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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社会生活情景之中， 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稀缺、 贫穷和匮乏的现象， 有的

是物质资源的贫穷， 面临的是持久的拮据和生活的艰难。 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的匮乏，

而需要解决的事项日渐堆积如山。 稀缺可以是资金来源的稀缺， 譬如失业问题； 可以

是社交匮乏、 人际交往纽带的稀缺， 譬如社交孤独； 可以是坚持节食减肥者面对饥饿

和热量减少的困扰； 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必须在有限的时间调动有限的资源做出决策面

对挑战。 作为一个长期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现象， 稀缺得到不同学科的积极关

注。 但有别于其他学科对于稀缺问题发生机制和作用机制的研究， 哈佛大学行为经济

学领域重要的领头人、 终身教授塞德希尔·穆来纳森 （Ｓｅｎｄｈｉｌ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和普林

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德·沙菲尔 （Ｅｌｄｅｒ Ｓｈａｆｉｒ） 的 《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

和忙碌的》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Ｗｈ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ｅａｎｓ Ｓｏ Ｍｕｃｈ， 以下简称 《稀缺》） 则在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 提供了一个心理认知和行为经济学层次对贫困和稀缺形成原因的独

特理论解读视角， 并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和组织应对稀缺的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于 １９９８ 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其后长期关注对行

为经济学领域和贫困问题的研究。 他与埃尔德·沙菲尔、 《贫穷的本质》 作者阿比

吉特·班纳吉等人有着长效的合作， 并取得过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埃尔德·沙菲尔

于 １９８８ 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认知科学博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 其研究

领域涉及认知科学、 判断与决策、 行为经济学等。

受两位作者的学术训练背景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影响，

《稀缺》 的学术根源立意， 是与 《思考， 快与慢》 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

荣誉教授、 ２００２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关于社会心理认知在行为

经济学上运用的思考一脉相承并受其影响的。 丹尼尔·卡尼曼认为， 人们的大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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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快与慢的两种决策方式， 即第一思维系统和第二思维系统， 人是认知的吝啬

鬼， 他会倾向于运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加工，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用省

力的快思维的方式获得快速的加工。 而 《稀缺》 则是发现处在稀缺和贫穷状态下的

人们行动与决策第一思维系统———稀缺心态和稀缺心态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正是认知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紧密结合， 《稀缺》 又被誉为 《思考， 快与慢》 之后

的又一行为经济学的重磅之作。

该书的中文版本 《稀缺： 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和忙碌的》 于 ２０１４ 年出版， 全

书除引言和结语部分以外， 由三个部分十章组成， 全书详细地介绍了两位作者对稀

缺现象的最新研究发现。 本文在对 《稀缺》 的学术成果———稀缺理论进行讨论与解

读的基础上， 主要探讨建构稀缺的两个主要维度： 重要性与紧急性， 并通过探讨消

费行为学中稀缺的 “重要性和紧急性” 的被建构过程和公共政策领域政策制定的

“管窥视野” 会产生何种影响， 来进一步论证和延伸稀缺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一、 认知机制的研究： 稀缺将会降低人们的智商

在长期的实践与研究中， 穆来纳森发现资源稀缺的人会不断地处于稀缺的循环

陷阱之中， 无力逃脱。 “贫困之人会一直穷困潦倒， 忙碌的人永远日理万机， 孤独

的人会终日形单影只， 而节食之人也总是会以失败而告终”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１６）。 相对于已有理论从文化、 经济影响力、 个性、 偏好或者是制度原因中

去寻求这些问题的解释， 穆来纳森和沙菲尔依托于不同社会环境的原创研究指出，

这类问题的解释都可以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得到指引： 处于稀缺状态的人的人， 都有

