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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实证心理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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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自由意志是哲学史上最古老、最持久和最艰难的问题之一, 并且一直是哲学, 包括实证主义哲学和

人文主义哲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 心理学家开始尝试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探索自由意志的心理机制、影响及
表达。研究发现虽然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但人们仍然相信它的存在, 并受到它的影响。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
道德行为、创造力、自尊和幸福等概念有密切关系。未来研究应在自由意志的概念界定、产生机制、作用功
能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并从实证、理论和常识三种水平上综合考察、理解自由意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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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意志的研究后, 认为研究者只有充分理解自由
意志、其与决定论和道德责任的关系、以及它们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两者
皆可抛。

相应的心理机制, 才能更好地解决该问题

——裴多菲《自由与爱情》(殷夫译)

(Nichols, 2011)。但是自由意志的问题, 不仅是哲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Petofi Sandor)的

学关注的问题, 在更深的层次上, 它还与人的自

这首代表作《自由与爱情》百年来在全世界范围

主性、创造性、自尊等心理学概念息息相关(王佩

内广为传诵, 它表达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强烈向

佩, 2007; Müller & Walter, 2010; Rakos, Laurene,

往。自由就是没有拘束, 有多种选择, 不受固定的

Skala, & Slane, 2008)。因此, 自由意志对于个人生

行为进程的限制(里奇拉克, 1994)。我们向往更多

活和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 均具有重要意义。心

的自由, 希望有能力和机会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理学无疑可以为自由意志的存在及其相关问题提

渴望自由的进行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然而,

供最直接的证据。心理学实验的可检验性和可重

我们的意志是否真的自由, 这个古老而神秘的问

复性有助于哲学概念的明晰和界定, 传统的实验

题困惑了哲学家们上千年。毫无疑问, 自由意志

方法和现代心理学的神经科学技术有助于探索哲

问题是所有哲学问题中最微妙、最迷人的问题之

学问题的心理起源, 这其中就包括了自由意志问

一, 也是最令人头疼、最难以把握的问题(徐向东,

题。心理学提供的最直接、可量化、较客观、能

2006) 。 2008 年 , 实 验 哲 学 的 两 位 主 要 推 动 者

证伪的证据,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自

Knobe 和 Nichols 共同发表了“实验哲学宣言”, 标

由意志的几个基本问题, 如我们能够证明自由意

志 着 实 验 哲 学 运 动 的 兴 起 (Knobe & Nichols,

志存在吗？如果存在, 我们是如何拥有它的？自

2008)。传统哲学思辨味过浓, 抽象性过重, 远离

由意志的心理后效是什么？关于自由意志的研究,

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 哲学探讨也常常陷入困境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而无法自拔, 而实验哲学引入心理学的实验方法,
可以让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及普通人保持接触

2

(张学义, 2011)。Nichols 在回顾了实验哲学关于自

自由意志存在吗？
自由意志存在与否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有

关。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问题, 归根到底就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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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对周围的世界和他人所持有的态度(徐向东,

