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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间是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概念 ，但是关于它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的研究

近年来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 。本研究发现 ，启动消费者的时间概念会使消费者更容易意识到

有益品和有害品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从而实现成功的自我控制 。与此同时 ，消费者现有的

时间限制水平会调节时间概念对消费者自我控制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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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双时间的慧眼 ：

时间概念对消费者有益品和有害品选择的影响 ④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 ，最长而又最短 ，最平凡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人忽视 ，而又最令

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

———高尔基

0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常常需要进行长期和短

期利益的权衡取舍 ，无论是享受当下 、今朝有酒

今朝醉 ，还是放眼长远 、未雨绸缪 ；是图一时口舌

之欲 ，还是以长期健康为本等 。在面临这些选择

的时候 ，人们总会左右为难 ，一方面难以抵挡当

下的诱惑 ，一方面又顾及长远的收益 。因此 ，关

于影响人们此类决策的因素研究近年来也成为

营销研究领域的热点 （Loewenstein et al畅 ，

２００３） 。根据前人的研究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

人们的长短期利益权衡 ，如认知资源（ego deple唱
tion）（Vohs and Heatherton ，２０００） 、认知层次

（construal level）（Liberman and Trope ，１９９８） 、
生理因素 （visceral influences ） （Loewenstein ，

１９９６）等 。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探讨一种非常重要的 ，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概念 ———时间概

念对人们自我控制的影响 。根据过去的研究 ，时

间作为一种环境变量 ，会潜在地影响我们的思维

方式和目标选择（Goldenberg et al畅 ，２０００ ；Fer唱
raro et al畅 ，２００５） 。但是关于它如何影响人们的

自我控制决策 ，特别是消费者对有益品和有害品

的产品选择（virtue vs畅 vice） ，过去的研究并没有

给出答案 。本研究将聚焦于消费者自我控制问

题 ，通过两个实验 ，探讨启动时间概念如何影响

消费者对有益品（virtue）和有害品（vice）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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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及理论假设

1畅1 　时间概念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
时间是人类社会中一类很重要的资源 。它

的存在方式多样 ，既可作为决策支配的资源存

在 ，又可作为决策中的环境变量存在 。 在过去

１０年里 ，关于时间和金钱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

响也逐渐成为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行为研究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 （Okada ，２００５ ；Liu and Aaker ，
２００８） 。当时间作为决策资源时 ，人们多关注于

它与金钱的差异 ，如可测量性的差异 （Okada ，
２００５）和可替代性的差异 （Reed et al畅 ，２００７） 。

其中 ，Soman （２００１） 指出 ，相比于为金钱记账 ，

人们缺乏为时间记账的能力 ，因此人们在面临时

间投资时会忽视沉没成本的存在 。但是 ，如果将

时间投资表述为金钱形式 ，人们会开始注意到沉

没成本 。 Okada 和 Hoch （２００４） 比较了人们支

配时间和金钱的方式 ，得出了以下区别 ：如果付

出时间得到的是负面结果 ，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调

整自己对于时间的价值评估来平衡心态 ；相比于

支付金钱 ，人们更愿意为高风险高回报的选项支

付时间 。

与此同时 ，时间也会潜在影响我们的思维方

式和目标选择 。例如 ，时间概念会让人们更加关

注幸福感 ，更倾向于采用情感思维 。 Liu 和 Aak唱
er （２００８）通过对时间和金钱提示对人们捐赠行
为的影响研究发现 ，两种提问方式会触发人们两

类不同的思维方式 ，从而影响他们慈善捐赠的意

愿 。其中 ，因为时间的消费更多是体验型消费 ，

有关时间的提问会启动人们的情感思维方式和

社会目标 ，而金钱更多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相关 ，

所以有关金钱的提问会激发人们经济利益最大

化的思维方式 。 Mogliner 和 Aaker （２００９）进而
提出 ，时间概念会激发消费者与产品的情感联

系 ，进而对他们对产品的态度和评价产生积极影

响 ，但是金钱概念会激发消费者产品占有的概

念 ，从而对他们对产品的态度和评价产生消极

影响 。

1畅2 　有益品（virtue）和有害品（vice）的
两难选择

Bazerman等（１９９８）提出 ，每个人都面临两

个自我 ，“想要自我”（want self ） 和“应该自我”

