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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70 years from the first debut of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This book as the classic work
on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was written by 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 who was the former chairman of Psychology Depart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in 1939. Organized around the central theories in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law, this book discussed prejudice in a comprehensive view and had a profound
and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In the era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bridged people
closer more than any age. Diversities boom with contacts between individuals with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However, the shadow of prejudice is still
shrouding our society: gender violence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seem taking root from the new
soil. Moreover, machine algorithms are making themselves learn discrimination instead of facilitating social life. Information seems to divide us into smaller internal groups and aggravate the
hostilities betwee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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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摘

要

《偏见的本质》首次出版至今已近70周年，本书作为社会心理学偏见领域的奠基著作，由哈佛大学心理
系前系主任、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人格心理学之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
所著。本书就偏见进行了详尽全面的探讨，将社会学、心理学、法学领域中的不同理论逐一囊括综述，
至今依旧影响深远。在大数据时代，科技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的个体之
间的接触远远密切于以往任何的时代。但是，偏见的阴霾依旧笼罩着人类，性别暴力、种族歧视似乎找
到了新的传播介质。便利于社会生活的数据算法也存在着歧视问题。信息似乎将我们割裂为更小的内部
群体，并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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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prejudice)是什么？也许一个脱口而出的答案可能是，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就把人往坏处
想。中国的成语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穿凿附会”等都指出了我们
常常将自己选择性的记忆，与传闻相混合，并对此进行了过度泛化。如此的过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
也许是人类最常见的思考谬误，然而，这样的归纳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过度泛化的倾向本具有进
化意义。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我们所面对的信息却如潮水一般扑面而来。为了尽快适应生活的更迭，我
们必须快速地为面前的新事物定性，孰善恕恶。由于我们无法对世间万物都有详尽的了解，并据此做出
判断。于是，我们不得不依赖于这样粗略却广泛的预判(prejudgment)。
那么，是否所有的预判行为都是偏见呢？答案是否定的。奥尔波特指出，但凡一个人能够在足以推
翻预先判断的依据面前，纠正自己原先错误的判断，就并非偏见的持有者。而那些在新知识的冲击下，
依旧冥顽不化、固执己见的人所持有的预判，才会被称为是偏见。由此，预判与偏见的区别在于是否能
够不带抵触地讨论、并纠正原先观点。奥尔波特借此进一步将偏见归纳为如下的定义：
偏见是一种基于错误且僵化的泛化观点而产生的反感。它能够被感觉到，也能够被表达出来。它可以是针对整
个群体的，也可以是针对单独个体的，个体往往会因为作为群体一员而遭致偏见。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所讨论的偏见仅限于敌对的偏见，而不包括积极的偏见，如偏爱。
为什么人们总是如此轻易地就陷入了偏见？奥尔波特认为，错误的泛化(erroneous generalization)与敌
