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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人腐败心理机制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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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088；2.湖南省永州监狱，永州 425000）
【摘要】 目的：探讨职务犯罪人的腐败心理机制。方法：通过方便抽样选取 20 位职务犯罪人进行深度访谈。结果：
职务犯罪人的腐败心理发展过程分为腐败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三个阶段；
腐败风险因子涉及四个维度：
追求物质和金钱的腐败动机，
工作中存在的腐败机会，
亲腐败思维、灰色官场感知、外归因的归咎模式以及弱化的风
险知觉等腐败认知，人情往来所形成的腐败联结。结论：信念动摇期是腐败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腐败行为的发生
是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认知和腐败联结协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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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in duty criminals. Methods: Twenty duty
criminals were selected to receive depth interviews. Results: The development of corruption psychology in duty criminals
were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corruption insulation period, belief wavering period and psychological numbness period. Risk
factors of corruption contained four dimensions. The first one was corruption motivations to pursue material and money. The

second one was corruption opportunities existing in work environment. The third one was corruption cognitions involving

pro-corruption thinking,‘grey’perception of officialdom, external attribution, and weakened risk perception. The last one

was corruption connections formulated from human relations. Conclusion: The Belief wavering period is the key one in de⁃
velopment of corruption psychology. The occurrence of corruption behaviors is the consequence of synergism that gains from
corruption motivations, corruption opportunities, corruption cognitions and corruption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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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在社

才是治本。目前，相关研究多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管

会转型期所面临的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中非常突出

理学等学科视角来研究腐败成因和预防对策，但从

[1]

的一个问题 。我国有关涉腐类案件的调查数据表

作为腐败行为主体的人的角度出发，对腐败心理的

明，乡科级干部涉腐达到了全国涉腐案件的六成以

变化规律及特点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2]

上 ，小官巨贪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公职人员群体

公职人员之所以做出腐败行为并非是一时冲

中，
基层官员占据了大多数，
基层涉腐案件的危害和

动，往往有一个心理变化的过程，在腐败心理产生、

影响不容小觑。十八大以后，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

膨胀、恶化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个体自身特点和周

腐败势头虽有所遏制，但反腐工作仍是新时代的重

围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我们称之为腐败行为

要任务。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完善反腐制度、设立监

的风险因子。腐败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是一种典

督部门等外部监管手段来惩治和预防腐败，是通过
强制约束达到党员干部
“不敢腐、不能腐”的效果，但
这一效果仅仅是治标，最终达到党员干部“不想腐”

型的偏差行为。1990 年，James Bonta 和 Donald Ar⁃

thur Andrews 提出“大四”
（Big Four）犯罪行为风险因

子框架 [3]，认为行为史、人格、认知和社会联结是解
读个体偏差或犯罪行为最为重要的四个因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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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行为史因子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人。但生命史理论

理学资助

强调个体童年经历对于个体成长的持续性影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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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生活在贫穷环境中更可能出于补偿心理而做出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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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行为[4，5]，个体的成长史可以作为风险因子之一加

理出腐败心理与行为的发生与演化机制。腐败行为

以考量。人格特质往往决定了个体一贯的行为倾

以个体拥有公共权力为前提，而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向，
尤其在面临抉择的时候，
人格特质作为个体因素

为具有腐败行为的职务犯罪人，服刑期满后不再担

也是重要的风险因子。认知是通过认知过程获得的

任行政职务，因此研究的应用价值不在于评估该群

经验在大脑当中形成的态度、观念、归因方式等。个

体的再犯风险，而在于将研究结果推广到领导选拔

体对于权力

[6，7]

[8]

和金钱 的态度、对于腐败行为的归

[9]

因 等等都可能对腐败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因此认
知需要纳入腐败风险因子的结构体系中。以上三个
风险因子均属于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的考察也是不
可或缺的，
腐败行为往往与个体的社会联结（主要是
社交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