（should self ） 。前者集中于短期利益 ，能给人带

来短期的情感或体验上的享受 ，但是不符合人们

的长期利益 ，甚至会给人们带来长期的损失 ，如

酗酒 、抽烟和冲动性购买等 。而后者虽然短期内

不能带来与前者相当的享受 ，但是符合人们的长

远利益 ，如辛勤工作 。

Wertenbroch （１９９８） 进一步给出了与之相

近的两个概念 ：有益品（virtue）和有害品（vice） 。
具体来说 ，有害品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 ：它能在

短期内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享受 ，但是也会给消

费者带来长期损失 ，而有益品与之相反 ，虽然在

短期内带给消费者的收益低于有害品 ，但是会给

他们带来很大的长期收益 。如果人们是理性决

策者 ，对未来的收益有理性的期待 ，他们会选择

有益品 。但是 ，因为人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决

策时会受到自身喜好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

某些时候 ，人们会放大短期的收益 ，或者对未来

收益进行大幅折现 ，从而增大选择有害品的可

能性 。

根据过去的研究 ，消费者在有益品和有害品

之间的选择涉及自我控制 ，一般情况下 ，成功抵

制有害品的短期诱惑选择有益品 ，代表了消费者

自我控制的成功 。但是 ，过去的研究同时证明 ，

消费者在进行具体的自我控制决策时会受到很

多因素的影响 。 这些因素包括努力或者优异的

表现（郑毓煌 ，２００７） 、决策中断（郑毓煌和董春

艳 ，２０１１） 、他人自我控制行为（董春艳等 ，２０１０） 、

选择产品或者放弃产品（马京晶等 ，２００８） 、收入

获得的难易程度（纪文波和徐菁 ，２００８）及之前自

我控制的成功（Fishbach and Dhar ，２００５）等 。

1畅3 　理论假设
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启动时间概念会如何

影响消费者对于有益品和有害品的选择 ？

第一个可能的结果是 ，启动时间概念会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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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放松自我控制 ，更容易选择有害品 。因为根据

之前的研究 ，时间概念会让人们更倾向于采用情

感思维 ，所以人们似乎会更容易屈从于具有情感

和体验优势的有害品 。

结果真是如此吗 ？这需要我们区分具体的

决策环境 。在过去的研究中 ，情感思维和人们的

幸福感之间是正向的关系 。例如 ，慈善捐赠和与

亲人朋友的情感联系 ，都是长期来看会增进人们

幸福感的行为 ，即我们所提到的有益品 。而在我

们的产品决策环境中 ，有害品虽然能给人带来短

期的情感或者体验上的享受 ，但是这些收益会带

来长期的损失 ，不利于人们长远幸福 ，所以情感

性收益的作用在本研究的决策环境中会发生

变化 。

虽然之前有很多研究关注到时间概念对人

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但是对于它是如何影响人

们的自我控制行为的 ，却很少有人研究 。与本研

究相关的一类研究认为 ，一些有代表性的时间信

息（生命必将有终 ，或者身边人癌症信息）会影响

人们的人生目标 ，使人们更加关注长期利益 。例

如 ，Goldenberg 等 （２０００）发现 ，当人们意识到

“生命必将有终”（mortality salience）时 ，他们会

更愿意将有限的自我控制资源投放在与自尊相

关的领域 ，而忽略其他不重要的领域 ，进而会影

响人们的享乐行为 。 Ferraro 等（２００５）发现 ，当

享乐行为与人们对自尊的定义高度相关时 ，

Mortality Salience 会减少人们的享乐行为 。 Liu
和 Aaker （２００７）探讨了生命经验的显著性对于
年轻人跨时间决策的影响 。她们提出 ，身边人癌