随着实验哲学的兴起, 实验哲学家尝试借用

2008)。自由意志论从主观态度出发, 认为我们是

心理学实验的方法了解普通人的自由意志观, 其

自由的和自主的存在者, 能够自己做出决定和选

基本逻辑是, 设计一些思想实验场景, 考察普通

择, 可以对我们的行为承担责任; 决定论从客观

人对不同场景下的相容论假设和不相容论假设的

态度出发, 认为这个世界是受到自然规律或某些

直觉反应, 并回答自由意志的相关问题(Feltz &

其他法则制约的, 我们的行为受到自然规律支配

Cokely, 2009; Nahmias, Morris, Nadelhoffer, &

和各种因素的限制, 因此没有自由意志。
2.1

自由意志存在的证据

Turner, 2005; Nichols & Knobe, 2007)。在哲学史上,
实验哲学家并不是第一个懂得用“实验”的方法进

要深入了解个体心理, 心理学必须具有常识

行哲学研究的, 不乏哲学家通过“思想实验”的方

性, 关注心理生活。心理生活是个体的主观体验,

法探讨哲学问题(张学义, 2011)。然而, 传统哲学

是一种个体对世界的主动把握。一切科学研究,

的思想实验是针对某些哲学命题在思维中设定情

一切理论均来源于问题, 这些问题首先来自于人

境, 进行推演、展开论述, 其得到的结论主要是依

们的日常心理生活, 来源于人们的常识(周宁, 葛

赖于哲学家的个人直觉。这些哲学家经过严格的

鲁嘉, 2003)。自由意志不仅仅是哲学家们思考的

哲学训练, 其直觉结论并不能代表普通人。因此,

问题, 普通人也有关于自由选择和行为的常识。

他们仍未摆脱坐而论道。而实验哲学家通过真实

近几十年来, 普通人的自由意志观成为研究热

的经验性实验将哲学命题诉诸普通人的直觉判断,

点。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系统了解普通人关于自

用真实的经验证据来检验哲学家的观点和主张,

由意志的朴素观念和直觉。

其做法更具可操作性(张学义, 2011)。如在 Nichols

早期的研究多通过编制自由意志量表来考察

和 Knobe 的实验中(2007), 他们首先要求被试阅

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Lamb, Lalljee, & Jaspars,

读两段关于世界的描述, 其中一段是决定论的(A),

1985; Nettler, 1959; Stroessner, & Green, 1989;

另一段是非决定论的(B), 具体内容如下：

Viney, Waldman, & Barchilon, 1982; Waldman,

想象存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A 或 B, 它们关键

Viney, Bell, Bennett, & Hess, 1983)。最早的自由意

的区别是…在世界 A 中, 每一个决定完全是先前

志量表由 Nettler (1959)编制, 该量表仅包含 5 个

决定的结果—— 每一个决定都是按既定的方式发

“是/否”条目, 且只有两个条目是测量自由意志的,

生。相反, 在世界 B 中, 决定并非完全是过去的结

因此存在效度问题。此后, Viney 等编制了 7 个条

果, 每个人的决定不一定按既定的方式发生。

目的 9 点计分的李克特量表(Viney et al., 1982),

在阅读完上述描述后, 要求被试回答问题如

但该量表存在如反应偏差等需要特征的缺陷

“你认为哪个世界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最相似？”。

(Orne, 1962; Weber & Cook, 1972)。Rakos 等编制

绝大多数的被试都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决定论的

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包含 22 个条目(5 点计

世界(B)。跨文化研究也表明, 来自美国、中国香

分), 分为两个维度：一般意志分量表, 评估关于

港、印度和哥伦比亚的成人被试均倾向于拒绝我

他人是否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信念; 个人意志分

们的世界是被决定的假设(Sarkissian et al., 2010)。

量表, 评估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信念(Rakos et al.,

虽然很多研究证明了普通人持有非决定论的观点,

2008)。自由意志量表编制的基本逻辑是自由意志

但这一朴素观念仍存在很多未解之谜。是什么导

和决定论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大多数人的观

致人们拒绝决定论的描述？这一反应的心理来源

点应该处于两端中的某点。决定论的一般概念是：

是什么？因此, 未来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弄清为

世界的未来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模式中确定下来

什么人们普遍拒绝决定论(Nichols, 2011)。很多普

的。相容论者认为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相容的,

通人可能从未接触过或思考过自由意志和决定论

而不相容论者则不同意这一看法。如果自由意志

的词语或含义, 故当研究者为了使普通人认识到

与决定论是不相容的, 那么它与非决定论也是不

决定论的本质, 从宗教哲学决定论、生物决定论、

相容的(徐向东, 2006)。因此, 简单的将自由意志

心理社会决定论等多种角度设计决定论的场景时,

和决定论放在同一维度下进行测量, 在逻辑上并

并未充分考虑到普通人对场景含义的理解程度,

非完全严格。

未来研究可在实验材料的选取和描述方式上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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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SMA), 只提供了运动计划后期阶段的信息。
因此, 尚不清楚 SMA 确实是动作决策的皮层起源

虽然 普通 人存 在关 于 自 由意 志的 朴 素观念 ,

位置, 或是涉及无意识的准备决策的高水平的计

但心理学家如 Libet、Wegner 和 Bargh 等学者的研

划阶段; (2)准备电位的起始时间与决定时间间隔

究却挑战了自由意志的存在(Bargh, 2008; Bank &

短短的几百毫秒, 在如此短暂的间隔期对决策时

Isham, 2009; Green & Cohen, 2004; Libet, 1985;

