讲究规矩，伦常，不容忍出格，同性恋在他们眼里就是非常、异类所以受到排斥甚至抨击。Gill
Valentine 和 Catherine Harris 探讨了当代英国的阶级偏见(Valentine & Harris, 2014)，其中涉及到中产阶级
对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某些人对他们所处阶级的其他人的偏见，并且也有对移民、社会底层人士的
偏见，阶级偏见与负面经济、道德价值与依赖有关，偏见明显是基于经济价值的道德价值。随着大众媒
体、互联网的普及，缩短了世界的距离，引领着观众的情绪，媒体所占的角度进行的报道有时也会有所
偏颇，报道偏见能引起误导。

4. 偏见的社会性
看到各个领域的专家对偏见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到偏见的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我们的种族和性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互动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习得的文化，所处的地域，
我们的外貌、年龄，所从事的职业以及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只要稍微留心就能感受到偏见的存在。偏见
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它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和看法，以及价值观的生成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着
我们的社会生活。帕森斯在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中对行动理论的研究，总的论述了行动理
论包括行为心理学，个性互动和发展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的理论类型；描述价值、动机和行动系统时
认为个性(动机)与社会系统(情境)是基于价值导向的文化，用一个心理学的范式，一系列的价值标准和模
型变量来说明行为空间的基岩是心理学的，进而阐述心理学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在对社会行动的研究
中心理学的价值或价值倾向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进而引出偏见，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可能是一个精神组织
和精神功能模式的事实的偏见，偏见是一个在心理学的和社会因果关系中的问题。在帕森斯看来，偏见
不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很可能被看作一个在社会冲突和行动的广泛领域中的
经验焦点，在行动领域的研究中都能观察到偏见的存在(Parsons & Shils, 1962)，具有社会意义上的现实性。
偏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纵观我国现代社会分层结构，无论是李强所说
的“多元利益群体”，还是孙立平的“断裂社会”以及刘欣的“社会阶层相对剥夺论”(李强，2010)，由
于所处地位的不平等，人们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偏见作为一种价值体验在其中起到决定作用。当人们预
测到他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失败时会产生巨大的偏见，消极的力量，如产生的压力、不安全感以及个
人经济的挫败感也会产生偏见(Silberstein & Seeman, 2016)。平等是现代人看重的价值体系，通过社会比
较感觉到不平等，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产生的偏见可能表现在特定的个人上，也可能是
对特定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甚至可能是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都表现出偏见。很明显地看出，偏见弥漫在
我们的整个社会性体验中，我们在充满偏见的社会中生活，正如帕森斯所坚持的：偏见是研究的基本
(Parsons & Shils, 1962)，作为历史的主体，我们的社会行为以及社会冲突的产生都是基于偏见这种价值倾向。
偏见在社会中的存在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与差异、不平等及偏好同行，偏见使社会产生
了“我们”与“他们”，制造了“内群体”和“外群体”，因为对自己内群体的偏好，对外群体的理解
难免会发生偏差，偏见由此产生。偏见，扭曲了社会现实，制造隔阂，导致歧视甚至引发暴力和冲突，
产生各种社会问题。偏见是一种具有价值倾向的负面态度，在与人交往中指导我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对
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5. 结语
根据有关偏见概念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偏见的本质看作是对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一种负面的预先判
断。偏见的历史由来已久，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从传统的公开的、外显的偏见逐渐演
变为更多是内隐的，以一种微妙形式表现出来，但也有很多明显的偏见存在。传统的偏见主要集中在种
族、民族、性别、文化、阶级阶层等领域，随着社会分化，网络科技的普及，更多类型的偏见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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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偏见、性取向偏见、新闻报道偏见等。偏见作为历史的主体，是我们的一种情感的社会性体验，在
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倾向性，指导我们的社会行为和与人交往，偏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
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结构。随着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阶层迅速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城
乡差异、地区差异明显，社会流动逐渐变缓，人们通过社会比较滋生不平等，产生相对剥夺感导致偏见，
扭曲社会事实，制造隔阂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暴力冲突。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社会和谐中会
不断滋生不好的事物，但是只有负面的不好的恶才能催生人们对好的追求，才会导致社会的不断改革。
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比例不断地动态调整，只一味的看到所带来的恶而忽视了它相对的好以及好中隐藏着
的恶也是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大偏见。偏见是有效的自我防御，是我们所执的价值观，是社会行动的基岩，
了解偏见的本质，对我们的人类行动有更深地理解，有利于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减少或避免因偏见而引发
的冲突，在社会上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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