症病危的事实 ，作为一种时间的信息 ，会让人们

在长期和短期利益的抉择中更倾向于选择长期

利益 。在本研究中 ，虽然我们启动的是普遍的时

间概念（时钟 ，生命 ，时刻等） ，而不仅限于“生命

必将有终”和身边人癌症信息等有代表性的时间

信息 ，但是这些研究也能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即

时间信息有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长短期利益的

权衡 。

第二个可能的结果是 ，时间作为一种不可替

代的资源 ，人们想到它的时候会联想到它的稀缺

性 ，如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而

这种稀缺性会让人们意识到需要将有限的资源

投放到更重要的领域 ，更加有利于自身长远发展

的领域 。 Carstensen 和 Isaacowitz （１９９９ ） 提

到 ，对时间的感知和感受在人们的人生目标选择

和实现中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过去的研究也证

明 ，当人们意识到时间的不可替代性时 ，决策会

更加规避风险 ，更愿意将对未来的影响纳入自己

的决策考虑 （Leclerc et al畅 ，１９９５ ） 。 Mogilner
（２０１０）中提到 ，相比启动金钱概念 ，人们在启动

时间概念的条件下更关注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幸

福 。为了实现自己的长远幸福 ，人们在作决策时

就更需要权衡当下行为对自己短期和长期的

影响 。

与此同时 ，Kivetz 和 Zheng （２００６）发现 ，当

人们意识到有益品和有害品对自己的长远利益

有不同影响时 ，更容易进行自我控制（如选择有

益品） 。他们的研究采用了“感知冲突”这一概念

测量人们是否意识到有益品和有害品的利益冲

突 。具体到本研究中 ，我们认为 ，因为时间概念

让人们意识到时间资源的稀缺 ，让人们更关注追

求自身的长远利益和幸福 ，更容易意识到有益品

和有害品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即感知冲

突） ，从而实现成功的自我控制（选择有益品 ，放

弃有害品） 。

因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

H１ ：当启动消费者时间概念时 ，消费者会意

识到有益品和有害品在长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从

而在有益品和有害品的两难选择中更倾向于选

择有益品 。

此外 ，我们认为 ，时间概念对消费者自我控

制的影响还会受到他们现有时间限制水平的影

响 。根据过去的研究 ，消费者面临的时间限制会

显著影响他们对产品的选择 ，如他们对产品价格

和质量的权衡（Suri and Monroe ，２００３） 。对于
现有时间限制强的消费者 ，即时间不够用的被试

来说 ，因为环境的要求 ，他们本身就有很强的时

间概念 。根据我们之前的推导 ，他们已经意识到

时间资源的稀缺性 ，在不提示时间概念的情况

下 ，他们已经更有意识关注能给自己带来长远利

益的行为 ，因此时间概念对他们的影响会相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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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反之 ，对于现有时间限制不强的消费者 ，即

