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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两难困境(moral dilemma)是道德心理研究的经典范

式。最早的道德两难问题是由哲学家Foot提出的电车难题

(trolley problem)[1]：一列奔驰的列车将撞死 5名铁路工人，可

以搬动轨道让列车转向，但这样列车会撞死另外一条轨道上

的1名工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会搬动轨道吗？电车难题的

另一个经典变式是天桥难题(footbridge problem)：将一个人推

下天桥就可以挽救另外5个人，你会推下一个人吗[2]？Greene
等人将道德两难困境引入心理学研究，随后这一范式被广泛

使用，特别是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3]。本文对道德两难困境

的基本问题以及影响道德两难困境判断的因素进行梳理和

总结，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1 道德两难困境的基本问题

1.1 道德两难困境的两种取向
道德两难困境判断存在功利(utilitarianism)和道义(deon-

tology)两种取向，功利取向的标准是收益最大化；道义取向的

标准是符合道德准则[4]。根据Greene等人提出的道德判断双

加工模型(dual-process model)，情绪直觉和认知推理都会影

响道德判断[5，6]。在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如果情绪直觉占主

导，个体更倾向做出道义判断；如果认知推理占主导，则更倾

向做出功利判断。在道德两难困境中，个体做出功利或道义

判断都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在特定情境下的道德选择，并考

察情绪直觉和认知推理的作用[7]。因此，不能因为在两难困

境中的功利判断就认为个体是功利主义者，对其做出消极评

价；也不能因为做出了道义选择，就认定其是人道主义者。

1.2 道德两难困境的类型

Greene等人将道德两难困境分成自我道德两难困境

(personal moral dilemma, PM)和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imper⁃
sonal moral dilemma, IM)[3]。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以电车难题

为代表，表示伤害行为不是亲手造成的(搬动轨道)；自我道德

两难困境以天桥难题为代表，表示伤害行为是亲手造成的

(把人推下天桥)。自我道德两难困境诱发出强烈的情绪体

验，个体在情绪直觉主导下，倾向于做出道义判断；而非自我

道德两难困境诱发出的情绪体验较弱，个体在理性认知的主

导下，倾向于做出功利判断。研究者又将自我道德两难困境

分为高冲突两难困境(high-conflict dilemma)和低冲突两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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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low-conflict dilemma)[8，9]。当面对高冲突道德两难困境时，

个体判断的速度更快；当面对低冲突道德两难困境时，个体

判断的速度较慢。

2 影响道德两难困境的个体差异

2.1 性别
吉尔根认为“男性和女性说着不同的道德语言”。有研

究指出，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女性更倾向做出道义判断，而男性更倾向做出功利判断；在

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则不存在性别差异[10，11]。Fries⁃
dorf等人对40项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

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道义判断(d=0.57)[12]。道德两难困

境中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女性的共情水平高于男性。共情(empathy)是个体

与人交往中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向[13]。研究中女性在加

工情绪信息时，杏仁核的激活水平要显著高于男性，尤其是

加工负性情绪时，这种差别尤为明显[14]。在道德两难困境判

断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诱发消极情绪，对受害者的共情更

高，因而不愿意做出伤害行为。其次，生理激素水平也可能

是造成道德两难困境判断的性别差异的原因。Montoya等人

指出睾丸酮作为一种雄性生理激素能减少恐惧、紧张等情绪

体验，降低个体的共情水平，睾丸酮水平高的个体会表现出

更加冷漠、麻木，进而更多地做出功利判断[15]。男性体内的

睾丸酮含量更高，因此在道德两难困境中会更倾向于做出功

利判断。最后，道德两难困境中的性别差异可能存在深刻的

脑神经根源。人类大脑存在广泛的性别差异，女性的额叶灰

质体积显著大于男性，而在扣带回、前脑岛的功能连接上要

显著弱于男性[16]。男性和女性在大脑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

男性更加理性，女性更情绪化[14]，或许这可以解释在道德两

难困境判断中女性更多地受情绪直觉支配而做出道义判断，

而男性更多地受理性推理支配而做出功利判断。

2.2 人格特质
研究表明一些反社会人格特质可以预测道德两难困境

中的功利判断。精神病态特质(psychopathy)是一种人格障

碍，表现为情绪功能紊乱、冷漠以及控制力差[17]。研究发现，

在道德两难困境中，高精神病态特质的个体对伤害行为的厌

恶感较低，更愿意为了利益而采取伤害行为，做出功利判断
[18]。脑成像显示，静息状态下高精神病态特质的个体杏仁核

和腹内侧前额叶的功能连接减弱，作为情绪中枢的杏仁核激

活程度显著降低，表现出冷漠和麻木不仁，更少地认为伤害

行为是不道德的[18]。研究指出无论判断的结果能否救助他

人，高精神病态的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都倾向于做出伤害

行为[18]。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生活无意义感知等人

格特质同样可以预测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功利选择
[19]。另一方面，个体的依恋特质也会影响其在道德两难困境

