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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与矫正
李雄鹰
摘

要：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对科举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此局面从科举制度实施的科举时

代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废止后的后科举时代。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视角，存在于科举评价中的刻
板效应、
错觉关联、晕轮效应是导致将科举制度“妖魔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三个效应在科举评价中
的表现及影响，从文化自觉、加强科举研究及增强科举信息传播角度切入是矫正科举评价中归因
偏差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科举评价；社会归因；偏差；矫正

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历代对于科举制度的评

值。”[2]从一般意义上，评价是指根据某种价值观对

价褒贬不一，尤其是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过程

事物及其属性进行判断与衡量，对人或物做出好与

中，围绕科举考试内容、方法改革及科举制存废等问

善与恶、美与丑、优与劣的判断。评价是
坏、真与假、

题，曾出现长期而激烈的论争。虽然 1905 年科举制

人的认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认知活动有

度被迫废止，但对于科举制度的评价并未“盖棺定

重要影响；评价时时发生，有主动与被动、有意与无

论”，关于科举制度的评价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原

要求与准则，理论
意之分。评价有其应遵循的程序、

本科举评价是见仁见智之事，众人皆可评说一二，但

上根据这些要求评价事物就会得出客观正确的结

针对科举制度的一些极端性观点和歪曲事实的假想

论。但由于评价活动受目的、时空、
评价主体、评价对

性判断与联系则将科举制度“妖魔化”，不利于人们

象、价值观、
信息、
情绪情感等众多因素影响，尤其是

客观公正地认识科举制度曾经对中国古代社会及世

人在复杂环境下也不一定总是理性的，因此也不一

界考试制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与当今各类考试

定总是按照规范程序与准则认识事物，而是往往会

制度密切关联的事实。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视角，

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和错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发

有助于从深层次揭示科举评价中
“妖魔化”观点产生

生扭曲事实真相的行为。

[1]

的原因，并有助于探寻矫正不当评价观点的策略。

科举评价是人们基于科举制度认识基础上的对
科举制度的价值判断。科举评价的主体主要包括学

一、科举评价与社会归因偏差理论概述

者和社会大众，评价内容则囊括了科举的各种具体

“评价”
一词早在 900 多年前我国北宋时期就已

制度与程式、科举人物、考试内容、科举文物以及科

出现。《宋史·戚同文传》中就有“市物不评价，市人

举与相关事物的关系等。按照时空可将科举评价分

知而不欺”
的记载。
《辞海》对“评价”的解释是“评价，

为科举时代与后科举时代的评价；评价观点则可大

评论货物的价格，今亦泛指衡量人物或事物的价

体分为平反观、批判观、观望观；根据评价的深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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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专业评价与一般性评价。科举评价作为一种社

等等。刻板效应具有如下特点：对个体、群体过于简

会认知活动，当不同主体在不同情形下去认识它，也

单化的分类；在同一社会、同一群体中，刻板印象有

必然会出现偏差，我们称之为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

惊人的一致性；多是偏见，甚至完全错误。社会刻板

因偏差。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归因偏差理论比较系

效应是经过两个途径形成的：一是直接与某人、某事

统、深入地揭示了个体社会认知行为中归因的种种

物接触，将其特点固定化；二是由他人间接信息影响

表现及出现偏差的原因，借助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

形成。间接的信息影响是刻板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

深入分析科举评价中一些评价观点产生的深层原

如要克服刻板效应，具体方法是：首先要善于用“眼

因。

见之实”去核对“偏听之辞”，有意识地重视和寻求与
二、社会归因偏差理论及其在科举评价中的表

现与影响

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信息；其次要深入到群体中去，与
群体中的成员广泛接触，并重点加强与群体中有典
型化、代表性的成员的沟通，不断地检索验证原来刻