时间较为充足的消费者 ，他们本身并没有强烈的

自我控制目标 ，这使得时间概念带来的控制目标

更具有启发性 。因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

H２ ：相对于现有时间限制较强的消费者 ，启

动时间概念对于现有时间限制较弱的消费者的

自我控制行为影响更大（更倾向于选择有益品） 。

图 １展示了本文由 H１和 H２联合组成的研

究框架 。接下来 ，我们将通过两个实验来检验这

两个假设 。其中 ，实验一证明了启动时间概念使

得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有益品 ，而且 ，产生这一

结果的原因是时间概念让人们显著地意识到有

益品和有害品之间的长短期利益冲突 。通过实

验二 ，我们进一步证明 ，消费者现有的时间限制

水平会调节时间概念对消费者自我控制的影响 。

图 １ 　研究结构图

2 　实验

2畅1 　实验一

2畅1畅1 　实验方法

本实验的参与者为位于北京某综合性大学

的 ５７名 MBA学生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２９岁 ；

性别分布为 ５７％ 是男性 ，４３％ 是女性 ；每月个人

可支配收入分布为 ５０００ 元以下者占 ３０％ ，５０００

元以上者占 ７０％ 。

为了验证 H１ ，实验一采用了单因素的简单

组间设计 。所有的实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 ２

个不同的实验组 ：其中第一组为启动时间概念

组 ，第二组为控制组 。 为了启动被试的时间概

念 ，我们参考了Mogilner （２０１０）中的启动方法 ，

要求被试完成一系列造句练习 （scrambled唱
words task） 。其中 ，每个练习包含 ４ 个词语 ，而

我们要求被试从其中选择 ３ 个词语来组成一个

完整的句子 。每个被试都需要完成 １８个造句练

习 ，而根据启动概念的不同 ，其中 ９ 个造句练习

的词语稍有不同 。例如 ，在启动时间概念组 ，这 ９

个造句练习中都有一个词语和时间相关 ，如“床单

这条更换 闹钟” ，而控制组的这 ９个练习的词语

没有特殊含义 ，如 “床单这条 更换袜子” 。

实验具体程序如下 ：首先 ，要求被试作 １８个

造句练习 ，正如之前提到的 ，根据操纵内容的不

同 ，其中一些练习中的词语有所不同 。在完成造

句练习之后 ，我们告诉被试“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

们会考虑给参与者一些奖励 。因此接下来 ，我们

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奖品会受大家欢迎 。 想象

一下 ，为了感谢您参加之前的造句游戏 ，你可以

从以下两个选择中选一个作为对你的奖励 。 （在

以下的奖励选择中 ，奖励 A 和奖励 B 的价钱相
等）” 。接下来 ，被试需要在“３ 盒 ２００ 抽维达纸

巾”和“１５０克德芙巧克力（多口味混搭）”中选择

图 ２ 　实验一中可供选择的产品

（图 ２） 。在所有的实验参与者作出选择之后 ，我

们还借鉴 Kivetz 和 Zheng （２００６）中测量感知冲

突的问题 ，测试了被试在两种产品选择中产生的

感知冲突 。这一量表包含 ４ 个问题 ，如“用维达

纸巾／吃德芙巧克力能让我立即感到很愉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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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维达纸巾／吃德芙巧克力长期看来会给我带

来不好的结果”等 。最后 ，被试回答了实验卷入

度（造句练习难度 、完成感受等）及人口特征等问

题 。在收回问卷后 ，实验调查人员对实验参与者

的帮助表示感谢 。

2畅1畅2 　结果与讨论

２畅１畅２畅１ 　操纵检验

为了检验我们的造句练习是否真实启动了

人们的时间概念 ，我们另外招募了同一个大样本

群里面的 ６９名被试进行了操纵检验 。我们将被

试随机分配到启动时间概念组（完成含有时间词

语的造句）和控制组（完成不包含时间词语的造

句） ，在他们完成造句练习之后 ，我们列出了 ７个

字（表 、刻 、天 、间等） ，要求被试分别用每一个字

组一个词 ，如天 ———天空 。然后 ，我们对被试所

填写的词语进行编码 ，统计其中与时间概念相关

的词语 ，如时间 、钟表 、时刻 、明天等 。 两组被试

的对比结果显示 ，相比控制组 ，启动时间概念组

的被试想到了更多与时间相关的词语 （Mtime ＝
３畅００ ，SD ＝ １畅２６ ，vs畅 Mcontrol ＝ １畅８９ ，SD ＝

１畅３０ ； t（６７） ＝ ３畅６１９ ， p ＜ ０畅０１） 。因此 ，造句

练习成功启动了人们的时间概念 。

另外 ，我们还对可供选择产品的种类进行了操

纵检验 。结果显示 ，相比巧克力 ，被试更倾向于认

为纸巾属于有益品（１ ～ ７ ，１代表完全有益品 ，７代表

完全有害品 ；Mtissue ＝ ３畅０４ ，SD ＝ １畅２２ ，vs畅Mchocolate ＝
４畅０９ ，SD ＝ １畅５０ ；t（６８）＝ ５畅０２ ，p ＜ ０畅０１）。