着一个共同的思维共性， 那就是注意力会为所稀缺的事物过分占据， 从而影响认知

判断能力和行为控制能力， 让人们永陷稀缺的困境之中， 既 “贫穷会影响智力”。

《稀缺》 一书的核心 “稀缺理论” 即旨在揭示稀缺与贫穷的心理学基础， 以及解读

稀缺心态下的各种社会现象、 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模式。

（一） 稀缺心态和管窥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 的形成

穆来纳森指出稀缺与贫困是普遍存在的， 但现有的理论却很少涉及稀缺心态的

研究。 稀缺是资源的匮乏与贫穷， 简而言之就是 “拥有” 少于 “需要”。 在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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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心理的作用下， 它意味着面临选择时人们必须在不同选项间进行权衡与取舍。

在对选项进行权衡与抉择的过程中， 那些所 “稀缺” 的选项会俘获我们的大脑和思

维， 让我们专注于稀缺的事物， 同时忽略其他事物， 这种状态叫作 “管窥视野”，

也叫作 “隧道视野”， 即稀缺进入 “管子” 之内， 其他事物则被排斥或抑制在外。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８—３２）。

管窥视野具有两面性。 穆来纳森回顾了二战期间明尼苏达大学一支研究团队针

对盟军如何为德军占领区的战犯和平民提供食物供给的一项实验， 实验招募了一批

身体健康的男性志愿者， 在受控的条件下使他们获得长期的饥饿体验， 研究的结果

发现饥饿除了使人身体变得虚弱之外， 还会对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影响。 饥饿俘

获了他们的注意力， 这群饱受饥饿的志愿者在排队等候取餐的时候显得更加的急不

可耐、 对食物的占有欲更强、 更多专心致志的进餐和较少的挑食行为， 此外还有志

愿者迷上了菜谱和餐厅的菜单、 花几小时的时间对比食物的价格、 梦想着开餐厅和

进入农业领域， 以及性对这群男性志愿者的精神唤起不如就餐行为的唤起感强烈。

此外一项贫困儿童关于硬币的记忆实验也发现， 贫困的儿童对硬币尺寸的估计误差

会更明显， 价值越大的硬币， 其尺寸估计也越被扭曲得更严重 （穆来纳森、 沙菲

尔， ２０１４： ６—１１）。

实验研究发现， 稀缺不仅改变人们的行为， 同时也俘获人的注意力， 改变人们

的思维方法， 影响人们对周遭世界的认识。 在时间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人们会将

注意力利用得淋漓尽致， 自动地将干扰和诱惑等因素推至一旁， 让人们完成难度系

数很高或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工作， 这就是稀缺俘获大脑时所产生的积极意

义———带来 “专注红利” （ ｆｏｃｕｓ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２８—３１）。

但在稀缺带来专注红利的同时， 容易让人们产生管窥之见， 人们只能一门心思地关

注于管理手里头的稀缺， 专注于一物就意味着可能会忽略其他更重要事物。 “我们

专注、 管窥、 着手做事和疏忽其他事， 都出于同样的原因： 那些存在于 ‘管子’ 视

野之外的事物被抑制了”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３２—３８）。

专注于某项重要的事物会使人不容易想到其他所关注的事物， 这种状态在心理

学上称之为 “目标抑制” （ｇｏ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目标抑制是管窥现象背后的行为机制，

因为稀缺创造出一个强大的目标———应对紧迫的需要， 这一目标会抑制其他目标和

想法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某种意义上那些被忽略和抑制的事物也许是更

为重要的。 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 人们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在不同选项和事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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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权衡与取舍的？ 在哪类事务上， 人们更容易形成 “专注” 和 “管窥视野” 又或

更容易产生忽略的行为呢？

在对 《稀缺》 涉及的相关研究的文本分析中， 笔者发现存在两个主要的标准：

一是主体对事物的意义和价值感知， 即重要性维度； 二是主体在时间范畴内对事物

的紧迫性感知， 即紧急性维度， 这两者构成人们对事物进行划分的依据标准。 根据

这一划分模型 （如表 １ 所示）， 人们对不同的事物进行权衡和选择， 也同时产生稀

缺心态和形成 “管窥视野”。 专注与管窥视野的形成与变化方向和事物的重要性与

紧急性的变化方向保持一致。 在某一类别范畴的事物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 它

就会自然地进行下一个类别象限， 伴随事物紧急性—重要性的提升， 人们越趋于形

成 “专注” 与 “管窥视野”。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因为不同的个体的社会资本状况、