上的选择，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的个体对道德两难困境中的

伤害行为关注较少，对受害者的共情水平较低，因而更多地

做出功利判断[20]。

2.3 情绪状态
情绪状态是影响个体道德判断的重要因素。Valdesolo

等人的研究发现，通过影片诱发愉快情绪，个体在天桥难题

中更多地做出功利判断；在电车难题中，积极情绪对功利判

断则没有影响[21]。研究指出由于情绪所包含的社会信息而

不是情绪效价影响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上的选择[22]。研究

者分别使用幽默影片和道德榜样诱发欢笑(mirth)和高尚(ele⁃
vation)的积极情绪。结果表明，与欢笑情绪相比，个体在高尚

情绪下，面对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会更少做出功利判断[22]。研

究者认为，高尚的积极情绪包含着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教

导个体遵守道德规范，避免伤害行为，因而更多地做出道义

判断。

厌恶作为一种消极情绪可以预测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

中的道义取向。研究使用苦涩饮料诱发个体的厌恶情绪，在

随后的道德判断中个体对不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更加严格，

更不能容忍不道德行为[23]。Chapman等人指出，个体在厌恶

情绪下道德评价更加严格，在道德两难困境中会更多做出道

义判断[24]。焦虑情绪同样会对道德决策产生影响，处于焦虑

情绪的个体，在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会更多地做出道义判

断；在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下，焦虑情绪则没有影响[25]。

2.4 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与功利道德判断呈负相关，高认知负荷下的个

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会更多地做出道义判断。研究指出道

德判断中投入的认知资源与功利判断呈正相关，而认知负荷

会影响个体的在决策中认知资源的投入[3，26]。通过给被试增

加认知负荷干扰其正常的认知推理，被试在两难困境判断中

难以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因而会更多基于情绪直觉做出道义

判断。特别是情绪唤醒较高的自我道德两难困境中，认知负

荷对道德判断的影响更加明显 [27]。相反，较低的认知负荷

下，个体将更多的认知资源投入到道德判断中，进而做出更

多理性推理的功利判断。例如，施加时间压力要求被试快速

地回答两难问题，压力情境干扰了正常的认知推理，因此个

体更少做出功利判断[28]。

3 文化差异

3.1 外语效应
研究表明，在决策过程中外语会弱化情绪的作用，增强

理性推理[29，30]。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外语效应(foreign-
language effect, FLE)，即外语条件下提高个体的理性推理进

而影响决策[31]。对道德两难困境研究发现，相比于母语，个

体使用外语进行道德判断时，在天桥难题中会更多地做出功

利判断，而在电车难题中则没有差异[32]。随后的研究表明道

德两难判断中的外语效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在意大利

语、汉语、西班牙语、韩语和英语为母语的条件下均得了验证
[33]。基于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外语效

应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

首先，在情绪诱发方面，外语降低了个体的情绪感受。

研究指出在外语条件下个体的情绪唤起更弱，对道德两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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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情绪信息更不敏感[31]。例如，个体对脏话或者不道德

行为进行评价时，外语条件比母语条件诱发的皮肤电更弱，

评价标准更宽松[34]。其次，在认知资源方面，外语条件下个

体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而更多地做出认知推理主导

的功利判断。而且研究表明，外语的熟练程度影响道德判断

中的外语效应，证明了认知资源在外语效应中的作用[35]。最

后，外语还会影响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的通达性。研究表

明，个体在表达偏见、歧视或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时，更喜欢使

用外语，在外语条件下个体的道德判断标准更加宽松[36]。

3.2 宗教和种族差异
多项跨国家、地区的研究发现，宗教信仰对道德行为的

影响要远远大于其他单一因素，宗教信念(religious convic⁃
tions)和宗教行为 (religious practices)会减少不道德行为 [37]。