２畅１畅２畅２ 　产品选择

控制组和时间概念组的被试在造句练习中

的卷入度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他们对任务难度

和任务完成质量的感知差异均不显著 （ p ＞

０畅２） 。我们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作为因变量（０

代表选择有害品 ，１代表选择有益品） ，将时间概

念的操纵（０ 代表控制组 ，１ 代表启动时间概念

组）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 。结果显

示 ，对时间概念的操纵显著影响了人们的产品选

择 （p ＜ ０畅０５） 。 相比控制组 ，被试在启动时间

概念之后更倾向于选择维达纸巾（Xtime ＝ ３４畅５％

（１０／２９） ，Xcontrol ＝ １４畅３％ （４／２８） ； χ
２

（１） ＝ ３畅１４ ，

p ＜ ０畅０５） 。

２畅１畅２畅３ 　中介作用

我们将被试在 ４ 个冲突问题上的得分两两

对应相减 ，然后相加得到被试的感知冲突 。 例

如 ，用“吃德芙巧克力长期看来会给我带来不好

的结果”的得分减去“用维达纸巾长期看来会给

我带来不好的结果”的得分 ，就得到感知冲突的

一部分得分 。

接下来 ，我们采用 Sobel（１９８２）的方法检验
感知冲突对时间概念影响的中介作用 。我们首

先将产品选择作为因变量 ，对时间概念的操纵作

为自变量作二元 logistic回归 。结果证明时间概

念对产品选择的影响是显著的 （p ＜ ０畅０５） 。然

后 ，我们将感知冲突作为因变量 ，时间概念的操

纵作为自变量作线性回归 ，结果证明时间概念对

感知冲突的影响是显著的 ，即时间概念增加了人

们对于冲突的感知 （p ＝ ０畅０５） 。 最后 ，我们将

感知冲突和时间概念同时作为自变量 ，将产品选

择作为因变量 ，得到的结果是 ，时间概念的影响

不再显著（p ＞ ０畅０５） ，而感知冲突的影响仍然

显著（p ＜ ０畅０５） 。 因此 ，感知冲突的确在时间

概念对产品选择的影响中起到边缘显著的中介

作用（sobel test ：p ＝ ０畅１０） ，如图 ３所示 。时间

概念会增强消费者面临有益品和有害品时的感

知冲突 ，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控制 。

图 ３ 　实验一中感知冲突的中介作用
倡 表示 p ＜ ０畅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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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 ，实验一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我们

