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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惩罚(third-party punishment)是指当违反

社会规范的行为与自身利益无关时，个体牺牲自身

利益来惩罚违规者的行为[1]。它作为一种典型的利

他行为，被人们所鼓励和推崇。研究表明，人们做出

第三方惩罚是由社会规范所驱动的受意识控制的行

为[2，3]。面对不公正提议，自利动机驱使人们接受该

提议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公平

规范则要求人们拒绝不公正提议以维护社会公平规

范 [4]。但现实生活中，人们面对不公正事件的违规

者会出现冷漠对待且极少做出第三方惩罚的现象，

有研究者以公正世界信念理论来解释此现象背后的

原因[5]。

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 BJW）由Le⁃
rner于 1965年提出，是指人们拥有相信自己所生存

的世界是公正、公道的信念。它是公正动机这一个

体倾向的指示剂，可以作为一种维护心理健康的个

人资源起作用[6]。有研究者提出公正动机的分离模

型[7]，该模型认为公正动机包含两个层面：外显层面

和内隐层面。外显公正动机是个体基于自我意识，

明确感受到的自身关于公正的认识，它会被外部线

索所驱动，会随着社会反应的变化以及外部线索的

增强而发生变化；内隐公正动机是个体潜意识里关

于公正的认识，个体不能意识到，但它会被个体自身

的内部公正需求所激发，会随着内部公正需求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这两者的区别会影响个体产生不同

的决策与行为。Hafer和Bègue认为公正世界信念

是来源于个体需要相信世界是公正的这一动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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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正动机类似，公正世界信念也包括两个层面：内