和纪检监察的工作中去。

1
1.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方便选取湖南省某监狱职务犯罪服刑人员 20

名。根据该监狱监管系统中服刑人员的基本信息筛

由于研究者通常无法控制心理变量去诱发个体

选被试，入组标准为：犯罪类型为职务犯罪；涉案金

做出犯罪行为，从而难以得到心理变量与犯罪行为

额首选“数额特别巨大”，其次“数额巨大”。该组研

之间的确定性关联。在研究实践中往往采用回溯研
究，以具有犯罪行为表现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倒推犯
罪行为的风险因子。因此，本研究拟采用回溯研究
的思路，
以职务犯罪人（原职务为乡科级及以下的基
层官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了解基层腐败人员的
成长轨迹并还原腐败事件的发生过程，在前述“大
四”风险因子框架的基础上来解读腐败心理与行为，
考察哪些因素与腐败行为的关联最为紧密，以期梳
表1

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S 后面加阿拉伯数字代表
被试编号。均为男性；年龄范围为 34-63 岁，平均年

龄 51.20±7.06 岁；刑期范围为 2.50-16 年，平均刑期
时长 8.30±4.15 年，平均余刑时长 3.50±2.22 年；首次
涉嫌职务犯罪距离参加工作的时间范围为 1.67-

37.00 年，平均时间间隔 22.13±9.95 年；首次涉嫌职
务犯罪距离被发现的时间范围为 0-16 年，平均时间
间隔 4.90±4.11 年。

乡科级及以下职务犯罪被试基本信息表

编号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8
S19
S20

受教育程度
罪名
服刑前所在单位性质 行政职务/行政职级 涉案金额（万元）
高中/中专
贪污罪
行政单位
无
5
大专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行政单位
无
31
大专
贪污罪
行政单位
二级科员
44
本科
挪用公款罪
行政单位
二级科员
70
本科
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23
本科
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140
本科
受贿罪
事业单位
无
200
本科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30
本科
挪用公款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副职
325
大专
贪污罪、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副职
200
本科
受贿罪
事业单位
无
16
大专
贪污罪、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副职
17
高中/中专
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400
本科
贪污罪、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副职
100
本科
贪污罪、受贿罪
事业单位
乡科级正职
5.7
大专
受贿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40
本科
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正职
125
高中/中专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行政单位
乡科级副职
45
本科
挪用公款罪
国有企业
乡科级正职
1000
大专
受贿罪、滥用职权罪
行政单位
二级科员
3

1.2

方法

1.2.1

访谈程序

案发原因
举报
牵连
牵连
自首
牵连
自首
牵连
调查/审计
举报
自首
举报
牵连
调查/审计
牵连
举报
调查/审计
举报
调查/审计
自首
牵连

腐建议等方面。经过预访谈和专家指导后形成了
首先，编制访谈提纲。访谈提纲

的问题涉及成长环境、工作履历、入职动机、人际交
往、兴趣爱好、犯罪情节、腐败归因、腐败感知以及反

31 个问题的半结构化正式访谈提纲。其次，做好访

谈准备。在正式访谈开始之前调取访谈对象的档
案，包括服刑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起诉书、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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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决书等资料，初步掌握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和犯罪

一级条目频次分布表

情节。最后，开展深度访谈。访谈主试为一名博士

一级条目

后研究人员和一名监狱民警（监狱规定外来人员须

A1 成长环境较差

23

有工作人员陪同），通过个别访谈的形式完成访谈，

A2 入职初期严格要求自己

23

访谈过程全程录音。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大约
60-90 分钟，访谈结束后发放日用品作为报酬。所
有访谈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

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相

关资料进行分析，其中最关键的步骤是编码 [10]。编

码体系的构建过程如下：对 20 名职务犯罪人访谈结
束后，根据录音整理成逐字稿，共计约 19 万字。对
访谈逐字稿中的每一个意义单元进行开放编码，再

A3 金钱需求

目的的逻辑分类框架中 。为排除信息提取的个人

7

A4 社会比较

6

A5 不良爱好

4

A6 工作职责范围内有自由酌量权

27

A8 基层工作制度存在漏洞

10

A10 喜欢社交场合

14

A7 做领导后找自己办事的人越来越多
A9 反腐或监督体制不完善

36

A12 行贿者情感绑架

表3
二级条目

8

19

A11 模糊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

加以合并与整合，旨在将分析单元分配到最能说明
[10]

频次

18

一级条目

A13 首次职务犯罪
内心矛盾
A14 肥私不损公
A15 收礼非受贿
A16 众贪我才贪
A17 办事即帮忙
A18 违规不违法
A19 有钱即成功
A20 退休即褪色

