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机制初探 

作者：刘敏; 张庆林; 余薇; 张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从作者的论述看，这里的创造性思维，更像似一个合符逻辑的推论；第二个实验和

第一个实验的逻辑联系不太紧密。而且，从本研究的操作程序看，没法揭示“创造性思维”

的动态过程，这方面作者需要加以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批评意见，本研究中所谓的创造性思维，的确“更像似一个合符逻辑

的推论”，问题是在有冗余信息干扰的情况下，被试的合符逻辑的推论会有很多个，但是要

想推理出一个“不容易想到了、可行且能够盈利的方案”就要有创造性思路，而且从实验结果

看，这个任务难度很大。我们已经在文章修改时候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请见论文的 1

引言部分倒数第一段。 

关于“第二个实验和第一个实验的逻辑联系不太紧密”，的确文中没有说清楚。作者本来的意

图是通过实验一检验“自编的市场信息整合测试材料具有一定的难度，能够用来测量大学生

被试的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并检验“自编的市场信息整合测试材料困难的原因在于

冗余信息的干扰”，同时力图通过与被试的事后访谈，探知信息整合中克服冗余信息干扰的

成功思维策略供实验二进行检验。此后，在实验二中主要检验实验一事后访谈中发现的“成

功思维策略”，例如“关键启发信息的使用有助于信息整合的成功”、“变化性启发是被试常用

的思维策略”等。基本的假设是，如果实验二证实了实验一事后访谈中发现的“成功思维策略”

的操纵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对于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机制就有了一点正确的理解。实验

二结果发现，“标记出有关供需关系的关键启发信息，有助于信息的创造性整合”，这说明信

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机制之一是在面对冗余信息的时候首先要密切关注“有关供需关系的

关键启发信息”，同时实验二还发现“动态冗余信息比静态冗余信息更容易对信息整合的创造

性思维产生影响”，这说明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机制之一是要仔细检验“动态信息”的冗

余性。我们已经在文章修改时候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请见论文的 3.1 实验目的。 

针对上述两点，我们在“没法揭示创造性思维的动态过程”方面，加强了讨论。请见论文的

3.4 讨论的最后一段、4.4 教育意义与未来展望部分。 

 

意见 2：如果说实验中的冗余信息和必要信息，带来了工作记忆上的挑战，那么，需要测定

参加实验的被试者的工作记忆容量，以及记录作出“投资方案”的时间,并做相关的统计分析。 

回应：的确，“实验中的冗余信息和必要信息，带来了工作记忆上的挑战”，但是我们没有测

定参加实验的被试者的工作记忆容量，而是将这个因素看成了被试时间随机差异，在今后的

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被试者的工作记忆容量对创造性信息整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我

们已经在文章的展望部分加上了这一条。请见论文的 4.4 教育意义与未来展望的最后一段。 

至于被试作出“投资方案”的时间，我们记录了但是没有分析，原因是被试间所用实验差异很

大，离散性太高，很难进行差异检验并进一步发现其中的规律。 

 

意见 3：关于实验材料，作者只列举了（设置了）一个“德州牛肉”的例子，没法做不同材料



之间的结果的相互验证；另外，在执行实验后，再过一段时间，面临相同的情境，同样的被

试，其思维策略是否发生改变？ 

回应：的确，一个“德州牛肉”问题，不足以完全证实我们的假设，需要跨情境（多个测试题

目）和跨时间一致性的检验。这一点，我们团队已经做了后续的研究，并已经取得了肯定的

结果。但是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将在后续投稿的文章中介绍。我们已在 4.4 教育意义与未来

展望的倒数第二段做了补充说明。 

 

意见 4：实验二这里，除了启发信息用加粗的字体表示以外，能否设置其它提示线索，以排

除知觉注意方面的因素。 

回应：的确还可以“设置其它提示线索，以排除知觉注意方面的因素”，但是在本研究中考虑

到控制自变量的数量，就没有设置。感谢专家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提供了意见和方向。我

们已在 4.4 教育意义与未来展望的最后一段进行了补充。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该研究模拟市场投资情景，通过两个实验探索被试通知整合若干有用信息，形成

一个高价值投资方案的思维活动。该研究选题具有意义。研究中，操作冗余信息、或突显关

键信息，发现它们对形成投资方案的思维活动具有作用。这些研究发现也具有一定价值。论

文存在如下问题： 

1、作者认为“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是指，个体将所掌握的分散与凌乱的市场信息整合

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投资方案（即常人不容易想到的、可赢利的方案）的信息加工过程。” “常

人不容易想到的、可赢利的方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描述，没有客观的指标，不足以据此认

定某投资就是创造性的投资方案。在实验 2 中，约 11%被试投资方案得 3 分；这个比例也不

算稀少，比发散思维测验中采用 5%标准来评定原创性想法要高。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意见，的确我们对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定义没有表述清楚，

“常人不容易想到的、可盈利的方案”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描述，没有客观的指标。我们具体的