隐层面和外显层面[9]。

以往研究更多从外显层面予以探讨，比如研究

者借助外显量表研究发现，外显公正世界信念高者，

更愿意为将来投资更多，更可能表现出第三方惩

罚 [10，11]。具体而言，不公正情境下，相比低公正世界

信念个体，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会更强烈的追求公

正的想法，更愿意付出行为去维持公正，以保证公正

规范的运行。尤其是面对不公正情境中的无辜受害

者，他们更有可能做出惩罚违规者、补偿受害者的第

三方惩罚行为，并且做出第三方惩罚之后，他们会感

觉到更多的心理满足和平衡[12]。同时，研究发现，提

议公正性也会影响第三方惩罚，提议越不公正，人们

进行第三方惩罚的力度也越大[13]，并且作为一种外

部因素，它对高、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的影响亦不

同。与外显公正世界信念一样，内隐公正世界信念

也是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但目前仅有少数研究对

其进行探讨。如有研究探索内隐公正世界信念对幸

福感、助人行为等的影响[14，15]。一项有关内隐公正

世界信念对公正信息注意的研究发现，高内隐公正

世界信念个体对公正信息更为敏感[16]。这一反应和

高外显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反应类似。由此我们推

测高、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在提议不公正条

件下的第三方惩罚存在差异。

根据前人研究，具体假设为：（1）内隐公正世界

信念影响第三方惩罚，相比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

体，高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的第三方惩罚更多；

（2）提议公正性影响第三方惩罚，提议越不公正，第

三方惩罚越多；（3）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与提议公正性

之间存在交互作用，高、低两类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

体在不同提议公正性情境下的第三方惩罚存在差异。

1 对象和方法

1.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显著性

水平α=0.05, 统计检验力 1-β=0.85，获得较大的效

应量 Cohen’s d=0.4, 基于此，本研究设定样本量为

59。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的标准 IAT测验对142名大

学生被试进行施测。然后，借鉴 IAT最新的D值计

算方法[17]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预处理并剔除极端数

据与无效数据。最后，将被试D值得分由高到低排

序，选取D值得分前 27%的被试作为高内隐公正世

界信念组，D值得分后 27%的被试作为低内隐公正

世界信念组[16]。为保障足够的样本量，本研究保留

被试共66人，其中高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组34人（女

生 27人，男生 7人）；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组 32人

（女生22人，男生10人）。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检测

内隐公正世界信念分组是否有效，结果发现高内隐

公正世界信念组D值平均得分1.10（SD=0.14），低内

隐公正世界信念组D值平均得分 0.23（SD=0.24）, t
(50)=17.64，P<0.001，d=0.55，两组被试D值得分有显

著差异。

1.2 实验设计

采用2(内隐公正世界信念：高、低）× 5(提议公正

性：90:10、80:20、70:30、60:40、50:50）两因素混合实

验设计，其中，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为被试间变量，提

议公正性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自愿拿出的

惩罚金额。

1.3 研究工具

1.3.1 内隐公正信念 对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的

测量借助内隐联想测验的标准 IAT范式，编制测验

程序。其中，测验程序中概念词的选取参照李雷、

杨福义等人在以往 IAT研究中所使用的目标概念

词 [14，18]，包括自我词汇与非我词汇各 10个。自我词

汇：我、自我、自个、自己、本人、我的、自我的、自个

的、自己的、本人的；非我词汇：他、他们、人们、他人、

别人、他的、他人的、人们的、他们的、别人的。属性

概念词的选取参照柴江霞在与公正有关的研究中所

使用的词汇 [15]，包括公正词汇和非公正词汇各 10
个。公正词汇：公正、公道、平等、廉洁、公平、合理、

道义、清廉、刚正、正义；非公正词汇：冤枉、偏袒、包

庇、陷害、诬陷、腐败、侵略、迫害、贪污、侵占。采用

E-prime软件编写 IAT实验程序。整个 IAT测验程

序共七步，测验程序如表1所示：

表1 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的测验程序

1.3.2 第三方惩罚 借鉴徐杰、孙向超和董悦等人

的第三方博弈范式，此范式主要是在独裁者博弈的

基础上加入了另一个角色：惩罚者。因此，在第三方

博弈中，包括三个角色：分配者、接受者和惩罚者。

在博弈过程中，首先由分配者决定如何把某一特定

步骤

1
2
3
4
5
6
7

任务

概念词分类

属性词分类

相容任务

相容任务测验

相反概念词分类

不相容任务

不相容任务测验

试次

20
20
40
40
20
40
40

按F键

自我

公正

自我+公正

自我+公正

非我

非我+公正

非我+公正

按 J键
非我

不公正

非我+不公正

非我+不公正

自我

自我+不公正

自我+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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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钱数分配给自己和接受者，接受者无权拒绝

分配者的提议，只能选择接受分配者的提议；被试作

为无关利益的第三方，目睹整个分配过程，具有惩罚

分配者的权力。如果被试对于分配者的分配提议感

觉无法接受，可以选择付出一定的成本对分配者进

行惩罚，为接受者寻求公正的分配提议，否则，可以

选择不对分配者进行惩罚[19]。

1.4 实验流程

主试提前给予被试 50元，随后，告知被试将与

其他参与者进行一个游戏，游戏中涉及到A和B对

100元金钱的分配。具体来说，A和 B在共同劳动

后，共同获得 100元报酬，A有权决定这 100元如何

分配给自己和B，而B无权拒绝A提出的分配提议，

只能接受A的分配提议。被试作为旁观者，目睹此

情境之后，告知被试有权从自己的50元钱中拿出X
元(0-50元)，减少A所得钱数中的 3X元，同时被试

自身实验报酬也将相应减少X元。例如，A对100元
的分配方案为“A:80；B:20”。若被试决定拿出 20元
对A的分配提议进行调整，则A最终得到80-3*20=
20元，被试最终得到50-20=30元。向被试说明被试

每一轮都拥有 50元，每一轮的选择互不影响，但直

接决定了本轮A和B的报酬以及被试的实验报酬。

我们会随机抽取一轮，根据被试在这一轮中的选择

给予被试相应的报酬。

被试理解指导语之后，进入正式实验。首先出

现一个持续 800-1000ms的“+”字，表示每一个新试

次的开始。其次，系统会呈现2000ms A的报酬分配

结果：A的分配结果为：“A：*元，B：*元”。随后要求

被试按数字键来对该分配结果的公正程度进行评

分。最后，要求被试自己决定如何对分配者的分配

结果进行调整，在横线处输入相应的钱数（0-50元）

做出反应即可。系统会自动计算被试选择调整后，

分配者减少的金额。随之，进入下一个试次。具体

流程如图1。

图1 第三方博弈实验流程

根据已有研究[19]，第三方惩罚博弈中的分配方

案一般分为以下五种：90:10、80:20、70:30、60:40、50:
50，本研究中同样采用以上五种分配方案。其中，五

种方案都会设置6次重复，共形成30个试次，并且对

这30个试次的呈现设置为伪随机。设置5个练习实

验，之后进入正式实验。

2 结 果

研究数据主要借助E-prime来进行收集，采用

SPSS22.0来进行分析。本研究中对于内隐公正世界

信念的高、低分组采用了独立样本 t检验，以被试自

愿拿出来的惩罚金额为因变量。

对惩罚钱数进行 2（内隐公正世界信念：高、

低）×5 (提议公正性：90:10、80:20、70:30、60:40、50:
50）两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提议公