文化背景、 个性偏好、 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异的客观存在， 所以对于紧急和重要的

维度划分， 是存在不同个体之间客观差异的。

　 　 表 １ 事物的类别划分模型 （根据 《稀缺》 总结整理）
主体对事物的意义与价值感知： 重要性

高 ／ 重要 低 ／ 不重要

主体在时间范畴内对事物的

紧迫性感知： 紧急性

高 ／ 紧急 管窥

低 ／ 不紧急
　 　

　 　 忽略

（二） 认知心理学的维度： 贫穷和稀缺如何降低人的智商

虽然不同的个体对事物紧急性与重要性的感知存在一定主观上的相对差异， 但

是随着事物的重要性和紧急性的变化， 形成 “管窥” 的过程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稀缺的 “管子” 将我们的目光吸引到我们专注的事物上去， 意味着在人生的另一个

角度上， 我们在 “管子” 之外的注意力与投注的心思会更少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４９）。

穆来纳森和沙菲尔在研究中将处理当下事物所能用得上的 “心智” 或者能力称

之为 “带宽” （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 “带宽” 主要包括心智功能中彼此相关的两类元素， 既

“认知能力”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和 “执行控制力”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认知能力

它是我们解决问题、 获得信息、 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背后的心理机制。 执行控制力

其作用存在于我们管理自身认知能力的过程中， 包括计划、 关注、 发起并抑制行为

和控制冲动等”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５５—５６）。 因为 “稀缺的头脑运作模

１３２

·书　 　 评· 被建构的 “重要” 与 “紧急”： 稀缺心理机制对微观与宏观决策过程的影响



式” 和 “管窥之见” 的存在， 当稀缺过多， 在事物的重要—紧急象限堆积的事物越

多的时候， 大脑承载着过多急需的东西在运转的时候会产生两个结果。 第一， 干扰

物、 分心的事物 （干扰、 噪声） 出现的时候， 大脑的分心程度和活动量都会有所提

升， 你的注意力必然会有所转移， 而无法专注于某件事情， 即稀缺源过多， 人会更

容易陷入分心与低效率的状态。 第二， 因为专注的事物会控制我们的思维， 所以对

其他事务的紧急—重要维度会失准， 进而产生错误的资源分配行为， 从而继续消耗

着本就有限的带宽资源。 稀缺会降低人们当下本就有限的带宽资源， 正如穆来纳森

所说： “所有人一旦身陷贫穷， 其有效带宽都会变窄”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７５）。

稀缺降低人的带宽有着不同的外显形式， 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譬如分心、 爱

忘事、 冲动和缺乏行动控制能力等体现带宽负担对人的各种行为的实质影响， 甚至

是那些被标榜为优秀品质的耐心、 忍耐力、 牺牲精神和专注力某种角度上亦是稀缺

和贫穷的一种体现。 而稀缺的人， 注定得在重要—紧急象限内去忙于应对、 辛苦奔

波， 也不得不在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被减弱的情况下， 依靠更为有限的 “带宽”

去举步维艰的勉强度日。

二、 稀缺心理产生的社会性结果及如何改善

（一） 贫穷与稀缺的后果： 借用和短视

因为 “带宽” 的有限， 人们不得不对进入管窥视野的事物和所有没有被满足的

需要进行权衡式的取舍， 进而产生决策难题。 稀缺会俘获人的大脑造成管窥视野，

管窥会给人的心智带来负担， 从而造成忽略、 借用行为以及短视。

忽略的事物更多存在于重要—紧急象限之外， 因为判断的失衡， 这些事物的重

要性与紧急性在相对的时空范畴里没有凸显， 而借用也会因此产生。 “当人们面临

资源稀缺时， 就会通过借用相应的时间或金钱来应对突发事件。 从长远看， 借用会

进一步加剧稀缺”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１２５）。 正如极度缺少金钱的人会去

借贷， 而不考虑其偿还能力， 忙碌的人会把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用来专注于他最紧