社会归因偏差指的是认知者系统地歪曲了某些
本来是正确的信息，有的源于人类认知过程本身固

板印象中与现实相悖的信息，最终克服刻板印象的
负面影响而获得准确的认识与评判。
刻板效应在科举评价中的表现十分突出。由于

有的局限，有的则是由于人们不同的动机造成的。
经典的归因理论模式将普通人看作是理性的、讲究

长时间对科举评价的负性强化作用，将科举时代及

逻辑的，就像科学家一样，人们在对事物归因时，会

后科举时代对科举的消极认识及评价固化，即便新

客观地评价与利用各种信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

的更加客观的研究结论不断涌现，也难以在短时间

可以预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们作出的归因都将

内改变大众的固有认知。如科举制有利于巩固封建

是符合实际的、无偏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

统治秩序，所以罪大恶极；李白、杜甫等未考上说明

所作出的归因将会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人

科举不能选拔真才；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八

们的归因有时是错误的、有偏差的。归因的结果对

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科举制度是统治阶层内部的选

人的后续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正确的归因有助于提

拔；皇帝经常凭个人好恶随意决定及第名次；科举造

高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并产生对自己及他人的有利

成中国科技落后；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度黑暗；科举

的、
合理的行为，错误的归因则会造成行为动机的削

考试不公平；妇女无权参考所以不平等；科举导致官

弱，
导致异常行为的产生。实际生活中，人们对自己

场腐败等认识[3]，在普通民众间以讹传讹，依然具有

及他人的错误归因是经常发生的，由于主观上的原

也就是这
较稳固的大众认识基础，具有一定普遍性。

因而造成的归因偏向和差别，是不当归因的主要形

些认识与评判的存在将科举制“妖魔化”。当仔细考

成原因。在社会归因理论中，常见的社会归因偏差

究对科举制的每一个刻板认识，就会很容易推翻其

主要有刻板效应、错觉关联、晕轮效应等。

但是若要彻底改变针
评判的论据，从而推翻其结论。

1. 刻板效应。又称定型效应，是指人们用刻印

对科举制的刻板效应，则必须遵从矫正刻板效应的

在自己头脑中的关于某人、
某事的固定印象，并以此

路径，首先要揭示刻板性认识得以存在的与现实认

固定印象作为判断和评价依据的心理现象。有些人

识相悖的信息基础，其次应注重在社会大众中广泛

总是习惯于把人进行机械的归类，把某个具体的人

传播关于科举制的正面信息，反复强化，用以时日，

看作是某类人的典型代表，把对某类人的评价视为

方可逐渐消除科举评价中的刻板效应。

对某个人的评价，因而影响正确的判断。刻板印象

2. 错觉关联。错觉是人们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

常常是一种偏见，人们不仅对接触过的人会产生刻

受到形、光、色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

板印象，还会根据一些不是十分真实的间接资料对

误认物象，会产生与实际不符的判断性的视觉误差。

未接触过的人或事产生刻板印象，例如老年人是保

错觉关联也称假想性联系，则是指当个体所期望的

守的，年轻人是爱冲动的；北方人是豪爽的，南方人

两个变量间存在着关系时，人们会高估存在关系的

是善于经商的；英国人是保守的，美国人是热情的，

程度，或在实际上事物间不存在关系时认为有着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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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错觉关联是个体在判断事物间关系时容易

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

出现的认知归因偏差，出现错觉关联的主要原因是

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

缺少对认识对象的充分了解，在很少占有甚至不占

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4]