频次
18
3

32
17

7

14

4
4

A21 腐败是常态

26

A23 存在侥幸心理

24

A22 规则有明暗

A24 腐败行为外归因

7

29

二级条目频次分布表
频次

二级条目

频次

主观偏向，编码过程中共有 4 名研究成员参与讨论，

B1 入职初期很清廉

23

B6 首次职务犯罪内心有顾虑

11

码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半结构化编码，对文本逐句

B3 逐渐产生腐败需求

B4 工作中存在腐败机会

17

B8 建构灰色官场的腐败感知

33

其中硕士生 2 人，博士生 1 人，博士后 1 人。开放编

进行分析，将与研究问题有关的词句和段落编码为
相应的概念，再将内涵一致的概念整合为分析单元
并命名（a1，a2，a3…）。第二步是主轴编码，对第一

步编码的分析单元进行概括与整合，建立分析单元
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级条目（A1，A2，A3…）。确定

B2 手中有权力

B5 人情往来形成腐败联结

2.2

27
64
68

B7 逐渐形成亲腐败思维
B9 外归因的归咎模式

B10 对腐败后果的风险知觉下降

89
29
24

过程分析
职务犯罪人腐败心理的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见图 1）：腐败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
这一结果与崔洁和肖水金的发现类似，腐败人员经

一个条目之后，要以此为中心寻找相关资料，
有助于

历了从断然拒绝到半推半就再到权钱交易的行为演

将分散的资料进行整合，在一级条目和案例资料的
不断比较整合的过程中完成主轴编码。第三步是选

变过程 [11]。职务犯罪人并非天生腐败，这一变化也
是在干部的成长周期中逐渐发生的。

择编码，
从一级条目中提炼出核心条目，即为二级条

第一阶段：腐败绝缘期。公职人员处于入职初

目（B1，B2，B3…），在对其他条目与核心条目的逻辑

期，刚刚步入社会，正在适应工作节奏，大多数在工

关系建构中探索腐败心理机制的结构性维度。

作当中会表现出一种被“试用”的姿态，对一切工作

2

规范心存敬畏，不敢出错，更不会出现违规违纪违法

结

果

行为。S6
“一开始就是拼命做事”。从被动索贿者的

对访谈逐字稿经过三级编码后分别提取出分析

陈述来看，作为公职人员，最开始对于他人的工具性

单元、一级条目和二级条目，
并对二级条目从两个分

社交是有戒备心的，会拒绝有所图的吃请，退还不合

析视角进行组合，包括过程分析和维度分析。过程

理 的 礼 物，返 还 不 合 规 的 红 包，入 职 初 期 很 清 廉

分析体现的是腐败的演变过程，维度分析体现的是

（B1）。S8“ 我之前在乡镇工作，我从不要别人的东

腐败行为的风险因子。
2.1

编码结果

西，都退给别人”
。
第二阶段：信念动摇期。这一阶段，公职人员往

半结构化编码阶段共提取了 81 个分析单元，如

往成长为骨干或领导，虽然人在基层，但手中确实握

求（a24），为子女打算对钱有需求（a25）等。整合 81

买地卖地，县里的土地基本都是我们单位卖的，
我又

领导监督不严有操作空间（a21），自己消费对钱有需
个分析单元，主轴编码阶段归纳出一级条目 24 个。
具体条目和频次见表 2（频次表示体现该条目的信
息点在所有访谈材料中出现的次数）。在一级条目
的基础上，选择编码阶段提炼出 10 个二级条目，具
体条目和频次见表 3。

有一定的权力（B2）。S14“当时我的权力确实很大，
是专门搞（负责）这个事的”。而且权利感还会影响
到个体的消费观念 [12]。随着年龄的增长，公职人员
需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经济压力，子女升学或成家
立业（S16）、家庭开销（S13）、改善生活质量（S7）、自
己消费（S20）等；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的不匹配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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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职人员在与他人的比较中逐渐迷失（S9）；更有
甚者，是因为赌博等不良爱好在资金方面出现巨大