间的行为测量可能存在不准确性, 这可能导致对

Hallet, 2007; Wegner, 2002)。他们进行的自由意志

脑活动和意图的相对时间的错误判断; (3)任何提

研究, 更多的是从意图和行动的角度入手, 忽略

前的脑电活动确实是有选择性的预测决策的特定

拥有意志的自由与拥有行动的自由之间的区别。

结果吗？为了排除任何提前的脑电活动仅仅反映

自由意志是相信人类能选择自己行为的信念, 心

了非特定的准备活动的可能解释, 有必要研究多

理学家研究关于人类如何控制自己行为的问题

个行为选择的自由决策(Soon, Brass, Heinze, &

(Roediger, Goode, & Zaromb, 2008)。如果我们将

Haynes, 2008)。针对这 些质 疑, Soon 等 改进了

自由意志的问题转化为行为控制和决策的问题,

Libet 的实验任务, 并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

虽然在研究中回避了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核心问

(fMRI)技术对被试进行了全脑扫描。他们要求被

题, 仍然可以对自由意志之争做出贡献。

试观看屏幕上随机呈现的字母, 并随时按下左手

2.2.1

神经科学的证据

或右手食指下的按钮, 记住在做出该决定时屏幕

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可以从更深层的视

上出现的字母。结果发现, 做出按键的决定要比

角看待大脑产生复杂思想和行为的机制。最早证

真实的按键行为提前约 1 秒, 而在个体做出行为

明了有意动作(voluntary acts)开始于无意识的脑

决 定 之 前 的 10 秒 左 右 , 额 极 皮 层 (frontopolar

活动, 且 先 于 意图 (conscious intention)假设的是

cortex)和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两个区域就产

Libert 及其同事(Libet, Gleason, Wright, & Pearl,

生了与决策有关的大脑活动。这说明无意识的脑

1983)。他们认为有意动作和意志这两个概念相对

活动要先于个体产生决策意识长达 10 秒之久。这

复 杂 , 并 且 常 和 个 人 的 哲 学 偏 见 有 关 (Libet,

一结果不仅进一步巩固了 Libet 早期的实验结论,

1985)。为此, 他们进行了概念界定, 认为只有满

而且再次挑战了自由意志的存在, 掀起了哲学家

足下列条件, 动作才是自愿的和出于个体主观意

和神经科学家关于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激烈讨

志的：(1)它源于内部, 而非对外部刺激的直接反

论。其他的研究者运用类似 Libet 的任务或更精确

应; (2)不存在直接控制个体主观意图和行为表现

的技术如功能性核磁共振脑成像等得到了相同的

的外部力量; (3)个体通过内省可以感到是他们自

结 果 , 有 意 动 作 开 始 于 无 意 识 的 脑 活 动 (Fried,

己发出动作, 并按其愿望可以自由的开始或结束

Mukamel, & Kreiman, 2011; Haggard & Elimer,

动作。在 Libet 的经典实验中, 要求被试自发的随

1999; Lafargue & Duffau, 2008; Rigoni, Kühn,

意移动一根手指, 同时记录手指的肌电反应和前

Sartori, & Brass, 2011; Sirigu et al., 2004; Trevena

额叶的脑电反应(Libet et al., 1983)。被试面前放着

& Miller, 2002)。这与人们的常识相矛盾, 自由意

一个圆形屏幕的示波器, 上面有一个光点顺时针

志或选择并非行为的真正原因, 自由意志可能是

运动, 且屏幕边缘刻有刻度, 刻度之间的时间差

一种错觉。

为 107ms。整个屏幕看上去类似于钟表。被试的

2.2.2

行为科学的证据

任务是每次移 动手指时, 报 告他们体验到 “想要

来自 Wegner 的意志错误归因研究、Bargh 的

移动”时的光点位置。结果发现被试报告的行为意

无意识启动研究以及 Baumeister 的自我损耗研究

图 先 于 行 动 约 204ms, 而 准 备 电 位 先 于 动 作 约

等行为实验的结果同样支持了自由意志是一种错

535ms。这说明在被试意识到行动之前的 300ms

觉 的 假 设 (Bargh, Chen, & Burrows, 1996;