正性主效应显著，F（1, 64）=137.53，P<0.001，ηp2=
0.900。进一步分析发现，提议越不公正，惩罚钱数

越多。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主效应边缘显著，F（1,
64）= 3.55，P=0.064，ηp2=0.053，高内隐公正世界信念

个体惩罚钱数（M=12.65）高于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

个体（M=10.64）。内隐公正世界信念和提议公正性

交互作用不显著，具体见表2。

对惩罚钱数与被试自评的提议不公正性程度进

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两者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

数为0.85（P<0.01），即被试认为提议方案越不公正，

惩罚钱数越多。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 IAT范式，考察了内隐公正世界信

念对第三方惩罚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低内隐公正

世界信念个体，高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会做出更

多的第三方惩罚行为；提议越不公正，第三方惩罚行

为越多。这与以往对外显公正世界信念对第三方惩

罚影响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20]。由此看来，人们普

遍具有对公正的倾向性，普遍会认同公正规范，情境

越不公正，代表越违反公正规范，人们越会感觉厌

表2 高、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在不同提议公正性下的惩罚钱数

高公正世界信念组

低公正世界信念组

50：50
0
0

60：40
7.48（0.82）
5.72（0.86）

70：30
13.56（1.44）
10.82（1.37）

80：20
17.99（1.47）
15.13（1.40）

90：10
24.20（1.76）
2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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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越会做出第三方惩罚。

研究发现相比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高内

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会做出更多的第三方惩罚。其

原因在于，不同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对于不公正情境

的感知与判断存在差异，从而做出的第三方惩罚行

为也有所不同。相比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高

内隐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会有强烈的公正认知，相

信公正稳定的环境。他们认为在公正稳定的环境

中，个体只有更多地帮助他人，更多地维护道德行

为，未来才可能得到他人的帮助，才更有可能实现自

己的利益。在这样的强公正世界信念支持下，高内

隐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会更多惩罚违反公正规范的

人，更多帮助无辜受害者。同时，这一结果也符合社

会交换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人做出一切行为都

是为了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对于高内隐公正世界

信念的个体来说，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现在所做出的

道德行为和自己未来的收获联系起来，而且会坚信

自己的付出在未来一定会有所回报。这种回报的形

式可以是多样的，不一定是受助者来给予他们。因

而，相比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内隐公正世界信

念高的个体有更强的助人动机和更多的助人行为，

他们更愿意主动帮助无辜受害者，惩罚违规者，进行

更多的第三方惩罚。

其次，研究结果发现提议方案越不公正，第三方

惩罚越多，这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 [21，22]。这表明公

正是人们永恒的追求，正是人们心中对公正的偏好

和对不公正的厌恶导致了人们面对不公正情境时，

愿意对违规者进行第三方惩罚，以维护长久的社会

规范和公正稳定。在第三方惩罚中，提议方案的不

公正程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它体现了违规者背

离公正规范的程度。提议方案越不公正，背离公正

规范的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产生心理反感与心理

冲突，更愿意实施对违规者的第三方惩罚，以保证公

正的存在，从而达到实现维护群体规范和群体利益

的目的。同时，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与提议公正性之

间不存在交互作用。这一结果与以往外显公正世界

信念对第三方惩罚影响研究的结果不一致[12]。产生

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与外显和内隐层面公正世界

信念的稳定性有关。一般认为，外显公正世界信念

是个体能意识到的对于公正有关的表述，它会被社

会线索所驱动，易受到社会赞许性和外部线索强化

的影响。内隐公正世界信念是个体潜意识里对于公

正有关的认识，被个体自身的内部公正需求所激发，

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由于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

高、低内隐公正世界信念个体的第三方惩罚都随着

提议不公正性的提高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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