做法是，先收集在真正的市场中靠奇妙想法而盈利的案例（共收集了 10 多个），并依据这些

案例所使用的 “有用信息”（也称“必要信息”）加上冗余信息构成我们的一系列测试（其它

的测试结果将争取另文发表）。我们设想，依据这样的路线编制的测试，能够体现我们的定

义。另一位专家也提出相似疑问，对此我们已经在文章修改时候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说明，

请见论文 4.4 教育意义与未来展望的倒数第二段。 

我们的实验一已经证明“德州牛肉”问题比较难，然而在实验二中为防止出现“地板效应”而导

致任何自变量的效应不显著，所以特意降低了难度（减少了冗余信息的数量）。这样就导致

了专家所提出的“比发散思维测验中采用 5%标准来评定原创性想法要高”的问题，我们已经

在文章的展望部分加上了今后的研究中要解决这一缺陷的说明。请见论文的 4.4 教育意义与

未来展望的最后一段。 

  

意见 2：在实验 1 中对投资方案的评价按是否“正确”计算，在实验 2 中，对投资方案按优劣

评定为 0-3 分。两个实验中，评价投资方案的方法不一致。实验 2 中，对投资方案的评价只

有两个人评分，评价者人数偏少。 

回应：和上一个问题有关，实验 1 想证明比较难，有利于测量到创造性思维能力，所以在实

验 1 中对投资方案的评价按是否“正确”计算。而实验 2 的目的是想探索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

维加工过程（含困难原因和成功思维策略），所以，在实验 2 中对投资方案按优劣评定为 0-3

分（实际上是按照思维加工过程来评定被试走到了哪一步）。 



由于本研究的“德州牛肉”问题的正确答案具有很高的“会聚性”，非发散性测试，所以评分信

度不是问题。但是出于研究严密性的考虑，我们还是计算了两个人评分的信度。今后的研究

我们会考虑多有几个评分者。我们已经在文章的展望部分加上了今后的研究中要解决这一缺

陷的说明。请见论文的 4.4 教育意义与未来展望的最后一段。 

  

意见 3：实验 2中没有发现市场投资有关知识在基于信息整合的市场投资方案形成中的作用，

这与研究中被试的选择有关，即经济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还不够多，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

为相关的专业知识对该测试（问题）没有积极作用。 

回应：感谢专家的严谨的意见，我们在这次论文的修改中已经将这一结论局限于本研究的被

试样本上，而去掉了过分推广的“认为相关的专业知识对该测试（问题）没有积极作用”的提

法。请见论文的 3.4 讨论的第三段及 5 结论（1）。 

  

意见 4：作者认为市场信息整合过程中会出现投资方案的直觉，这有道理。但是，将实验 2

中得 1 分、2 分的投资方案认定为直觉思维的结果，这种解释缺乏理论依据。 

回应：的确，尽管被试得 1 分、2 分的投资方案可能是直觉思维的结果，但是这种解释缺乏

理论依据和前人实验的佐证。所以我们将这一类方案称之为不完善的“初始意向”，而不完善

的意向（思考不严密、不周全的方案）往往是在实践中很难盈利的方案。请见论文的 3.4 讨

论的第二段，并在全文中的相应措辞做了修改。 

 

意见 5：论文的写作也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例如，前言的最后一段，作者提出的假设显得

很突兀;实验一假设紧跟在实验目的之后，也不太合适。 

回应：感谢专家的善意提醒，我们对文章进行了再一次的审读，并对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进

行了修改，包括专家在本条意见中提出的两处。第一处的假设进行了删掉，在后面相应部分

进行了保留与完善；实验假设部分和在讨论部分的映证内容已删除。请见论文 4 总的讨论第

二段，2.1 目的、3.1 目的以及 3.4 讨论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专家 1：整篇论文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立意和讨论有一定的意义，但实验的程序和支

撑有问题。在前言的介绍中，“信息整合”的概念过于宽泛，但文中仅仅限于实验材料提供的

文本信息以及基于文本信息的内容整合。从实验的操作程序和要解决的“创造性”思维机制看，

目前的实验没法很好的论证这个“创造性”从何而来，机制是怎样的。关于实验材料的验证方

面，如果已经有“跨情境”和“跨时间”一致性的数据，请作者补充后再撰文一起投递，这样，

文章的立意和论证可能会清晰一些。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修改后稿件的进一步批评与质疑。 

的确整篇论文有“头重脚轻”的感觉，这是由于我们力图通过“德州牛肉问题”来“窥探”更

有意义的“信息整合”的认知加工过程的机制问题。由于是第一次探试这一问题，所以还显得

很肤浅，有待进一步更加深入的研究。 

关于“创造性”从何而来，机制是怎样的，的确原来的提法很模糊，这一次的修改中我们

采纳了审稿专家 2 的意见，将这一加工机制改为“形成初始意向-精致化意向” 两过程。具体

的加工过程是：被试往往先从一个关键的启发信息获得启发，形成一个初始意向；然后整合

有关信息，对初始意向的精致化（elabaration）。第一阶段的关键是能够把握关键的启发信息，

这是“新想法”的推动器；第二阶段的关键是能够排除冗余信息的干扰，充分整合已有信息，



这是初始意向精致化的关键。这一次修改中已经把这些提法更明确地写进了讨论之中（请见

文中蓝色字体部分）。 

关于“跨情境”和“跨时间”一致性的数据，由于这涉及到了“创造性”测量的问题，因此需

要从创造性测量的意义、历史与现状、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的突破等等方面进行综述和讨论