面对道德两难困境，相比于无神论者，天主教教徒更多地做

出道义判断。原因是宗教人士在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经历

的情绪体验更加强烈，特别是在面对自我道德两难困境时，

伤害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38]。脑成像结果表明，相对于无

神论者，信仰宗教人士面对道德两难困境时会更多地激活前

扣带回和颞上沟等脑区，进而更多地做出道义判断。在一项

对基督教大学生的研究中，研究者考察了宗教信仰的四个维

度：指引(guidance)、情绪卷入(emotional involvement)、投入程

度(preoccupation)、认同程度(conviction)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发现宗教信念指引能预测个体在道德两难困境中的道义判

断，但是宗教信仰的其他维度与道德判断无关[39]。

在道德判断研究中，来自不同种族的个体对道德两难问

题的回答存在差异。在一项研究中，有80%的英国被试在电

车难题中做出功利判断，而只有49%的中国被试做出功利判

断[40]。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上

存在差异是由于认知风格不同导致的。相比于西方人，中国

人持有强烈的宿命论(fatalism)，主张事物的发展应该顺其自

然，不必施加太多影响，因而不愿意做出行动，研究者也证明

了道义判断与宿命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40]。另外，中国人

普遍是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行为决策

中更在意他人的意见，害怕行为的消极结果引起别人的批

评，因而不愿意做出行动。同时，不同种族对道德内容的理

解不同也可能导致在道德两难困境判断中存在差异[41]。

4 研究展望

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道德两难困境以其灵活、可操作

的特点，被研究者广泛使用。目前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研究

面临以下挑战和机遇：一方面，道德两难困境的标准化问题

依然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技术带来

的伦理挑战为道德两难困境赋予了新的使命；最重要的是如

何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研究本土化的道德问题，为当前公民道

德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4.1 道德两难困境使用的标准化
道德两难困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研究者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纳入研究变量。但一些研究缺乏对影响两难困境

判断因素的有效控制，导致不同研究之间缺乏同质性而难以

比较。因此在使用道德两难困境时需要根据以往的研究对

无关变量进行控制，减少无关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除了

上文中提到的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Christensen等人梳理了25项使用道德两难困境的研究，总结

了19项需要控制的参数和变量，例如两难困境的呈现方式、

表达方式、单词数量、先前情境以及呈现顺序等[42]。为提高

道德两难问题使用的标准化，研究者们对Greene等人提出的

道德两难问题进行了修订和补充[8，43]。因此未来在使用过程

中需要谨慎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实验结果的因素，对变量进行

严格控制。

两难困境的情境真实性也是影响研究效度的重要因

素。虽然道德两难困境比一般的道德问题更能吸引被试兴

趣，但是两难情境与现实生活相差较远，影响情境带入性
[44]。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在心理学研究

中的应用，创设虚拟的两难情景，使个体更加投入到情境中，

捕捉个体更加真实的反应，提高了研究效度[45]。尽管道德两

难困境存在一些标准化问题，但它仍然是道德研究的有效手

段。未来在使用道德两难问题进行研究时，一方面要严格控

制无关变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使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道

德两难困境的生态效度，让研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4.2 道德两难困境应对新技术带来的伦理挑战
道德两难困境作为研究道德问题的有效手段，为解决科

技进步带来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手段，例如应对无人驾

驶 (autonomous vehicles, AVs)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 [46]。

Bonnefon等人在 6项研究中使用道德两难困境对 1928人进

行调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们认为无人驾驶汽车面对道德

两难困境时，功利取向可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人们也希望

自己能得到保护，因而很少会单纯选择功利取向的无人驾驶

汽车(可能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因此在无人驾驶的设计

中要充分考虑道德准则与寻求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关系 [47]。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

伦理道德困境，人的道德生活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由的选择

行为以及承受由此到来的责任，那么相应的人工智能是否应

该被看作一个道德主体，它们需要按照怎样的规范进行道德

判断？在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研究中，道德两难困境提供了

合适的手段，为人们获得更加安全、具有合理道德判断标准

以及自主的智能机器人提供帮助。

4.3 中国文化下的道德两难困境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道德理论的成果很多，但是能够澄清、

破解与引导中国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而紧迫的道德问题的

基础性理论创新并不多见[48]。我国学者在使用道德两难困

境时，研究问题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都追求与西方研究保

持一致，忽视了文化特异性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研究表

明，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过程和结果存

在差异[40，41]。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道德问题是诚信缺失以

及公平问题[49]，因此在使用道德两难困境进行研究时，需要

立足国情，编制适合的道德两难困境。此外对于中国传统的

道德两难问题，研究者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忠孝难

以两全”、“亲亲相隐”、“大义灭亲”等传统的道德两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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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的回答更能反映中国人独特的道

德判断过程，对于丰富本土化的道德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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