的 H１ 。结果表明 ，时间概念的确对消费者的自

我控制 ，特别是在有益品和有害品之间的选择有

显著影响 。在启动时间概念之后 ，人们更容易感

知到有益品和有害品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上的冲

突 ，所以人们更愿意关注长期利益 ，从而选择有

益品 。

2畅2 　实验二

2畅2畅1 　实验方法

本实验的参与者为位于北京某综合性大学

的 ８９名学生 。他们的平均年龄为 ２１岁 ；性别分

布为 ７８％ 是男性 ，２２％ 是女性 ；学历分布为本科

生占 ８０％ ，研究生占 ２０％ ；每月个人可支配收入

分布为 １０００ 元以下者占 ５９％ ，１０００ 元以上者

占 ４１％ 。

实验二的基本程序和实验一基本相同 ，不同

的是 ：第一 ，在完成造句练习之后 ，被试需要在

“奶油蛋糕”和“牙膏”之间进行奖品选择（图 ４） ；

图 ４ 　实验二中可供选择的产品

第二 ，在产品选择之后 ，被试还需要回答关于现

有时间限制水平的问题 ，如“请问你最近是否会

感觉到时间不够用 ？”（０ ～ １０ 分 ，分数越高 ，被试

越觉得时间不够用） 。过去研究中将时间限制变

量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消费者的客观时间限

制 ，大部分实验采用的是直接操纵此类时间限

制 ；另一类是直接询问消费者的主观时间限制

（Suri and Monroe ，２００３） 。具体到本研究中 ，因

为消费者的时间概念是消费者的主观感受 ，所以

我们借鉴了 Hornik （１９８４）中直接询问消费者时

间限制感受的问题 。

2畅2畅2 　结果与讨论

２畅２畅２畅１ 　操纵检验

操纵检验的结果显示 ，相比奶油蛋糕 ，被试

更倾向于认为云南白药牙膏属于有益品（１ ～ ７ ，１

代表完全有益品 ，７ 代表完全有害品 ；Mtoothpaste ＝

２畅１３ ，SD ＝ １畅３７ ， vs畅 Mcake ＝ ４畅６４ ， SD ＝

１畅３７ ； t（６６） ＝ １０畅５３ ， p ＜ ０畅０１） 。

２畅２畅２畅２ 　产品选择

实验二再次证明了我们的 H１ ，相比控制组 ，时

间概念组的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有益品（Xtime ＝
５１畅２％ （２２／４３ ） ， Xcontrol ＝ ３０畅４％ （１４／４６ ） ；

χ
２

（１） ＝ ３畅９６ ， p ＜ ０畅０５） 。

２畅２畅２畅３ 　调节作用

我们将消费者的产品选择作为因变量（０代

表选择有害品 ，１代表选择有益品） ，将时间概念

（０代表控制组 ，１代表启动时间概念组） ，现有时

间限制水平及时间概念和时间限制的交互项作

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 。结果显示 ，时

间概念的主效应 ，以及时间概念和时间限制的交

互作用显著（p ＜ ０畅０５） 。 Slope analysis （Aiken
and West ，１９９１） 显示 ，对现有时间限制较强的

被试 ，时间概念对他们的产品决策影响并不显著

（b ＝ ０畅０８５ ，Ward （１） ＝ ０畅０８５ ， p ＞ ０畅３０） ；

对现有时间限制相对较弱的被试 ，时间概念会显

著影响他们的产品选择（b＝ ０畅９１１ ，Ward （１） ＝

６畅３７０ ， p ＜ ０畅０１） 。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现有时间限制水平的调

节作用 ，我们将时间限制的中位得分作为分界

线 ，将被试分为两组 ：高时间限制组和低时间限

制组 。对于高时间限制组的被试 ，时间概念并没

有显著影响他们的自我控制行为 （ X time ＝

４５畅８％ （１１／２４ ） ， Xcontrol ＝ ４１畅７％ （１０／２４ ） ；

χ
２

（１） ＝ ０畅０９ ，p ＞ ０畅３０） 。而时间概念对低时间

限制组的产品选择有显著影响（X time ＝ ５７畅９％

（１１／１９） ， Xcontrol ＝ １８畅２％ （４／２２ ） ； χ
２

（１ ） ＝

６畅９３ ， p ＜ ０畅０１） ，见图 ５ 。

我们同时还检验了感知冲突对时间概念对

消费者产品选择影响的中介作用 。结果证明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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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实验二中不同的时间限制组的产品选择

知冲突只对低时间限制的消费者有边缘显著的

中介作用（sobel test ： p ＝ ０畅０８ ，如图 ６所示） 。

而对于高时间限制的消费者 ，感知冲突的中介作

用并不显著 。

实验二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 H２ ，即

现有的时间限制水平会调节时间概念对消费者

自我控制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 ，有时间压力的消

费者更容易自发产生时间概念 ，因此根据本研究

的 H１ 和实验一 ，即使在没有外部线索的情况

下 ，自发时间概念也会约束他们自身的行为 。因

此 ，在外部提供时间线索时 ，时间概念会产生“屋

顶效应”（ceiling effect） ，使得时间概念的影响有

限 。反之 ，在时间充裕的条件下 ，人们不容易产

生时间概念 ，因此更容易放松自我控制 。而如果

我们启动这类人的时间概念 ，他们会显著意识到

长短期利益的冲突 ，从而加强自我控制 。

图 ６ 　实验二中感知冲突的中介作用
倡 表示 p ＜ ０畅 ０５ ；倡倡 表示 p ＜ ０畅 ０１ 。

3 　研究总结与讨论

时间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如

高尔基提到的 ，它“最平凡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

人忽视 ，而又最令人后悔” 。虽然它无声无息地

在日常生活中存在 ，却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

重要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发现 ，启动人

们的时间概念 ，会使人们更容易意识到有益品和

有害品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上的冲突 ，从而实现成

功的自我控制（选择有益品 ，放弃有害品） 。与此

同时 ，人们现有的时间限制水平会调节时间概念

对人们自我控制的影响 ，即时间概念的启动对时

间充裕的消费者影响更为显著 。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第一 ，首次探讨了普遍的时间概念在人们无意识