S1
“糊里糊涂地就拿/做了”，
事后也会有顾虑（B6）。

第三阶段：心理麻木期。在这一阶段，腐败认知

缺口（S4）。公职人员存在对金钱的需求（B3）。这

在头脑中已经较为稳固，包括亲腐败思维（B7）、灰

一阶段的公职人员已经熟悉工作业务，基层工作的

色官场感知（B8）以及外归因的归咎模式（B9）。在

欠规范和监督机制的漏洞创造了更多的腐败机会

信念动摇期，首次职务犯罪的顾虑由于没有及时得

（B4）。随着请托办事的人越来越多，在社交网络的

到惩罚而得以消退，公职人员对于腐败后果的风险

人情效应（B5）作用下，面对社会上的诸多诱惑，公

知觉也在逐渐下降（B10），越来越熟谙官场规则的

职人员开始出现动摇。S14
“实际上对我来说有一个

公职人员对于违规违法的阈限越来越高，
进入
“心理

切的腐败行为，在我当上（某领导职务）之后还是有

了，享受的待遇也比较高，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数字

过程。大概 30 岁之前很正直，确实看不惯社会上一
一些变化”。很多人表示内心很矛盾，S13
“一边是触

麻木期”。如 S7“说实话，当时我已经（到某个位置）
……（收回扣）好像就是一种习惯了”。公职人员出

犯法律的事，一边又是巨大的诱惑。当时我想了一

现腐败惯性，从吃吃喝喝涉嫌违规发展到贪污受贿

下，
这个东西搞一下几百万就到手了，算的话我们一

涉嫌违法，并且一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

个月几千工资，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并且会将

发现。

首次职务犯罪描述成是在心理模糊状态下完成的，

图1

2.3

腐败心理发展过程分析

维度分析
腐败心理机制的产生涉及四个维度，即四个风

险因子：
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联结、腐败认知。

员后，主要是走上领导岗位后，周围人对自己态度的
改变，让自己有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S10
“别人看你

的眼神都不一样了，见面主动跟你打招呼的人也多

腐败动机：主要反映腐败行为的内部驱力，获取

了”，但是跟身边的朋友或同学做比较，尤其是当对

财物是腐败行为的主要动机。对金钱的需求主要来

方的文化水平以及能力各方面都不如自己，而生活

自家庭支出、个人消费、子女规划、不良爱好，
以及由

条件却远比自己优越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的不

于社会比较带来的严重心理失衡。虽然本研究的访
谈对象大多数出生于物质条件相当落后的时代，但
职业生涯后期已经不存在温饱不能解决等生存问
题，只是转化成了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需求，S7“为

匹配使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 S2“ 按现在这

个贫富差距，公务员的生活水平（低）。像我当初在
单位，房子 2000 多块一平米，他们在外面做事的，小
学没毕业的一些人住几十万甚至一百万的房子，他

下一代攒一些钱……提供优越一点的条件”。不良

们吃的用的穿的各个方面不知道比我们要好多少”；

爱好体现了休闲/娱乐方式对个体的影响，有四名访

跟周围的同事做比较，同期入职，但对方“生财有

谈对象是因为赌博导致经济紧张，对金钱的需求无

道”，自己逐渐产生心理落差，感觉是胆量而非水平

法通过个人收入来满足，从而出现挪用公款、被动受
贿甚至主动索贿等腐败行为。社会比较反映的是一
种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具体表现为：在成为公职人

的较量，如 S11“ 人都有攀比心，比如说一起参加工

作的，人家都‘搞的蛮好’”；跟自己的服务对象做比
较，在涉及工程建设及征地拆迁等领域，公职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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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条可以给开发商带来巨额收益，但公职人员

大，肯定有人去找你，别人想尽一切办法都要攻克掉

却没有任何回报，强烈的收入反差滋生了相对剥夺

你这一关的，满足你的需要，达到他的目的”
。

感，如 S9“我把批文给你你可以赚一个亿，我得到什
么了？”。

腐败机会：主要反映公职人员在履职过程中存
在腐败空间。首先是公职人员手中握有一定的权
力，有自由酌量的空间，如 S1 供职国土部门，征地拆

腐败认知：主要反映与腐败行为有关的价值观、
态度、观念。腐败认知主要体现在亲腐败思维、灰色
官场感知、外归因的归咎模式、被弱化的风险知觉。
首先，亲腐败思维表现为对腐败行为的认同以及将
腐败行为合理化的认知建构过程，可以总结为：
肥私