左右, 大脑就已经产生了准备行为的电活动。一

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

些学者质疑 Libet 的实验, 认为该实验存在很多值

Muraven, Tice, & Baumeister, 1998; Wegner &

得商榷的问题。Soon 等学者将质疑归为三点：(1)

Wheatley, 1999)。

准备电位产生于运动辅助区(supplementary motor

Wegner (2002)认为对行为的自我控制感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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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行为的真正原因是分离的。通常包括两种情况：

产生的？Wegner 认为意志是一种体验, 而非原因,

(1)个体是行动的原因, 但却意识不到, 如催眠、

并提出了“表面上的心理因果关系理论” (theory of

梦游、相异手综合征和精神分裂症的外部控制等;

apparent mental causation)：当人们将自己的意向

(2)行为是由外部力量引起的, 个体不是行动的原

(thought)解释为他们行动(action)的原因时, 人们

因, 却误以为自己是行动主体。Wegner 通过实验

就 体 验 到 了 自 由 意 志 (conscious will) (Wegner,

证明了即使行为的真正来源并非个体本人, 但仅

2002)。该理论的一个假设是个体并不能意识到心

仅是通过在相应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之前, 提示被

理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对关系的

试产生发起动作的意识, 就可以增强被试的代理

直接感知, 而是基于对进入到意识当中的意向和

感。在其经典的视觉大发现实验中, 真假被试同

观察到的行为之间的因果推断的体验。在该理论

时 来 到 实 验 室 , 他们面 对 面 的坐 在一 个 桌 子 旁,

中, Wegner 认为是一个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产生了

桌上放有一个鼠标触摸板和一台电脑显示屏。屏

关于行为的意向(如意图、信念), 即行为意向有一

幕上是一张“迷你玩具”图片, 上面有 50 个目标物

个无意识的前因; 同时, 另一个无意识的心理过

(如恐龙、天鹅、汽车)。要求真假被试同时操纵鼠

程产生了有意动作, 即有意动作有另一个无意识

标使屏幕上的指针停留在特定目标物上。同时告

的前因。这两个无意识系统可能存在、也可能不

知被试, 实验过程中他们将会通过各自的耳机听

存在联系, 但均与从意向到行动的感知到的表面

到音乐声和单词。每次试验大约进行 30 秒的鼠标

的因果路径没有联系。没有任何一条实际的因果

移动, 之后被试将听到 10 秒的音乐, 提示他们将

路径(actual causal path)可以被直接感知到, 因此

停止鼠标。单词的作用是启动被试关于目标物的

并不存在真正的因果路径。相反, 表面的因果路

意图(如天鹅)。实际上, 真被试在听音乐的途中被

径(apparent causal path)使个体产生了自由意志体

强制停止鼠标, 主试指导假被试在真被试听到单

验：当我们认为我们的意向是我们有意动作的原

词后, 将鼠标停止在相应的目标物上, 故鼠标是

因时, 我们就体验到了自由意志, 我们是出于个

由假被试控制的。结果发现, 真假被试停止的时

人意愿完成这一动作的。产生意向和行为的因果

间 差 越 短, 真 被试 评价 自 己 的控 制程 度 就 越 高,

推理需要满足 3 个条件：(1)优先性原则, 即意向

越容易产生自由意志的错觉(Wegner & Wheatley,

应发生在行动之前; (2)一致性原则, 即意向与行

1999)。研究表明行为结果的无意识启动也可以增

动一致; (3)排他性原则, 即排除其它可能的潜在

强个体的自我能动感(Aarts & van den Bos, 2011;