有认知对象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极其主观地、带有臆

由此看来，关于科举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腐朽落后

想性的认知行为。在此情形下形成的对事物的认识

等判断显然是本末倒置，是认知的错觉关联，是不正

显然是不客观的。

确的结论。

错觉关联表现在科举评价中，主要表现在认识

3. 晕轮效应。晕轮效应最早是由美国著名心理

和分析科举制的相关关系时，容易妄加联系，随意判

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的。他认

断，从而歪曲真相的归因行为。八股文、孔乙己、范

为，个体对人或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容易从局部

进、以《四书》
《五经》为内容、科举废止、科举为封建

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也即常常以偏概全。如

统治阶级选拔官员、封建社会的官本位及官场腐败

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

等这些为社会大众耳熟能详、容易获得的信息往往

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

会影响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判断。由于人们对

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

封建社会的消极面认识可谓根深蒂固，而科举制度

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这就好象刮风天气前夜

又是封建社会时期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由此人们

月亮周围出现的圆环（月晕），其实圆环只不过是月

在认识及评价科举制度时容易将科举制度与封建社

亮光的扩大化而已。据此，桑戴克为这一心理现象起

会的一切腐朽落寞方面联系起来，似是而非、一相情

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晕轮效应”，也称作“光环作

愿、想当然地形成一些推论，有让科举制度为封建社

用”。[5] 从认知角度，晕轮效应仅仅抓住并根据事物

会的一切腐朽方面“担当责任”的趋势。封建社会的

的个别特征，而对事物的本质或全部特征下结论，是

官本位、官场腐败、妇女无权参与科考、中国社会落

很片面的。晕轮效应的形成与我们知觉特征的整体

后等与科举制或许存在一定关系，但谁是谁非，因果

性有关。我们在知觉客观事物时，并不是对知觉对象

关系究竟如何，需要将科举制度放置于整个社会发

的个别属性或部分孤立地进行感知的，而总是倾向

展的宏观背景下系统、客观、深入地分析，方可得出

于把具有不同属性、不同部分的对象知觉为一个统

正确结论。而如果因果颠倒，本末倒置，是无法客观

一的整体，这是因为知觉对象的各种属性和部分是

评判科举制的诸种关系的。

譬如，我们闭着眼
有机地联系成一个复合刺激物的。

科举制度使得社会身份不再世袭，为封建社会

睛，只闻到苹果的气味，或只摸到苹果的形状，我们

各阶层间的人员流动提供了条件。科举制度使得

头脑中就形成了有关苹果的完整印象，因为经验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贫苦农民家的

我们弥补了苹果的其他特征，如颜色（绿中透红）、滋

孩子可以靠勤奋读书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成为

味（甜的）、触摸感（光滑的），等等。由于知觉整体性

统治集团的成员，从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从历史

作用，我们知觉客观事物就能迅速而明了，
“窥一斑

发展观点来看，科举制相对于奴隶制社会的世卿世

而见全豹”，用不着逐一地知觉每个个别属性了。但

禄的选官制度和封建社会前期的九品官人制确是历

是，这其中就埋下以偏概全而直觉错误的潜在风险。

史上的惊人进步，科举制为封建统治阶级选拔官吏、

有时我们抓住的事物的个别特征并不反映事物的本

安邦治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秋雨认为，
“科举

质，可我们却仍习惯予以个别推及一般、
由部分推及

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势族对政治

整体，势必牵强附会地误推出其他特征。
随意抓注某

权力的垄断，使得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

个或好或坏的特征就断言这个人或是完美无缺，或

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

是一无是处，都犯了片面性的错误。

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

科举评价中的晕轮效应主要表现为由于科举制

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持着机

度存在客观弊端而遮掩了其固有的客观价值，在评

会。”
由此不可否认，科举取士的确是封建时代所可

价时以偏概全，歪曲这一制度的实际意义与作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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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并非完美无缺的，定

阁”。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

然存在一些不足。“科举制既没有十九世纪以前一

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

些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人

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

说的那么坏。” 在有关科举的文章中，我们经常看

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超过百万计。
当中除少

到“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当表述，也经常看到

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

因科举制度一些方面的不足而彻底否定科举的言

的知识份子，这对知识的普及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论，也有一些评论者将批判封建社会的思维惯性与

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

消极情绪扩散迁移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评价，所谓

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

以点带面、
以偏概全，错误显而易见。

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7]

[6]

