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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 但是，当我们饱含热情地投入具有

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带来了“指标的暴政”，它始终威胁着人类生活的品质和最重要机构

的表现。在这本来得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

本书简明易懂，列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医疗、商业和金融、政府、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

的量化绩效的压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 但是，指标其实可以成为好东西，只要

我们是用它来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力，穆勒也列举了指标在哪些情况下发挥了有益作用。

《指标陷阱： 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

社会和生活》

[美] 杰瑞·穆勒 著

闾佳 译

东方出版中心

指标过度量化的危害

[作者简介]

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教授。其著作

包括：《另一个失败了的上帝： 汉斯·弗莱

尔和德国保守主义的去激进化》《亚当·斯

密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设计体面的

社会》《保守主义： 从大卫·休谟至今的社

会和政治思想选集》，以及《市场与大师：

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穆勒凭借

《市场与大师》被历史学会授予唐纳德·卡

根奖。

我们生活在“指标”无处不在的时代，但

是否反思过，指标也可能沦为陷阱？商界正在

流行的OKR或 KPI，都可能让人误入歧途？

近日，在西方各界引发热议的管理类力作《指

标陷阱》，由东方出版中心正式推出中文版。

该书直指“过度量化”的巨大危害,英文版于

2019 年出版后即风靡西方，社会各界好评如

潮。相当罕见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哈佛商学院院长和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等

多位重要学者，同时对该书给予了专业层面的

力荐；而多国教育、医疗、商业重要机构以及各

大国际媒体，也以专文加以分析和评介。该书

也入围 2019 年哈耶克图书奖决选。

当指标沦为巨大陷阱

《指标陷阱》的作者是美国著名教授杰

瑞·穆勒，他著作等身，被美国历史学会授予唐

纳德·卡根奖。他作为大学教授、系主任，亲身遭

遇了教育机构中普遍的“绩效问责制”问题，不

得不把大量精力用于收集和处理无意义信息。

这种微观层面的困惑，导向了宏观层面的分

析，从而激发他展开对当今社会各领域的广泛

研究，写出了这部引发热议的综合研究著作。

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过度量化引发了哪

些巨大的负面后果？如果说我们以往并未给

予重视，那么该书所列举的种种怪象，虽说都

发生于今日西方社会，但一定让我们觉得既荒

谬，又似曾相识。比如，在医学领域，医院为确

保 30 天内的术后存活率，强行让病人存活到

第 31 天再过世；在金融领域，银行集团为拼

业绩，曝出集体诈骗案———造假、窃取资料样

样来；在警务领域，警方为降低犯罪率，沦为大

案不抓、专查小案；在教育领域，大学教师牺牲

教学研究时间，准备大量没人细看的评审资料

⋯⋯正如作者所说：“凡可测量和奖励的东

西，都会被做手脚。”

直指重大问题

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都是西方社会的进

行时，也引起了杰瑞?穆勒的深入思考。《指标

陷阱》指出，今日各式各样的组织都深信，成

功的必经之路就是量化人的绩效，公布结果，

并根据数字来分配酬劳。但是，当我们饱含热

情地投入具有科学严谨性的评估过程，我们却

由测量绩效，变成了痴迷于测量本身。这就是

所谓“指标的暴政”。在《指标陷阱》这本来得

甚为及时的力作当中，杰瑞·穆勒揭示了我们

对指标的沉迷正在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并探讨

了我们应当如何加以补救。该书简明易懂，列

举了大量来自教育、医疗、商业和金融、政府、

警察和军队、慈善事业及对外援助领域的事

例，解释了为何看似势不可挡的量化绩效的压

力，会造成扭曲和分心效应，不管是经由鼓励

“对数字动手脚”还是“为了考试而教学”。

就此而言，近年在商界流行的 OKR（目

标和关键成果）和 KPI（关键绩效指标），似

乎也间接成了《指标陷阱》的标靶。因为无论

OKR还是 KPI，虽然彼此有所差异，共同的基

础也还是指标（抑或测量问责制）。而只要存

在与奖惩密切挂钩的指标，就难免留下做手脚

的巨大空间。《指标陷阱》揭示，做手脚的具体

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测量最容易测量的元素，

在期望的结果复杂时测量简单的东西，测量投

入而非结果，通过标准化降低信息质量，等等。

当然，《指标陷阱》绝非要否定指标，更别

说数字量化本身。作者认为，我们注定要生活

在测量问责制的时代、奖励测量绩效的时代，

但也应认识到，用指标和透明度来落实问责制

的做法具有欺骗性。他特别申明：“这本书不

是要揭示测量有多么邪恶，而是想指出，试图

用标准化的绩效测量去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

判断力，会造成哪些非计划性的负面后果。问

题不在于测量，而是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

指标没问题，指标固恋则大有问题。”