原因。

Aarts, Custers, & Wegner, 2005)。

2.3

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对峙

Bargh 及其同事的研究证明了人们的行为、情

来自实验哲学的思想实验与来自神经科学和

绪和信念受到无意识的影响(Bargh & Chartrand,

行为科学的实验研究在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问题

1999)。仅仅是看了与“老”相联系的刻板印象的词

上似乎存在矛盾。神经科学和行为科学的证据表

语, 如“弗罗里达”和“皱纹”, 就可以改变个体的

明自由意志可能是一种错觉, 而实验哲学的证据

步速; 那些启动了与粗鲁有关的单词的被试, 在

却表明普通人确实存在自由意志观念。科学家认

谈话中打断对方的次数是那些启动了与礼貌有关

为他们已经可以证明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而哲

的单词的被试的 4 倍; 阈下启动非洲裔美国人面

学家却强烈要求科学家重新考虑他们的结论

孔的被试在社会交往中表现的更具攻击性(Bargh

(Smith, 2011)。这种矛盾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1)

et al., 1996)。Baumeister 及其同事发现如果人们前

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支持自由意志的思想实验主

一任务中运用了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他们在随后

要关注于个体的主观体验和自由意志的民间直觉;

的自我控制任务中表现下降, 发生自我损耗现象

而否定自由意志的神经科学实验主要关注于无意

(Baumeister et al., 1998)。损耗的发生是无意识的,

识的脑活动。神经科学并没有解决自由意志与决

人们没有意识到自我控制能力的下降。

定论是否相容的问题, 仅仅是为我们的大脑是如

自由意志错觉的产生机制

何 成 为 自 由 意 志 的 来 源 提 供 了 证 据 (Nahmias,

2.2.3

如果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为什么人们会感

2011); (2)方法学上存在的问题(Klemm, 2010)。如

觉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和原因？自由意志是如何

不管是 Wegner 的行为研究, 还是 Libet 和 Soo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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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研究, 对有意识决定的报告都依靠内省,