张的工作。

借用通常是把用于管窥视野之外 （重要—紧急象限之外） 的事物上的资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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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 究其原因， 是因为现时偏见的存在， 那些尚未产生与出现的稀缺带来的紧迫

感与急切性不如当前的稀缺那么明显， 同时 “我们会将未来的利益作为代价， 过高

地估计即刻的价值”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１３２）。 因为忽略和借用行为的存

在， 改变了人们固有资源在不同事物上的配置， 当稀缺不断累积或者突然爆发的情

况下， 人们也就往往措手不及。 这也就可以解释看似长期的、 理智的行为为什么往

往是难以实现的， 而忽略那些暂时未在 “重要—紧急” 象限事物的结果为什么往往

是灾难性的。

稀缺会引起短视， 让我们极度关注当下而限制了每个人的视野， 无法有效地规

划未来。 “稀缺， 尤其是管窥心态， 会让你搁置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务……这种

倾向不仅有关时间， 也有关于金钱”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１３５）。 此外， 《稀

缺》 也揭示了在不同的资源拥有状况下人们的行为和心态的差异。 首先， 资源丰裕

和匮乏的人看待时间和金钱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 当你拥有得越多， 每一样额外增

加的物品的价值就越低， 其边际效用递减， 对其看重程度也会递减。 反之则边际效

用递增， 对其看重程度也会随之增加。 其次， 在资源不同的拥有程度情况下， 人们

的消费行为和可选择性也存在差异， 资源丰裕的人可以避免承担选择的负担， 而匮

乏的人则不然。 最后， 资源稀缺会造成管窥， 因管窥产生的忽略、 借用和短视行为

会提高失误的成本， 进而提高失败的可能性， 也为人们犯下错误、 做出不明智的选

择创造更多的机会。 稀缺与匮乏不仅意味着人们没有失误的空间， 其导致的心理与

行为的变化也意味着人们更可能出现失误。 而如果资源丰裕的话， 人们就可以有更

多的时间、 金钱等来承担风险， 从而规避失误的出现。 稀缺意味着有限的时间、 金

钱、 个人精力和社会财富等， 进而 《稀缺》 指出， 稀缺的本质就是资源的匮乏， 稀

缺心态和管窥视野就是人们在资源匮乏、 资源贫穷的状态下的心理认知模式和行为

选择路径。 因为稀缺和贫穷而产生的管窥视野， 以及进一步的忽略、 借用以及短视

等心理认知和行为决策模式会不断恶化稀缺的状态。

（二） 摆脱贫穷和稀缺的策略机制： 带宽和余闲的建构

与稀缺和匮乏的状态相对， 当人们在拥有足够大的空间， 不存在稀缺心态时的

产物， 也是人们在资源丰富时进行资源管理的特定方式和状态叫作 “余闲” （ａｌａｃｋ）

（穆来纳森、 沙菲尔， ２０１４： ８５）。 《稀缺》 指出， 即使是在余闲充足的状态下， 阶

段性的稀缺也可能会把人们拉回永恒的稀缺状态。 对稀缺现象的关注， 使得穆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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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沙菲尔关注到 “稀缺陷阱” 的规避、 贫困问题的解决措施以及组织中客观存在