客观评析，科举制度在一些时期的内容与考试

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科举制度，它与其他任何

形式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

制度一样，都有正反两面性。而若只取其一面大加评

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

断，无论其结论如何，都难以逃脱陷入以偏概全、以

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八股文体所束

点带面的局面。出现晕轮效应也在情理之中。

缚，导致许多应考者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

总括以上三类科举评价中的社会归因偏差，存

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

有一些共同之处。首先，有关科举制度的信息缺乏是

目的，
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

导致各种归因偏差的共同原因。由于不了解科举制

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

度的真实面目，或者似是而非，在评价时，自然而然

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

的会捕风捉影，随心所欲。其次，评价者的学科背景、

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

评价立场、依据的标准各异是导致评价不一的核心

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清政府为

原因。基于对科举制度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的评

了强化统治地位，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

价者往往对科举制度认识更深刻，评价更审慎，更客

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最终被迫废

观；而对科举制度研究不深甚或没有多少研究的学

止。

者，对这一制度的评价更“大胆”，观点更“醒目”，却
但是，我们也不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应该看

不一定准确客观。纵观各种关于科举制度的偏差性

到，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
对隋唐

归因观点，往往是由后者发出的。由此，占有充分的

教育、
人文思想，产
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

有关科举制度的信息量、全面深入的研究是规避科

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

举评价中归因偏差的重要前提。

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与公正的方法，改善了

三、科举评价中社会归因偏差的矫正

用人制度。
科举制度对西方的考试制度也产生影响，
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

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

度，它的影响遍及西方，贯通古今。而对这一制度的

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

不当认识及评价极其不利于我们客观、正确地评价

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

历史，认识我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传承优秀的传统

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

文化；将科举制度
“妖魔化”，不利于我们研究发现考

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

试规律，不利于现代社会各种考试改革。矫正社会中

发明。科举制度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

存在的关于科举制度的偏差性归因观点，应从以下

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

三个角度切入。

数以百万。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

（一）基于文化自觉、文化寻根意识，充分重视对

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

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保护，客观合理地认识评价传

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

统文化，批判性继承诸如科举制度这样的传统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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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认识、思想

所以，应基于科举制度的专学研究，利用网络、报刊

与情感误区。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

等现代媒体将其成果大众化、通俗化，帮助社会大众

孝通先生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

再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他们对科举制

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

度的认识与评价。
随着社会发展，有关科举制度的研

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

究资料日渐丰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野不断

自我创建。放眼全球，很少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

开阔，有关科举的学术活动逐渐增多。这一局面对深

动辄将自己国家、民族的过去无情批判、全盘否定。

化科举研究、促进学术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

作为一项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固然有其不可逾

是，如果如此丰富的科举制度的信息资源只是被少

越的局限性，但是，科举制度毕竟在中国历史上实施

数学者所占有，就不足以影响更多人群的观点。从社

1300 之久，它如此强大的历史穿越力以及纵贯古今

会认知归因偏差理论视角，要矫正个体的偏差性认

中外的广泛影响力很值得我们研究，它为我们提供

识，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要在原有认识基础上注入

的历史漫长、体系完整、内容广泛、资源丰富的考试

新的信息，权威的、持续的、有一定强度的信息输入

研究样本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所没有的。
由此，

是个体改变原有认识和判断的重要前提。由此，应将

面对这样一项重要的制度，尊重历史，还原真相，揭

专业的科举知识通俗化、普及化，以让更多人群科

示规律，
是我们不可推诿的选择与责任。

学、客观地了解科举制度，逐渐从根本上矫正存在于

（二）
“不研究科举的人多觉得科举很坏，而研究

科举评价中的各种偏差。

科举的人往往发现它并不太坏”[8]。因此，应重视并
加强对科举制度的全面、深度研究，进一步揭示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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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ion of Social Attr ibu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 ial Examination and Its Cor r ection
Li Xiongying
Abstr 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people pass different judgements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hich lasts from the perio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o the post imperial examination era wh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bo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iation
theory of social attribution, the effect of stereotype, illusion correlation and halo effect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the deep reasons to lead to the monsteriz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emphasis on study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rea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formation are the fundamental measures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of the attribut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wor ds: the evalu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ocial attribution, deviation, cor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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