呢(徐向东, 2006)？因此, 自由意志存在与否, 关

是主观的和不可靠的; (3)更重要的是, 争论的核

系到人们对个体行为的责任判断以及个人道德行

心在于如何定义自由意志这一概念。自由意志对

为的实施。同时, 它也对诸如创造力、自我概念、

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是不同的概念。大多数哲学家

幸福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将自由意志理解为一组能力, 包括想象未来的行

3.1

自由意志对道德责任的影响

动步骤、对个人的选择理由进行深思、根据深思

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问题贯穿了整个西方

的结果计划行为、以及面对相矛盾的欲望时控制

哲学发展的历史, 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和

行为(Nahmias, 2011)。神经科学家对于自由意志

讨论, 而且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也占据一个核心地

的概念界定存在缺陷, 倾向于将其限定为随意发

位(徐向东, 2006)。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和

出动作时的选择或决定。然而, 即使是在现实生

道德责任紧密相连。因为只有当我们的行为在某

活中做出喝茶还是喝咖啡的简单决定, 也远比在

种意义上是自由的时, 才可说我们应该对自己的

实验室中决定用左手还是右手进行按键反应复杂

行为负责。因此, 自由意志存在与否关系到在什

的多(Smith, 2011)。而在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上,

么条件下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即便存在自我损耗现象, 但这种损耗也并不是能

在什么条件下我们能够认为别人要对他们的行为

量的消失殆尽, 而是为未来任务保存能量

承担道德责任。

(Muraven, Shmueli, & Burkley, 2006)。现有研究只

相容论者和不相容论者在自由意志和道德责

能说明我们拥有的自由意志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

任的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近来, 实验哲学家

少 , 但 不 能 表 明 自 由 意 志 是 一 种 错 觉 (Nahmias,

通过考察普通人在不同场景下的反应, 对这一问

2011)。Libet(1999)也认为意志的功能可能在于阻

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者首先要求普通人阅读

止或否决有意动作的产生, 而不是产生有意动作,

在决定论的世界中个体行为的不同场景, 之后询

因此能够对有意动作施加影响。简单的将自由意

问被试这些场景下的个体是否自由以及是否具有

志解释为一种错觉, 而忽略普通人相信自由意志

道德责任。一般来讲, 即使是在决定论的世界中,

存在的事实, 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由此看来, 我们

人们也倾向于判断在这些场景下的个体是自由的,

不能简单的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 双方的矛盾也

并且具有道德责任(Nahmias, Morris, Hadlhoffer,

并非不可调和。2010 年 1 月, 由 John Templation

& Turner, 2004, 2005, 2006)。近来, 人们开始探讨

基金会赞助,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教授 Alfred

道德责任的民间直觉是否受到场景因素的影响。

R. Mele, William, H.和 Lucy T. Werkmeister 主持的

Nichols 和 Knobe (2007)发现关于道德责任的民间

长达 4 年的关于自由意志的项目“自由意志的大

直觉受到：(1)“具体”或“抽象”场景; (2)场景引起

问题” (Big Question in Free will)开始实施。该项目

的情绪反应; 以及(3)场景的描述方式的影响。具

的主要目的是在科学(特别是神经科学和社会心

体场景描述了在决定论的世界中, 一个人完成了

理学)、哲学以及神学三个领域加深我们对自由意

某个行为; 抽象场景只是简单的询问一个理论问

志的理解。科学家和哲学家在自由意志问题上展

题, 如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中, 个体是否具有完

开合作, 取长补短, 将有助于加深双方对于该问

全的道德责任。结果发现, 大多数人在抽象场景

题的理解和矛盾的解决, 以及完善各自的理论。

中持不相容的直觉, 而在具体场景中的直觉依场

3

自由意志的心理后效

景引起的情绪反应不同而变化。在高情绪反应的
场景中(如个体跟踪并强奸陌生人), 大多数人持

来自神经科学和行为实验的证据越来越支持

相容论直觉, 认为个体具有完全的道德责任; 在

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的观点, 进而支持决定论的

低情绪反应的场景中(如逃税), 人们认为个体具

主张, 即如果所有事件都有原因的话, 那就肯定

有不完全的道德责任。Nahmias 等则发现决定论

没有什么自由或自由意志。然而, 决定论存在一

场景的描述方式也会影响人们的直觉判断

个固有的难题：如果人们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Nahmias, Coates, & Kvaran, 2007)。他们要求被试

那么认为人们对自己所做的或未做的事负有责任

阅读两段抽象场景之一, 一个场景使用心理学的

而予以谴责、赞扬、奖赏或惩罚, 还有什么意义

还原论术语(如神经科学家、化学反应和神经系统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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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大脑), 另一个场景使用了心理学的非还

创造性理念和自由意志观念上具有显著的差异,

原论术语(如心理学家、想法, 欲望和计划、意识)。

创造性理念对自由意志观念有预测作用。创造性

结果发现, 那些阅读了还原论场景的被试中, 40%

理念是创造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由意志观念代

的人认为在此情景下个体是自由的以及具有道德

表着一个人的自主性以及独立性, 因此创造力越

责 任 的; 而 那 些 阅 读 了 非 还 原 论 场 景 的 被 试中 ,

高的人其自由意志观念就会越强, 即其自主性和

85%的人认为在此情景下的个体是自由的以及具

独立性很强。然而, 该研究只是为自由意志与创

有道德责任的。这些研究表明, 自由意志、决定

造力理念的关系提供了相关证据, 未来研究可尝

论以及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 涉及的心

试采用实验的方法, 为自由意志与创造力提供更

理机制可能比较复杂。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决

强有力的因果关系证据。

定论的描述方式、行为结果、行为意图等因素对

3.4

自决和自信是我们用以描述行使自由意志的

个体在道德责任判断上的影响, 探讨相容论和不
相容论者在道德责任判断上的心理机制。
3.2

自由意志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由意志对自尊的影响

人们的字眼(里奇拉克, 1994)。自由意志所具有的
重要性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它与道德责任的联系