那么如何正确运用指标，才能避免负面后

果呢？《指标陷阱》的书末提供了一份何时，以

及怎样运用指标的清单。不过，它并不是一份

事无巨细的行动指南，而更像是一份提示性的

大纲。杰瑞·穆勒认为，相比任何标准化的数据

或公式，我们更需要真正认识自己所面对的主

题和所在的组织———这是无可替代的。归根结

底，关键不在于让指标与判断截然对立，而是

应将指标用于辅助———而非替代———基于个

人经验的判断力。只是，“最近几十年来，太多

的政治家、商界领袖、决策者和学术机构管理

者都忽视了这一点”。

触动西方社会

《指标陷阱》出版后，迅速得到一系列顶

级学者的高度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

治·阿克洛夫称赞：“杰瑞·穆勒在本书中再现

了‘数字评估’带给绩效的大量危害：不管在

学校、医院、军队，还是在企业。本书指出了一

个重大问题。”哈佛商学院院长拉克什·库拉

纳认为：“《指标陷阱》令人信服地证明⋯⋯

浅薄的量化威胁着我们最重要机构的诚实性，

我们必须重建判断和道德考量。”耶鲁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院长马克·施莱辛格则称赞，该书

“视野开阔而富有雄心，论证极具说服力，文

字引人入胜⋯⋯是一部非常令人信服的作

品”。希伯来大学 Hadassah 医学院教授戴

维·奇尼茨的评论尤其意味深长：“它更加有

说服力地揭示了⋯⋯诸多情况下，指标的唯一

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指标。”

此外，多国教育、医疗、商业重要机构，以

及各大国际媒体也以专文分析和评介。英国教

育标准局的总督察在公开演讲中，解释她最近

如何阅读这本书，以及该书如何影响了她的思

考。在全球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人》杂志称

赞，该书“无情揭露了测量崇拜和管理主义的

不堪一面”。《泰晤士报教育增刊》则期待“学

校问责制的其他参与者，包括政治家在内，都

能好好思索该书所传递的关键讯息”。《金融

时报》认为：“我们许多人都隐约意识到，指标

⋯⋯正在把我们引入歧途。穆勒的这本书干净

利落地解释了这股潮流来自何方，它何以如此

适得其反，以及人们为何没能加以洞察。”《自

然》杂志尤其直白：“穆勒这项犀利的研究直

指我们对于绩效指标的固恋，从而向无处不在

的数字狂信徒发起了反击。”