的稀缺问题的解决。

要解决因稀缺心态而产生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偏差以及有效的摆脱稀缺的困

境， 穆来纳森和沙菲尔指出， 建构足够的带宽、 建立匮乏的预警机制、 节省带宽和

构建充裕的余闲是通往规避贫困和稀缺状态的必由之路。 同时也应在社会结构层面

为稀缺和贫困之人提供便利， 以及对他们要有更多的包容性。 有充分的余闲和允许

试错的空间， 人们才能应对突发事件， 才不会全神贯注在迫近的截止日期上， 也会

去关注那些非重要紧急象限内的事务， 进而避免稀缺的进一步恶化。

基于前文的论述， 我们可以得出： 在稀缺状态下， 人们的心理变化、 行为选择

和应对方式， 会导致稀缺状态沿着两条不同发展路径进行演化 （如图 １）， 进而指出

了稀缺和匮乏是如何恶性循环， 以及是如何得到规避与改善的。

图 １　 稀缺状态的发展逻辑图 （根据 《稀缺》 总结整理）

三、 消费社会如何建构稀缺心理机制

稀缺理论揭示了处在贫穷和匮乏状态下的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会呈现出的共性和

惯习， 以及贫穷何以循环、 何以摆脱匮乏。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摆

脱贫困， 摆脱稀缺的状态。 与 《稀缺》 对话， 摆脱贫困和稀缺的关键， 即在于辨别

稀缺心态产生的关键———事物真正意义上的 “重要性和紧急性”， 管理好余闲， 并

理性合理地对认知和行为进行规划。 明辨稀缺心态的关键， 具有两点内涵： 其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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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 “重要性和紧急性” 是可以被建构的， 即存在真假稀缺； 其二是重视管窥之

外， 因为人的认知会受到不同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那些在管窥视野之外被人们忽略

的事物， 可能是更加 “重要和紧急的”。 结合这两点来探讨不同领域存在的稀缺现

象， 稀缺理论对社会问题解释的效力会得到延伸， 能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

并促进稀缺状态的改善。

在此我们将结合对消费行为领域稀缺现象产生的分析， 来进一步阐述事物的

“重要性和紧急性” 如何被建构。 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消费

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有关研究认为， 丰裕时代的到来是宣告以解决物

质匮乏问题为旨趣的理论范式的终结 （王文生， ２００１）。 但在现实生活中， 贫穷、

阶级的固化与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等问题带来的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日益明显， 这种

状态对社会的稳定性和有序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生存、 就业、 竞争与发展的压力

导致社会整体呈现的社会心态与归属感的不确定感， 都旗帜鲜明地指出稀缺和贫穷

仍然是当今社会固有的状态， 但稀缺现象在消费社会是如何存在以及如何被建构和

解读， 并发展出一套稀缺心态的启动和唤起机制的呢？

（一） 被建构的重要与紧急： 消费社会中的稀缺心理机制何以产生

要了解稀缺在消费社会中的建构与产生机制， 首先得对消费社会的结构与特征

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鲍德里亚 （２００２ａ） 认为消费社会呈现技术理性的无限扩

张、 崇拜和充斥着被定义与标签化符号编码。 技术崇拜体现为对计算机的依赖， 并

最终表现在对网络的依赖， 这种依赖随着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移动智能终端不断发

展体现得更见明显。 同时网络媒体联合其他传统的宣传形式， 在巨大的盈利欲望的

控制下造就广告 ＋ 电子商务的盈利模式， 将诱导和消费成功的结合起来 （王岳川，

２００２）。 商业的 “触角” 已经深入到人的潜意识深处， 整个生产过程就是制造消费、

需求和稀缺的过程， 消费具有前所未有的生产性质 （凡勃伦， １９９７）。

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之所以得到延续， 离不开对这种消费、 需求与稀缺状态的心

理认可。 对消费行为领域的稀缺心态的认同机制的建构以及固化， 则是标签化的符

号编码与大众传媒的共同的合谋。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是一个广告性的绝对商品

的领域 （鲍德里亚， ２０００ｂ）， 随着移动智能网络设备的革新换代， 大众传媒的传播

速度和影响范围会日益深远。 在超真实的符号生产与媒体谎言中， 大众传媒一方面

对经济利益全面追求， 另一面又对大众文化播撒苦心经营 （王岳川，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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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发现， 在社会地位恐慌与归属感不确定的情况下， 对于符号和身份地