如果自由意志是一种错觉, 令人困惑的是为

上。它似乎也是一个人因自己的成就而值得奖赏

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一些媒体最

的条件(例如, 为什么持久的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

近向公众传播现代神经科学已经证实自由意志是

是值得赞扬的), 是个人的自主性和尊严的条件,

一种错觉, 有学者担心如果公众长期暴露在决定

是我们给予爱和友谊以价值的条件(徐向东,

论的宣传下, 使人们放弃自由意志信念, 将对我

2006)。Rakos 等使用 Rosenberg 的自尊量表和自

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因为自由意志不存

编的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量表对高中生和大学生两

在的决定论主张会影响人们的道德行为。相信自

个群体进行了施测, 发现自尊与自由意志在两个

由意志有助于产生社会赞许的行为, 一些研究为

群体中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akos et al., 2008)。如

这 一 观 点 提 供 了 初 步 的 实 验 证 据 (Baumeister,

果人们不相信自由意志, 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行为

Masicampo, & DeWall, 2009; Stillman, Baumeister,

是被预先决定的, 那么可能就会丧失对生活的控

Vohs, Lambert, Fincham, & Brewer, 2010; Vohs &

制感, 怀疑自身存在的价值。正是因为有了自由

Schooler, 2008)。Baumeister 等发现, 诱导被试不

意志, 才使人们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归因于

相信自由意志后, 他们将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意图

自身。正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 才

和攻击行为, 更少的助人意图和助人行为

使得诸如赢得比赛的胜利、帮助他人、学会一项

(Baumeister et al., 2009)。Vohs 和 Schooler (2008)

技能等等这些事情, 给予我们成就感, 也使我们

发现那些被诱导相信人类行为是被预先决定的、

逐渐认识到自己是谁。一个有自我实现的人是一

不存在自由意志信念的被试, 要比那些没有被诱

个期望过上成功生活的人, 面对失败时, 他们谈

导该信念的被试, 在测验中出现更多的欺骗行

的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

为。Stillman 等学者则发现拥有自由意志信念可以

不允许自己的失败击败自己的自由意志力(里奇

更好的预测职业态度和真实的工作表现(Stillman

拉克, 1994)。因此, 自由意志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

et al., 2010)。这些研究说明尽管自由意志可能是

它肯定了人们的自我价值, 提升了个体的自尊和

一种错觉, 那也是一种有益的错觉。它对人们的

自信。

日常生活来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自由意志的

3.5

存在有其自身的价值。
3.3

自由意志对创造力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是被因果地决

定的,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新颖的、具

自由意志对幸福的影响
没有自由人不会幸福, 被他人、被环境所决

定, 我们也不会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对于那些穷
凶极恶的罪犯, 我们的惩罚不是打骂、不是虐待、
不是伤害他们的身体、不是阻断他们的社会关系,

有原创性的东西(徐向东, 2006)。因此, 自由意志

相反, 我们给他们吃喝, 管他们住宿, 唯一剥夺

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创性的一个必要条件。王佩佩

的就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人类所通用的惩

(2007)研究发现, 普通大学生和创新团队成员在

罚方式, 剥夺自由意志。相信自由意志对个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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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Leotti, Iyengar, & Ochsner,

实验, 但是, 这些操作化的概念可能并没有抓住

2010)。自由意志观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研

人类自由意志的本质。比如在哈里·法兰克福看来,

究表明, 大学生自由意志观与焦虑、抑郁水平之

自由行动与自由意志是非常不同的(徐向东,

间存在负相关, 即自由意志观水平越高, 焦虑水

2006)。自由意志是更严格、更抽象和更概括性

平越低, 抑郁水平越低(刘毅, 2010)。为什么有很

的概念, 这也可能是造成现有研究结论存在矛

多 人 会 觉 得 生 不如 死, 这 是 因为 生得 没 有 意 义,

盾的原因之一。因此, 未来研究应注意不同概念

这是因为虽然生, 但他也没有自由意志。人类的

的区分, 或者是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和研究自

基本心态是向往未来的。我们总是通过改变未来

由意志。

的境遇或让未来的境遇改变我们而创造自己。幸

第二, 被试群体单一, 未充分考虑其它变量

福生活的秘密似乎是：这种现在生活的幸福是在

的中介或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3-5 岁的儿童拒绝

途中顺利取得的, 即在通向较宽广的未来这种一

决定论。实验者做出一个诸如把手放在盒子里的

般感觉之中所取得的(里奇拉克, 1994)。自由意志

简单动作后询问儿童是否还可以做其他事情。大

是什么？我们认为, 自由意志就是思考、就是努

多数儿童认为实验者可以做其他事情。然而, 在

力、就是等待。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 心理学

观察到一个球滚到盒子中后, 大多数儿童的回答

开始更多地关注主观幸福感、快乐、希望等积极

却相反。这种直觉的冲突说明自由意志在儿童早

情绪和积极心理品质。因此, 未来研究应为自由

期就已出现(Nichols, 2004)。现有研究多以美国大

意志与幸福、希望等积极品质提供更直接的实证

学生为被试, 很少涉及其它年龄的被试群体。未

支持。

来研究应考察不同年龄阶段, 特别是儿童早期的

4

评价与展望

自由意志观,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自由意志观念形
成的时期、影响因素以及获得途径。