迁过程中的土地丈量和属性划分是其职责范围，土

不损公、收礼非受贿、众贪我才贪、办事即帮忙、违规

地面积和属性直接影响到征地补偿费用的金额，而

不违法、有钱即成功、退休也褪色。
“肥私不损公”强

国土部门工作人员在这两方面有自由酌量权；再如

调只要没有伤害公家的利益，自己得些好处也是可

S14 供职某开发区，买地卖地都需要经过他审批。

以的。S15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情义上的一些东

民间更是用“官不在大小，在于是不是法人代表”来

西，有一些金钱往来也是有必要的，这个原则就是你

形容
“基层官员的行政级别虽然不高但是权力很大”

不要拿公家的，或者拿你职务上的便利去做交易”。

这一现象。另外，访谈中发现，基层做事很多程序并

“收礼非受贿”是认为逢年过节他人的
“问候”是表达

不是按照法律和规范，而是按照惯例，上一任或者周

对领导的尊重，收受贵重烟酒和红包属于人情往来，

围人都是这么做事的，有些情况下根本不清楚自己

不等于受贿。S8
“当时说我受贿，我觉得就是送点礼

的行为是否合规或合法，如 S4“ 公款私存本来就是

品”
。
“众贪我才贪”反映了公职人员认为官场的人都

不合规的……当时实际上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做）

不干净，腐败是一种非理性的从众行为。S17“就我

的”。再加上监督体制不完善，领导没有严格把关，

平时看到的听到的，别人比我搞的厉害的多的是，我

造成基层工作制度的漏洞，
成为滋生腐败心理的温床。

心想那怕什么”
。
“办事即帮忙”是公职人员把做自己

腐败联结：主要反映公职人员的社交网络对腐

分内的工作当做是帮别人的忙，如审批审核、工作调

败行为的影响。有些访谈对象喜欢应酬，但多数情

动、工程拨款等事项本是公职人员的工作职责，
办事

况下属于工具性社交，即因为对方有用所以才打交

人所有条件都满足，是应该给予办理的，却有公职人

道。一方面，有些访谈对象自身的风格属于工具性

员将此看做是帮忙。S16
“他们（开发商）开发肯定赚

社交，
会有意识地结交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
意在积

很多钱，你帮了他的忙，他赚到钱了感谢你一下”。

累人脉资源。另一方面，行贿者有意接近公职人员，

但开发商赚钱是行业性质所致，搞开发同样会有商

先打感情牌，关系建立以后再表达违规要求，S2“平

业风险，即便一夜暴富也是在付出成本和承担风险

时在一起喝酒，喝酒喝出感情来了，我这个喝酒也是

的代价下获得的财富，有些公职人员分不清应得利

个坏习惯，
喝酒和打牌”。正所谓
“喝酒喝茶成兄弟，

益和不应得利益从而酿成大错。
“违规不违法”是指

红包礼金很难拒”，S12“关系套关系，朋友套朋友”，
[13，14]

受贿方碍于人情难以推脱，遭遇了“心理绑架”

，

腐败人员认为做事的底线是不违法，违规是可以接
受的，这是缺乏“红线意识”的典型表现。S13“逢年

从而出现违规操作。即便遇到初期坚持原则的公职

过节，有求于你的人给你三两千的红包，最多是违

人员，行贿者也会通过各种说辞将贿赂行为合理

纪，不至于违法”。
“有钱即成功”是一种典型的物质

化。如 S15 表示“他（行贿人）就说‘过年了，我本来

主义价值观，把是否有钱、财富多少看做是一种尺度

想给你买套衣服，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拿两万

来衡量个体的地位和价值。S10“ 比较羡慕有钱的

块钱给你，你自己去买算了’”。偏向工具性社交的

人，也想当个有钱的人”。
“ 退休即褪色”常见于“59

公职人员在发生腐败行为的时候，更多地是裹挟着

现象”，即在退休之前肆意敛财，因为公职人员认为

人情往来的外衣，模糊了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的界

为官者在不在位差别很大，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限，并且倾向于认为顶多是违纪行为，不至于违法。
而被工具性社交包围的公职人员则是另外一番感
受，
不止一个访谈对象曾提及，从事领导岗位多年来
一直清正廉洁，但拗不过行贿者的
“围追堵截”，
有着