意(hostility)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人类的大脑必须借助于分类(categorization)来进行思考(在此语境下，分类等同于泛化)。分类活动的
产物——类别(category)则是形成预判的基础。我们将事件分配至熟悉的类别中，并相应地采取行动。请
注意，这一过程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有序的生活正取决于此。同时，在分类活动的过程中，我们的
大脑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集群吸收入大类之中。尽管开放的心态被视为一种美德，但奥尔波特认为开放
的态度并不存在，因为所有的生活经验都会被归入类别之中。正如罗素所说：“永远保持开放的心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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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永远空虚茫然的心灵。”所以，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一机制的驱使下做出错误的分类，也许是
在错误的时机下采取了正确的分类，也可能是在正确的时机下采用了错误的分类。无论如何，分类基本
是理性的，是基于以往生活经验的大概率预测。
然而，奥尔波特指出，与事实依据相印证的分类标签往往会得到选择性的认可，而与分类标签相悖
的事实依据则会遭遇大部分人的抵触。在面对互为矛盾的事实与分类时，坚持预判的心理机制即允许特
例的出现。奥尔波特在书中给出的例子是我们能耳熟能详的一种表达，即，“的确有些黑人也是好人，
但是……”，或是，“我有一些好朋友是犹太人，但是……”这种转折的句式所表达的前半部分语义似
乎是一种消除敌意的机制，但是在通过剔除一些正面个例后，针对此类别之下其他事例的态度依旧是负
面的。简而言之，相悖的事实依据无法改变错误的泛化，人们虽然认可这一事实，但却在分类过程中将
其排除在外，这也被称为“二次防御”。此外，奥尔波特还在书中提及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当一名对黑人持有强烈偏见的人，在面对有利于黑人的事实依据时，他往往会将婚姻问题作为挡箭牌与诡辩的
理由：“你希望你的妹妹和黑人结婚吗？”一旦对方回答：“不，”或在回答过程中产生犹豫，偏见的持有者就会
说，“看到了吧，黑人和我们生来不同，有些事对黑人来说就是不可能的，”或者，“我就说吧，黑人本性难移，
令人厌恶。”

可以说，错误的分类并非造成偏见的绝对因素，但是，人们总是自以为有充分的理由维持自身的预
判，继而导致了偏见。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预判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社交网络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大
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对此加以考量。
造成的偏见的另一要素是敌意。奥尔波特认为，这种敌意恰恰来自于偏爱——一种自身价值系统的
维护。斯宾诺莎将“出于爱的偏见(love-prejudice)”定义为“被爱蒙蔽了双眼”。正如古人有云：情人眼
里出西施。在热恋中的情侣眼中，对方的所有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此相似，对信仰、组织、国家的爱也
会使人们“蒙蔽双眼”。
此类积极的依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年幼的孩子不能离开监护人独自生活。他必须先通过
某人或某事学会爱，并认识自我，才能够学会憎恨。而在他分辨对其价值体系的威胁之前，他是被亲情
与友情所围绕的。正是出于对此的珍爱——同时也是个人生存的基础，人们倾向于受到对个人价值体系
袒护的驱使，而做出毫无依据的预判，对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价值体系的人和事物进行贬低(或主动攻击)，
以抬高自身的价值取向。这种预判是非理性的，而基于偏见问题的复杂性，奥尔波特并未就其与大脑分
类活动之后的理性预判进行详尽的区分，事实上，这一问题依旧是目前该领域中所需探讨的问题之一。
仇恨偏见是基于错误预判与敌意加强后的二次发展，其所反映的事实背后通常是积极正面的价值体
系。西弗洛伊德曾就此这样表述：“在对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厌恶与反感之中，我们意识到，这其实是对
自己的爱的表达，是一种自恋。”可以说，是爱的偏见(偏爱)引来了仇恨的偏见(歧视)。
至此，我们已对偏见做出了定义，并就其产生的要素进行了大致的概括。那么，偏见将如何得到消
解呢？这是奥尔波特在本书中所重点意图阐述的部分，也是其在公共政策领域所致力于研究的方向。奥
尔波特从立法、教育、媒体、心理治疗等多种途径对改善偏见态度进行了论述，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引入
了人类群体关系所必需经历的四个阶段以阐明偏见态度所导致的行为的本质。首先，人类群体关系发展
的 第 一 个 阶 段 是 完 全 的 接 触 (sheer contact) ， 这 会 导 致 竞 争 (competition) ， 随 之 而 来 的 是 适 应
(accommodation)，及最后的阶段——同化(assimilation)。这四个阶段广泛存在于群体交往之中，且在绝大
多数情况下是平静的。但是，每一阶段的速率却并非定值，有时甚至会发生向上一个阶段的回溯。奥尔
波特将欧美社会对犹太群体所爆发的周期性不满为例，在 1869 年的德国，所有的反犹法案都得到了罢黜。
这似乎使接下来的 60 年成为了德国犹太人与德国日耳曼人双方和平适应的阶段。然而，希特勒的上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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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太主义卷土重来。纽伦堡法案(Nurnberg Laws)和种族清洗对犹太群体所造成的伤害远远大过德国历