的情况下如何影响人们对长期和短期利益的权

衡 。它加深了我们对人们长短期利益权衡影响

因素的了解 ，也为无意识的环境变量影响（Aarts
and Dijksterhuis ，２００３ ）提供了新的知识 。 第

二 ，为时间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研

究角度 。过去的研究证明 ，时间概念会让人更加

关注长期的幸福 ，因此会更关注与长期幸福正向

相关的感性因素 ，如人际交往和产品体验 。而根

据我们的研究结果 ，当感性因素与长期幸福不是

正向关系的时候 ，在启动人们的时间概念之后 ，

追求长远幸福（长期利益）的目标会让人们更加

理性 ，更容易进行成功的自我控制 。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者 、消费者及政策制定者

都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对于企业来说 ，为了促

进消费者进行消费 ，应该在其商业环境中避免时

间的信息 。最典型的例子是赌场为了促进顾客

进行更多的消费（赌博） ，通常都不悬挂时钟 。对

于消费者来说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 ，生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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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人们越来越难以拥有耐心的心态 ，从而更加

关注短期利益 ，追求瞬间的愉悦 。例如 ，冲动性

购买 ，大量食用高热量的快餐和甜食 ，抽烟和酗

酒等 ，而这些行为会影响人们长期的健康或者财

务状况 。为了消费者的长远幸福 ，政策制定者及

消费者个人都可以考虑在环境中加入一些与时

间概念相关的因素 ，以帮助消费者进行自我控

制 。例如 ，在购物环境中悬挂时钟 ，或者在自己

手机上提前设置购物时间限制提醒等 ，虽然这些

只是举手之劳 ，却可能减少人们的冲动性购买 。

更重要的是 ，从本研究出发 ，未来还有一些

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 ，本研究中探讨的是人们

在有益品（virtue）和有害品（vice）之间的选择 ，

而这两类产品的最大差异体现在长短期的收益

冲突 。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另外一种产品分类 ：

享乐品（hedonic products）和实用品（utilitarian
products） 。这两类产品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产品
体验（享乐品更关注感官享受 ，实用品更体现实

用价值）而不一定在长短期的收益上有显著冲

突 。当情感体验并不会带来长期的恶性后果时 ，

人们会如何权衡情感体验和实用价值 ？其次 ，时

间概念还有很多种分类 ，如与现在相关的概念和

与未来相关的概念 。 本研究的操纵中包含了这

两种概念 ，但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的区分 。未来的

研究可以尝试将时间概念分成不同的类别 ，看看

它们是否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同样的效果 。另

外 ，在本研究中 ，我们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下检验

时间概念对消费者的影响的 ，未来我们将考虑在

真实的商业环境中检验时间概念的影响 。在未

来的研究中 ，我们还将探索其他一些操纵时间概

念及测量（操纵）消费者时间限制的方法 ，以期拓

展本研究的外部有效性 。

总而言之 ，作为人们生活中最平凡而又最珍

贵的部分 ，时间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着深远的

影响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它的研究 ，让人

们借时间的慧眼 ，作出更明智的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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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ime Concept on
Consumers摧 Choice between Virtue and Vice

Tong Luqiong ，Zheng Yuhuang ，Zhao 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time concept influences consumers摧 self唱control ，especially ， the choice be唱
tween virtue and vice畅 The results of two experiments reveal that unconsciously expose individuals with time concept
helps them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hort唱term and long唱term interests ，hence consum唱
ers with time concept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virtue versus vice畅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time concept is moderated
by consumers摧 current time constraint畅
Key words 　 Time ，Vice ，Virtue ，Self唱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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