S13
“自己到了这个年纪了，
也干不长了，
想为以后退

休留下一笔财富”。其次，灰色官场感知反映出访谈
对象将自己所感知到的工作环境建构为灰色官场，
可以概括为“腐败是常态”和“规则有明暗”。如 S9

极其强烈的身不由己之感。S6
“不管是谁，
他只要有

“到年终考核的时候很正常的，一个小红包肯定少不

这个权力，就有人要去攻克他，比如说你权力比较

了，这是每年不成文的规定……别的单位都给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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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你们单位不给，这很正常的，这个东西上不得台

化了腐败行为，随后腐败的风险知觉逐渐下降，
设防

面，但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如

变撤防，最终形成腐败惯性。根据职务犯罪人犯罪

果他们所感知到的工作环境是干净有序的，必然也

相关变量的分析，首次涉嫌职务犯罪距离参加工作

会按照廉洁自律的要求来规范自身的行为。S14
“什
么事都要靠人情往来，我以前很排斥的，
伤了很多脑
筋。天天琢磨那个行长喜欢什么，他母亲生日是哪

的平均时间间隔为 22.13 年，样本中出现最多的间隔

时间是 20 年，所以，参加工作 20 年后是职务犯罪发

生的易感期，可作为信念动摇期的时间节点参考。

一天，
他母亲哪天又不舒服了，他家里的人全部都要

这个阶段的基层公职人员，
在遭遇官场瓶颈、升迁无

打听到，其实好烦。但是你不去办不成事。在这个

望之后，更多的是出于对物质的追求。

过程中，自己也陷进去了，别人找你的时候，你慢慢

在对腐败行为风险因子的考察中，研究未发现

潜移默化地也就变成他了。当你变成他，另外一些

早期贫困的成长环境对腐败行为的影响。本次的访

人也向你学习看齐的时候，他们也变成你了，
这个是
很可怕的。”腐败会传染，这也是为何要重视公职人
员的“腐败感知”。再次，外归因的归咎模式体现在

谈对象有 14 人出生于五六十年代，4 人出生于七十

年代，仅有 2 人出生于八十年代，绝大多数访谈对象
小时候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比较落后的，生活条件

认为自己被抓是运气不好；腐败的社会风气或大环

比较艰苦，多是吃苦的经历。但是在谈及成长环境

境导致自己随大流；腐败行为是领导授意；
不这样做

对自身的影响时，反馈更多的是艰苦环境让自己养

在官场/职场混不下去，不合群，会被排挤。如 S7“举
个例子，
假如 10 个人有 8 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
还有

2 个人（不做），肯定 8 个人看这 2 个人看不惯，所以

成了吃苦耐劳的好品质，而没有提及早期物质匮乏
的经历会导致后期的补偿心理，成长环境与心理贫
穷感之间的关联在本研究中并未获得相应支持。所

我一下没坚持住，就随大流了”；被抓是有人整自

以根据访谈得到的信息，接下来并没有把成长史作

己。只有极少数的访谈对象认为自身也存在原因，

为贪腐行为的风险因子之一继续分析。

自身约束力不够，不能坚持原则。最后，腐败后果的

研究结果表明，基层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

风险知觉是指公职人员对于职务犯罪所要承担的风

是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联结和腐败认知协同作

险和后果的认识程度。个别访谈对象表示完全不了

用的结果。其中，腐败动机和腐败认知属于内在的

解涉嫌职务犯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党内纪律，因为

个体因素，腐败机会和腐败联结属于外在的环境因

以前工作单位的纪律培训或法律普及流于形式，S7

素。腐败动机主要表现为对金钱和物质的追求。公

“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
并且个体也没有有意识地去

职人员满足基本需要、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本无可

确认职务犯罪所要遭受的处分及刑罚。但更多的访

厚非，但要建立在合法合理合规的基础上，有能力区

谈对象完全了解后果，因为存在从众心理和侥幸心

分基本需要和过度需要也是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基

理，
逐渐放松警惕，
S8
“感觉他们都可以这样，
大气候

本要求，否则攀比心和相对剥夺感[15]作祟，物质需要

就是这样，
别人收了都没事，
我也不会有事”
。

便会成为引发腐败行为的内在驱动力。腐败认知是

3

腐败行为的主观条件，是支配个体做出腐败行为的

讨

论

研究通过质性分析的手段，对 20 名原来在基层

主要因素。
“肥私不损公、收礼非受贿、众贪我才贪、
办事即帮忙、违规不违法、有钱即成功、退休也褪色”