史上发生过的任何反犹太主义运动。由此，奥尔波特指出，第一阶段，即完全的接触，决定了后续阶段
的发展情况。接触所产生的效果取决于接触的类型、所涉人群的类型。
在奥尔波特所处的年代，接触所发生的场所是真实的，接触所能获取的信息是较为全面但肤浅的。
这从奥尔波特所罗列出的接触所涉及的变量中可见一斑(见附表 1)。而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下，互联网为
在那个年代完全无法产生联系的个体之间提供了发生接触的可能性，同时也提供给了所有使用者前所未
有的丰满信息。接触所发生的场所是完全虚拟的，偏见所依赖的外表特征、衣着打扮等可识别因素也不
复存在。互联网的初衷是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即赋予人们平等交流、获取信息的权利，那么互联网的使
用者在现实中的地位因素、角色因素、所处的社会风气也不再是影响接触的变量。不仅如此，人们所能
了解到的跨文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年代。按照奥尔波特对完全接触所能带来的影响的
结论，当下构筑在互联网之上的虚拟社会，已然在技术上实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交流的平台，偏见
将大幅度得到削减(除非深深植根于个体的人格结构之中)，其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也能够通过制度支持(即
法律、习俗、当地气氛)而得到维持，并能够促使个体发现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共同利益与共通人性。那么，
事实真是如此吗？
答案是复杂的。一方面，网络整理了人类的现有知识，并使了解这些知识的人群大大扩张。在正确
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必然对受众起到了教育的作用，并继而促使了偏见的消弭。同时，网络社交也筑起
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的个体之间的沟通桥梁，如同跨文化教育一样，跨越群体的正面交流也
更易于促成宽容友好态度的形成，并削减敌对偏见态度的产生可能。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性
别暴力、种族歧视等负面态度似乎找到了新的传播介质，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促成受众对特定群体的种
种刻板印象。例如中国网络论坛中一度盛行的“地域黑”，社会新闻标题中常出现的“肇事女司机”。
类似以讹传讹、错误归纳的情况在信息时代不胜枚举，并成为了滋生偏见态度的土壤。更值得一提的是，
人类日益发展并大量以来的数据算法也受到了开发者自身的刻板印象或数据集(即使用者群体)的影响，存
在着偏见的问题。例如，2015 年 6 月，谷歌的照片分类系统将两名非裔美国人识别为“大猩猩”。尽管
谷歌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报道称，这暴露了训练数据过分依赖于白人照片，降低了其准确识别人
类不同容貌照片的能力。无独有偶，2017 年 1 月，脸谱的用户新闻推送被大量虚假新闻淹没，也凸显了
算法所存在的偏差。在当时，脸谱的热门新闻算法是根据参与度(用户的点击或分享频率)来确定新闻排序，
并没有考虑到新闻的真实性。也就是说，以讹传讹的错误信息藉由网络的传播速度相较于线下更快，且
不受限制。也许对于数据算法中的歧视而言，更为直观的是，任何使用数据馈送分析系统以呈现内容的
算法，向用户所提供的结果都是与其当下使用线索向匹配的内容，即在用户仅搜索了“苹果”的情况下，
系统为其推荐的内容都将是基于“苹果”这条搜索线索(与苹果相关)的内容。这种效果将随着用户使用线
索的积累(搜索、浏览、喜欢、分享)而逐渐放大，并最终导致用户所接触到的信息流都是基于系统内现有
线索的内容。虽然这一算法似乎是无害的，但却会起到“确认偏见”的作用。其所带来的实际上是信息
的泡沫，系统已为用户屏蔽了与其意见相左的信息。
就以上而言，信息时代的偏见似乎并未如奥尔波特所预想的那样，能够实现完全的接触，并逐步完
成群体关系的和平发展。在互联网中的虚拟社会之中，个体化为了一个个互相独立又互为联结的数据集。
虽然彼此之间不再以肤色、种族、阶级为标识，但是现实社会中的冲突与矛盾却在信息的快速传递中愈
演愈烈。是什么因素在网络上主导了偏见的产生？又是什么因素能够借由互联网最大程度地消除偏见？
网络究竟对人们的偏见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大量的数据是否能够作为样本帮助研究人员对偏见进
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计算社会学的出现正是社会科学家们希望通过数字化数据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层次研究个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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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行为的一种尝试。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哈佛大学大卫拉泽(David Lazer)为首的 15 位美国学者共同
提出，并以“计算社会学(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为题联合发表于《科学》杂志上。2012 年，《自
然》杂志就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刊登了综述，文中引用了研究人员就脸谱网数据所发现的结果：
“今年，克莱因伯格和他的同事利用脸谱网约 9 亿用户数据，以研究社会网络中的传染性——一种观念传播的
过程。这些观念可能有关于时尚美容，也可能是有关于政治观点、新兴技术、或财政决定。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假设