虽然自由意志的争论存在了很多年, 但国内

Arts 等对来自日本和荷兰的被试进行了自我

外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 心

能动感的研究(Arts, Oikawa, & Oikawa, 2010)。首

理学中的自由意志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Baer 等

先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由 8 个按矩形排列的白色方

认为关于自由意志存在与否的争论可能不具有建

块, 被试通过按 S 键使其中一个白方块变灰并按

设性, 相反, 研究者更应该关心：(1)我们如何解

反时针方向运动, 计算机则使另一个白方块变灰

释自由意志的普遍信念及其涉及到的现象; (2)即

并以相同的速度按顺时针方向运动。在某一时刻,

便心理过程主要是通过无意识的过程运作的, 也

要求被试按 enter 键停止灰方块运动, 这时 8 个白

需了解自由意志是如何出现的及其功能是什么

方块中的一个变黑, 代表了自己的方块或者计算

(Baer, Kaufman, & Baumeister, 2008)。结合 Baer

机的方块在这一时刻停下来的位置(实际上停止

等的建议和现有研究的局限, 我们认为, 未来研

总是由计算机控制的), 要求被试评估自己对方块

究应尝试解决如下问题：

停在相应位置的控制程度。结果发现, 日本被试

第一, 自由意志存在多种定义, 不同概念间

体验到比荷兰被试更低的自我能动感。来自西方

存在混淆。研究者往往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抓

社会的人们大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 有选

住自由意志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 如有意动作

择和行动的自由, 然而来自东方社会的人们大

(voluntary action)、自我控制(self-control)、选择

多认为自己是群体的成员, 受到社会规则和传

(choice)、意识(conscious will)、个人能动性(personal

统的限制, 很少强调自我。未来研究应考察不同

agency)、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目标追求

文化下人们的自由意志观, 探讨自由意志的文

(pursuit of goals)、自我能动性(self-agency)等概念同

化差异。

时存在于自由意志的研究中(Aarts & van den Bos,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实验材料的场景因素影响

2011; Bandura, 2008; Baumeister, 2008; Custers &

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关系。Feltz 等则发现人格

Aarts, 2010; Langer, 1975; Leotti et al., 2010; Libet,

特质变量如外向性也可以预测人们对于自由和道

1985; Wegner, 2002)。一方面来讲, 将自由意志概

德责任的直觉判断(Feltz & Cokely, 2009)。在一个

念进行操作化界定显然便于心理学家进行操作与

决定论的世界中, 那些高外向性的个体比低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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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个体更可能判断人是自由的和有责任感的。

理论和常识三种水平上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有助

刘毅(2010)则发现罪犯的自由意志观得分低于大

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自由意志问题。

学生, 并且其得分高低与年龄、受教育程度(高中
以下)和刑期有关。未来研究应考察教育背景、经
济地位、思维方式和人格特质等个体差异变量的
调节作用。
Ebert 和 Wegner (2011)研究发现, 行为的不
确定性对于自由意志的推断是很重要的。在一个
确定的环境中, 人们将自己和他人行为的随机性
归因于自由选择, 即人们错误的将随机解释为自
由意志。然而, 在他们的研究中尚不能确定行为
的随机性对于行为被感知为自由选择来说是必
要的或充分的。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随机性等
变量在自由意志中的作用, 弄清自由意志的产
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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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Free Will
DONG Rui; PENG Kai-Ping; YU Feng; ZHENG Ruo-Qi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Free will is on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debated topic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Both positivist
philosoph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considere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s to
untangle. In recent years, psychologists have begun to apply the methods of empirical scienc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impact and expression of free will.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free will is an
illusion, but people still believe in its existence. Free will has been found closely related to moral
responsibility, moral behavior, creativity,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uture research should
define free will in more psychological sense, and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free
will in everyday lif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are need to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free
will and its psychological impacts to human being.
Key words: free will;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determi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