位确认等标签的需求会改变人们的消费行为 （王岳川， ２００２）， 消费成为人们 “建

构自我与社会、 文化与身份认同” 的首要场域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２０００）。 同时

消费模式也在制造着新的社会区隔， 表达着人们对于社会地位追寻 （Ｐｕｎ， ２００３）。

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通过重新塑造了整个社会的消费逻辑、 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

通过意义联想和时尚制造的方式重新定义商品的含义与价值 （王岳川， ２００２； 郑红

娥， ２００６）， 使人们对商品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意义的感知辨别发生变迁， 并影响人

们的消费行为。 例如有着欧美等品牌原产地背景的商品就比有着中国品牌原产地背

景的商品， 在消费者品牌印象和占有率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 这是因为欧美等国的

品牌更能满足人们标榜身份、 地位、 区隔和差异等方面的需求与稀缺 （王海忠、 赵

平， ２００４）。

消费社会正是通过将消费者对具体物的功能或个别的使用价值的需求， 变迁为

对商品所赋予的意义及意义差异的需求， 并重新定义与刻画商品消费的重要性与紧

急性内涵， 改变人们对商品消费的重要性和紧急性的主观感知。 从而将对商品内涵

的稀缺定义不断地合理化与合法化， 使消费领域的稀缺心理的建构拥有了 “合乎情

理” 的路径选择并得到不断固化。

（二） 唤起身份与认同的稀缺性： 消费社会的营销策略

当稀缺的合法性话语得到建构， 市场还会使用其他方式来加速对事物稀缺性的

感知过程， 其中主要的营销方式有饥饿营销和限时优惠两种。 饥饿营销的逻辑是不

断加剧人们对商品重要性的感知， 例如通过限制供应量和供应时间， 提升市场对商

品的饥饿度， 以达到维持商品的高价格和无限地扩张市场的需求。 限时优惠通过人

为地制造时间的节点， 提升人们对购买商品的时间紧急性的主观感知， 在稀缺心态

的控制下产生盲目的市场行为。 研究表明产品的稀缺性会对顾客的情感和行为产生

影响， 限时力度越大， 稀缺感知越强， 顾客产生购买行为的额可能性也就越大 （钱

黎春、 孙小梅， ２０１７）。

消费社会通过重新建构稀缺的内涵与消费者的心理认同机制， 然后通过营销策

略唤醒并改变着人们的市场行为。 有研究表明， 指向品位、 社会身份符号拥有和社

会区隔的品牌营销策略， 指向炫耀性、 受刺激与引导的超前消费策略， 指向人们固

有需要和商品自然属性与内涵的实用营销策略都会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和商品占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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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影响 （董雅丽、 张强， ２０１１）。 相关研究发现， 以 “住房品质” 和 “符号区

隔” 为代表的住房因素和阶级认同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张海东、 杨城晨，

２０１７）， 这种符号标签与阶级认同感的稀缺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消

费社会对住房的社会意义建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房地产行业的膨胀性繁荣。

总之，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在消费领域， 一些商品并不是人们客观

需要的事物， 而是消费文化、 符号和市场营销建构的一个结果， 并不是人们 “真正

的稀缺”。 而在这种消费诱惑之下， 盲目的消费、 借用等行为会恶化个体的贫困状

况， 正如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 （Ａｂｈｉｊｉｔ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所说的： “诱惑负担是递减

的， 对于资产较少的人来说更为沉重。” （班纳吉、 迪弗洛， ２０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互联网金融和信贷的不断发展， 阻挡在稀缺心态下的消费行为的最后一个壁垒：