这个传播过程类似于病毒的传播：一个人接受一个新观念的几率与他所能接触到的、已经接受该观念的人数呈正比。
然而，克莱因伯格的学生，约翰乌甘德发现情况远比此复杂：用户加入脸谱的动机与其使用脸谱的朋友数目无关，
而是取决于使用脸谱的、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朋友数目。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同事、体育俱乐部的朋友、及你的好
朋友都已经加入了脸谱，那么你对脸谱所留下的印象远比你只在上面发现了来自同一社会群体的朋友更深刻。所以，
观念的传播取决于坚守于该观念的人群的多样化。”

如此之大的数据样本是在信息技术革命之前，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无法想象的。运用大数据的计算
社会学在证实或测试固有假设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有关偏见的研究也正在这个领域中展开：
2018 年 4 月，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分析了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书籍、报刊、和其他
文字载体，并将其遣词造句中的变化与关键社会运动节点(如 1960 年代的女性运动，大量亚裔移民迁入)时期的美国
人口普查数据中相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正在逐渐变少，在 20 世纪上半叶，
“聪明(intelligent)”、
“逻辑清晰的(logical)”、“深谋远虑的(thoughtful)”等一类词语往往更多地与男性相关联，然而在 1960 年代后，
这些词开始逐渐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即使针对两性依然各自存在不少刻板印象，但是 1960 年代的女性运动显
然对刻板印象的削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计算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迈出的突破性一步也并非没有局限性。数据的隐私问题，以及
统计谬误的存在——数据集合未必如实反应人群整体状况，都亟待相关规范与研究的深入。2018 年 3 月，
作为社会网络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脸书，深陷 8700 万用户信息数据泄露的丑闻。起因就是与其合作
的剑桥大学教授违规将数据泄露给了第三方。这一事件的发生，不仅为今后从事计算社会学领域的研究
学者们与数据提供方敲响了警钟，也提醒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何在推动科学研究进步的情况下，保
护个体的权益和隐私？这对于处于信息化浪潮的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如同人类群体关系的发展一样，难免也会有回溯的情况发生。但如同奥尔波特
在《偏见的本质》中所说的那样，“任何企图完全解释偏见的理论都是片面的……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为此(消除偏见的方案)提供帮助。一是从问题根源进行剖析。基于对偏见根源在心理学与社会分析
之上，社会科学能够成功预测特定运作模式的成败。其次，社会科学也能够作为评估工具，对所采取的
方案进行测量。”也许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共同努力下，不久的将来，人类偏见
的真相将不再触不可及，偏见的消弭也不再是一个触不可及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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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附表 1
接触所涉及的变量
接触的量化因素：
a. 频率
b. 时长
c. 参与人数
d. 多样性
接触者的地位因素：
a. 少数群体处于劣势
b. 少数群体具有平等地位
c. 少数群体处于优势地位
d. 虽然所涉及的个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但作为一个群体时，该群体拥有一个相对较高的地位(例如，犹太
人)，或相对较低的地位(例如，黑人)
接触者的角色因素：
a. 两者在产生接触的活动中是处于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
b. 接触的过程中是否涉及上下级关系；例如，主仆关系，雇佣关系，师生关系？
接触发生时的社会风气：
a. 社会所盛行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还是平均主义？
b. 接触是否自愿？
c. 接触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
d. 接触者是否能够感知到群体之间正所处的关系吗？
e. 接触本身是“典型的”还是“特殊的”？
f. 接触本身被认为是重要并亲密的，还是微不足道、速战速决的？
接触者的性格与个人经验因素：
a. 他的偏见程度是处于高、低、还是中等水平？
b. 他的偏见是留存于表面的、顺应大流的，还是深深植根于其性格之中？
c. 他在生活中是充满安全感的，还是处于恐惧、怀疑的状态？
d. 他之前与该群体的相处经验如何？他目前主要持有哪一方面的刻板印象？
e. 他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如何？
f. 许多性格因素都可能影响接触所带带来的影响。
接触的领域：
a. 日常
b. 居住场所
c. 职业场所
d. 娱乐场所
e. 宗教场所
f. 市政场所
g. 政治场所
h. 群组内部的友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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