工作的职务犯罪人的实地访谈材料进行分析，探讨

等亲腐败思维，将腐败行为逐渐合理化，消除了腐败

公职人员腐败心理的生成、膨胀、恶化机理。研究发

人员做出腐败行为后的愧疚感；将官场构建为
“腐败

现，
职务犯罪人的腐败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腐败

是常态”和“规则有明暗”以及将腐败行为外归因都

绝缘期、信念动摇期、心理麻木期；腐败风险因子涉

在暗示腐败污染难以靠公职人员自身加以清理；再

及四个维度：
腐败动机、
腐败机会、
腐败联结、
腐败认知。

加上对于风险知觉的阈限逐渐升高，警惕性完全丧

基层公职人员的腐败心理演化过程往往经历了

失。在以上腐败认知的引导下，腐败行为是必然发

一个从入职初期的“初心”状态，到首次越线的动摇

生的结果。腐败机会是腐败行为的外部条件。本研

阶段，再到习以为常的麻木状态。关键阶段在于信

究中，腐败机会的出现，更多地是因为管理制度的笼

念动摇期，尤其在首次越线之后，就像迈过了一个

子没有扎牢，留下了一定的腐败空间。权力不受制

“门槛”一样，偏差行为并未受到惩罚，日渐牢固的腐

约，拥有自由酌量权，是腐败人员权力寻租的前提条

败认知以及金钱或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更是进一步强

件；对于违规操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形当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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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腐败成本，增加了权力寻租的操作空间。腐败联

和权色交易，但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权钱交

结是腐败行为的客观条件，主要表现为行贿者的曲

易或其他与金钱有关的腐败行为，因此文中所说的

线接近以及社交中的人情效应。正是因为这些社交

腐败心理的含义相对具有局限性，当然这也是研究

网络带来的联结为腐败行为做好了铺垫，使得公职

取样的局限所导致的不足。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样

人员有途径或者被动受贿，或者主动索贿。中国的

本，区分涉及三类交易的研究对象，分别考察其发生

[16]

人情文化也易化了腐败意图的产生 。

机制，从而完善研究设计。

访谈对象在不同阶段的腐败程度及相应的心理
变化可以反映腐败历程，是未来针对不同阶段制定
相应措施的基础与参考。研究启示：
腐败存在
“跨门

参
1

槛”效应，要在公职人员廉政建设中抓准关键期-信
念动摇期。根据公职人员的职业生涯周期和本研究
总结出的腐败心理发展历程，建议制定专门针对公
职人员的个性化全周期干预方案。可以分为职业生
涯初期、职业生涯中期和职业生涯晚期三个阶段，中
间灵活穿插临时性干预预案，即当发现公职人员出

2
3
4

现腐败迹象的时候，及时敲打，化解腐败倾向。职业
生涯初期的辅导方案重在法律法规、从业规范、职业
道德等方面的普及，明确纪律的
“红线”，
提前预告从

5

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腐败风险因子，并提供相应的

回顾以达到警示效果，强调伴随职务升迁可能产生
的心理变化以及可能面临的“围猎”风险，标记并驳

6
7

斥亲腐败思维，警惕“对红线视而不见，对底线模糊
处理”的风险知觉弱化现象；
职业生涯晚期的辅导方
案重在强调退休不褪色，强化职业操守的重要性。

8

开展对公职人员的培训干预工作是对监督执纪工作
的补充，旨在从预防的角度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的苗
头，
清除腐败的隐患。
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未
来进一步改善。一是研究未体现
“大四”理论中的人
格因子在腐败心理机制中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人
格的影响不存在。人格的维度有很多，往往需要通
过多种途径进行评估，访谈中得到的信息有限，
难以
做出精准判断，未来可以结合相关人格特质的问卷
加以考察。二是研究取样的局限。研究对象属于特
殊群体，
尤其职务犯罪人较为敏感，难以做到全国范
围内随机取样。研究样本仅取自一个省份，并且没
有行政级别较高的职务犯罪人，所以取样具有局限
性。未来应将取样范围扩大，按照地理位置的分布
选取省份再增加样本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争取涵
括高行政级别的被试，考察不同行政级别公职人员
的腐败心理机制是否存在异同。三是研究设计的局
限。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权权交易、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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