资源与金钱的稀缺正逐渐打破， 这种打破不是建立在人们的实质性的富有， 而是可

以更容易、 更方便地进行借贷。 人们在物质财富 （金钱） 不够的情况下， 更便捷地

获得借贷并将其花费在非真实性稀缺之上的话， 会加剧借用、 忽略和贫困的状态，

进一步导致稀缺状态的负面发展， 这也就不难理解社会上一些 “裸贷” “高利贷”

事件为何会如此兴盛并产生很负面的影响了。

四、 稀缺心理如何导致公共政策制定中的 “带宽不足”

稀缺理论， 揭示了人们会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会产生管窥视野， 进而导致短视、

借用的行为的出现。 管窥、 短视及借用付出的代价是令人们忽略原本很重要的其他

事物， 这样就意味着在有限的资源拥有情况下， 投入那些为我们所忽略的事物上的

精力、 资源成本会更少。 如果这些被忽略的事物影响深远而意义重大的话， 那么管

窥和忽略带来的后果往往就会是致命的。 要明辨事物的 “重要性和紧急性”， 就需

要正确地对待管窥视野内外的事物。 稀缺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与管理领域的延伸也

正好说明这种情况。

在相对的时空范畴中， 社会主体用于公共政策制定所依赖的资源是恒定不变的，

这部分相对恒定不变的资源总量， 借用穆来纳森的观点也可称之为公共政策制定中

的 “带宽”。 恒定的带宽资源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在公共政策的类别和排

序上的分布必然存在着先后多寡的区别。 结合稀缺理论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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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话， 我们可以有如下认识：

第一， 本有利于社会运作的长效的政府公共政策， 通常是在短期稀缺爆发的情

况下才得到的政策制定的关注， 而在此之前它们通常被忽略在公共政策制定的管窥

视野之外， 这种策略往往不利于社会发展。 在公共政策领域， 社会问题的指标意义

通常随着焦点事件、 公众情绪、 社会危机以及带有社会—文化符号标签而被凸现出

来。 以及在这些社会问题爆发的过程中， 公众和政策制定主体对问题的社会价值观

定位而产生的客观紧迫性， 才会使社会问题进入公共政策议题的选择与制定范畴

（曾令发， ２００７）。 这也就使得公共政策制定具有滞后性的特征， 相关社会问题早期

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在爆发的时候却会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为早期对城乡二元结构对立、 公民自由迁徙权和违宪审查机制等问题的忽略，

社会边缘群体的权益一直未得到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进行保障。 ２００３ 年因没有暂住

证被非法收容并毒打致死的 “孙志刚事件” 诱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度和公众情绪反

应， 并在知识分子、 媒体和社会公众中不断酝酿， 最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

志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并于 ６ 月

２２ 日经国务院第 １２ 次常务会议通过并正式公布。 该政策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国务院发布的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同时废止。 研

究发现， 在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 西南 ５ 省旱灾和舟曲泥石流等事

件过后， 我国地震与气象灾害法规文件制定与颁布才得到数与量的提升 （张鹏等，

２０１１）。 这种 “孙志刚事件” 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范例， 是本该获得长效关注却因

紧急性和重要性暂未突显的公共政策议题， 在焦点性事件出现下才进入政策制定的

“管窥视野” 的典型代表， 彰显了公共政策制定的滞后性特征， 而这样的公共政策

思维是阻碍长效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 也揭示了那些因重要性和紧急性在某一时

空范畴内的不足未被纳入政策制定 “管窥视野” 的政策议题， 当其引发的自然事件

或者社会事件爆发的时候， 必然对社会生态再次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冲击。

第二， 当下优先进入重要—紧急象限的公共政策议题往往是暂时性的， 在绝对

的时空范畴的演进和变化之中， 其必然为 “更为紧急—重要” 的公共政策的议题所

取代。 在现代的政治生活中， 民意通常是公共政策的基石 （安彩英， ２０１３）。 而在

当下伴随互联网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网络舆论导向在引起公众情绪与社会变迁

方面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 最终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网络舆论的