《指标陷阱》除了在学界，还在公众领域

引起热议，这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作

者杰瑞·穆勒的著述一向引人入胜，曾著有获

奖的畅销书《市场与大师》。《指标陷阱》虽针

对一个复杂议题，但论述非常聚焦，全书分论

点、背景、案例研究和结论等四个部分，脉络简

洁而精巧。该书的文字也特别流畅精彩，无论

现象揭露还是学理分析，都振聋发聩。例如，该

书一开篇所举的两个案例，就取自HBO系列

剧集《火线》和英国剧集《妇产科医生》，分别

涉及警务部门和医疗部门对数字“做手脚”的

乱象。这种拉近的画面感，很容易引起读者共

鸣，使他们迫切想知晓：过度量化正在如何威

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

在有些人眼里， 根据两位创作者大卫·西

蒙（David Simon）和埃德·伯恩斯 （Ed Burns）

真实经历改编的 HBO 系列剧集 《火线》（The

Wire）， 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文化档案之一。

理由也很充分： 剧集聚焦于美国城市巴尔的

摩，深入挖掘了几项重大机制（警察、学校系

统、市政政治和新闻媒体），对其运作和功能障

碍问题进行了有如 X 光片般的深刻剖析。 这

一剧集吸引了多国观众，因为其主题“组织功

能障碍”在整个西方社会都引起广泛的共鸣。

《火线》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指标的显

著性：以“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为标志的“测

量绩效”（measured performance）。 警长痴迷于

完成数字（比方说，解决了多少桩案件，逮捕了

多少名毒贩子，犯罪率是多少），并通过各种手

段来达到统计目标， 哪怕牺牲效率也在所不

惜。政客们也在索要能证明警方成功控制犯罪

的数据。 故此，警察部队想方设法地不让谋杀

案出现在自己所在的辖区：一伙毒贩在废弃的

房屋里处置尸体，负责凶杀案件的警司却阻挠

手下发现此事，因为这会降低“清除率”，即罪

案解决百分比的指标。剧集的大部分情节都围

绕着富有奉献精神的警探展开，他们力争解决

一桩某个大毒枭涉嫌参与的复杂犯罪案件。但

由于这桩案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坐

实，警方高层不鼓励他们这么做，高层只希望

警探们多逮捕低级毒贩子， 积累漂亮的指标；

可是不论逮捕多少低级毒贩子，贩毒集团都能

立刻换上新人。市长办公室要求在年底之前让

重大犯罪率下降 5?， 只可惜这个目标根本做

不到，除非无视实际的犯罪，或是降低罪案严

重性。在这些例子中，官员们都参与了“统计数

据注水”（juking the stats）， 通过扭曲实际结

果，或是将时间和精力从预防犯罪投入到生产

率较低的工作上，以求改善指标。

绩效指标的这种扭曲效应，大西洋对岸的

大不列颠也感同身受。 在当地，另一部由曾经

的真实从业者执笔的电视连续剧，捕捉到了相

同的现象 。 前医院医师杰德·默丘里奥 （Jed

Mercurio）执笔编剧的《妇产科医生》（Bodies），

发生在一座大都市医院的妇产科病房。第一集

里，一位新来的高级外科医生对患有复杂并发

症的患者进行手术，结果患者死亡。 他的竞争

对手随后向新医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优秀

的外科医生会根据自己的优秀判断力，避开任

何有可能会检验自己优秀能力的状况。 ”也就

是说，他会避免疑难病例，以维持自己的成功

率。 这是经典的“抹奶油”策略，也就是避免有

可能对人的测量绩效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病

例。 这种策略的代价是，手术失败风险较高的

患者，因为得不到手术治疗，几乎肯定会死。

我们会看到，操纵指标的现象发生在每一

个领域：警务，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医疗，非

营利组织，当然还有企业。 采用绩效指标作为

奖惩基础，会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操纵

指标只是其中之一。 有些事物可以测量，有些

事物值得测量。 但能被测量的东西，不见得总

是值得测量；得到测量的东西，跟我们真正想

知道的东西，有可能毫无关系。 测量的成本可

能高于收益。 被测量的东西，有可能让我们从

真正在乎的事情上分散了精力。测量给我们带

来的或许是扭曲的知识———看似可靠，实则具

有欺骗性的知识。

我们生活在测量问责制的时代，奖励测量

绩效的时代，我们相信，通过“透明度”来宣传

这些指标是有益的。 但是，用指标和透明度来

落实问责制的做法具有欺骗性。问责制的本意

应该是，要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通过一种

语言上的花招，问责制的意思逐渐变成通过标

准化测量来证明成功，就好像只有能被计算的

东西才真正算数。另一个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的假设是，“问责制”要求让对绩效的衡量公开

化，即“透明度”。

“指标固恋”（metric fixation）指的是，哪怕

面对说明此举效果不佳的证据，仍然有着貌似

不可抗拒的压力，要去衡量绩效，公开宣传绩

效，并奖励绩效。

我们会看到，如果使用得当的话，测量是

件好事。 透明度也一样。 但它们也可能产生扭

曲、转移、取代、分心和阻挠的后果。一方面，我

们注定要生活在测量的时代， 但另一方面，这

个时代的测量，很多是错误测量、过度测量、误

导性测量和适得其反的测量。这本书不是要揭

示测量有多么邪恶，而是想指出，试图用标准

化的绩效测量去代替基于经验的个人判断力，

会造成哪些非计划性的负面后果。问题不在于

测量，而是过度测量和不当测量———指标没问

题，指标固恋则大有问题。

(大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指标的设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