研究中发现， 其具有传播快捷性、 主体多元性、 匿名性和自由性的特征， 而由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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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元、 匿名和自由， 往往容易导致旧的舆论热点被新的社会舆论热点取代 （吴小

君等， ２０１２； 赵龙， ２０１６）， 新的公共政策议题则进入政策制定的 “管窥视野”。 如

果在这阶段某类公共政策议题未进入政策制定的管窥视野而被忽略， 那么当再次引

起社会公共关注的时候， 必然会损耗更多的社会公共资源与成本。

因为制定公共政策的带宽资源是有限的， 在稀缺和管窥视野的存在状态下， 政

策的制定主体会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紧急性和重要性建构出来的稀缺之上。 而与之相

应的情况是， 建构稀缺重要性和紧急性维度的指标， 诸如社会舆论、 公共情绪、 媒

体传播、 学者关注等。 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带有鲜明的管窥性， 易对其他问题造成

忽略； 二是具有滞后性与后发性， 对社会问题的预见性不足。 所以在管窥形成的时

候， 对于非管窥视野类的政策议题的制定资源的 “借用” 借用和议题的忽视是必然

的结局。 公共政策领域带宽的借用， 导致在公共政策制定领域顾此失彼， 产生的影

响却是格外深远的。 为了避免公共政策领域因稀缺和管窥造成的不利影响， 对于公

共政策的制定与管理而言， 处理稀缺视野之内和之外的事务之间的关系， 在 “管窥

视野” 的内外做好必要的权衡与决策， 积极建构用于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带宽资

源， 则是一个需要积极应对与长远思考的问题。

五、 结　 语

对于稀缺现象的研究， 不同学科的解释往往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穆来纳森和沙

菲尔从认知科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于 “稀缺” 的心理机制的剖析带来不同寻常

的视角， 从心理及行为的角度解释了稀缺心理的产生、 影响、 专注红利和管窥视野

的产生， 以及论述了建构余闲以规避稀缺的陷阱。 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 《稀缺》

弥补了对处于贫困和稀缺状态下的人们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共性的分析和探讨， 并秉

承卡尼曼的学术脉络， 对稀缺状态下人们的第一思维和决策系统———稀缺心态进行

了分析， 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 贫困是一种社会实践， 是在过程、 互动和

行动中人们的行为惯习、 性情倾向 （王庆林、 贾敬， ２００８； 沈红， ２０００）。 这和

《稀缺》 一书的发现不谋而合， 所以稀缺心态的发现实为该书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

本文聚焦于对形成稀缺心理机制的 “重要性” 和 “紧急性” 的分析， 厘清 “稀

缺何以出现” 的标准； 通过对消费社会和公共政策领域出现的稀缺机制分析，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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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明事物 “重要性和紧急性” 的两点内涵， 阐述穆来纳森等人的微观心理行为过程

分析与宏观社会领域的联系及运用。 在消费社会中， 虚假的稀缺以及被建构的需求

会不断地驱使并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 人们应该理性地辨别真实稀缺和虚假稀缺之

间的差异， 做出合理的行为决策。 在公共政策领域， 政策制定者会着力于解决看似

“重要” 和看似 “紧急” 的社会问题， 忽略长效的、 管窥视野之外的社会问题的解

决及相关政策制定， 这种公共政策的制定模式， 会形成公共政策制定中的 “短视”，

与社会发展的长效性政策需求形成悖论。 从这个分析维度出发， 稀缺心理机制的分

析框架会提升我们对不同社会领域稀缺现象的分析和认识。

总之， 被建构的 “重要性” 和 “紧急性” 作为稀缺心理机制的核心成分， 影响

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包括微观的个体决策过程及宏观的政策决策过程， 在对稀缺

问题的探讨中， 我们可以看出以稀缺心理机制这一问题为中心， 跨越社会心理学、

行为经济学、 消费行为学及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沟通对话和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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