分析，不仅篇幅有限制，而且也超出了本文的主题（关于认知过程和机制的探索）。所以，

我们仅仅对一些相关的资料简单反映如下，供审稿专家审查。 

所谓的“跨情境”，我们认为不同的测试题目就是一种“情境抽样”，因此用不同的题目之

间的一致性以及和总分的相关来衡量。关于“跨时间”一致性，主要用不同时间的复份测试来

衡量。由于这些研究是好几个硕士和博士分别完成的，以下呈现的几个附录只是一位硕士的

部分研究内容和数据（已经征得她的同意）。 

附录 1（测试材料）：（依据无冗余信息和有冗余信息两种条件下被试在各个题项上的平均

分、难度系数（区分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从 7 个题目中筛选出 6 个题目）  

同学：您好！我们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商业决策中的创造性研究》课题组，感谢您参

加这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测试。为了保证研究的科学性，请您一定独立完成下面的测

试。测试时间 1.5 小时。(测试共 6 个题目) 

  

  性别：_______     年级：_____  是否学过学过或选修过管理类课程：_______ 

  

一、假设以下是某大公司市场部提供的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山东西部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适合养牛，鲁西黄牛的肉质鲜嫩可口、价格便宜。  

2、鲁西农村地广人稀，农户居住分散，不仅居住条件差，而且占据了大量土地。  

3、鲁西农户擅长养殖黄牛，他们都是自养自售，成本高、规模小。 

4、山东西部的沂蒙山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我国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5、今年，中央提出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业”。  

6、山东是北京的“粮仓” 。 

7、农民对自己的农户居住用地拥有自由处理的自主权。  

8、在城市中，鲁西优质牛肉的品牌越来越有影响、需求量越来越大 。  

9、国家对民营企业占用农田或草场搞“开发”的申请控制十分严。  

    假如您是该公司市场策略部经理，请您在这些信息中寻求商机，并写出一个简短的投资

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假设以下是您所在的公司市场部提供的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欧元是英国外的欧盟 12 个国家新使用的统一且唯一的流通货币。 

2、欧元在使用流通人数将达 3 亿。 

3、欧洲人有使用钱包装钱的习惯。 

4、欧元对人民币汇率约为 10。 

5、很多中国人至今没有真正见过欧元纸币和铸币。 

6、除了爱尔兰镑，欧元比欧元区内各国家的原货币更值钱。 

7、欧元相对于欧盟各国的旧货币，尺寸更大。 

8、本公司（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各式皮包以质优、价廉的优势在国际上已有很大市场。 



9、欧洲各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远远高于中国。 

  

假如您是该公司市场策略部经理，请您在这些信息中寻求商机，并写出一个简短的投资

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以下是某网络公司市场部提供的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世界各地超过 1 亿人正在玩“动作角色扮演”网络游戏。 

2、人们可以在动作角色扮演网络游戏中，可以通过打败对方而获得一定数量的“金钱”（游

戏中的虚拟货币），这些“金钱” 可以用来购买杀伤力更大的“武器”。 拥有杀伤力巨大的“武

器”是大多数游戏者梦寐以求的。 

3、要想拥有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就必须有“金钱”；而要有“金钱”就要能够打败对方；而

要打败对方，就需要有时间去练习动作技能。 

4、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 EBAY 等购物网站进行商品的交易。 

5、在网上聊天既节约钱，又十分方便。 

6、现在众多网络游戏公司纷纷上市融资，其创办人也成为财富新贵。 

7、一些富裕的玩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练习动作技能，就容易被动作熟练的、有大杀伤力 “武

器”的对手打败。他们期望获得杀伤力更大的“武器”，但是又没有时间练习动作技能。 

8、“金钱”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支付相应数量的流通货币得到。 

9、在中国，有许多年轻网民喜欢玩这种网络游戏，且有时间练习动作技能，获得大杀伤力

的“武器”，但是由于没有职业，经济上很拮据，所以没有钱持续玩这种游戏。他们的动作技

能也没有达到他们可以达到的水平。 

  

假如您是该公司市场策略部经理，请您在这些信息中寻求商机，并写出一个简短的投资

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假设您是一个没有雄厚资金但是想做大生意的创业者，以下是供您提出一个创业计划的

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现有一个集中建设的住宅小区 2800 多套房刚刚开盘，均为需要装修的清水房。 

2．人们对居住条件的要求增高，家家户户都需要装修。 

3．家庭装修业的经济效益是可观的。 

4．现在的住宅小区都由物业公司管理。 

5．现在许多住宅小区都有很健全的安全保障系统。 

6．现在人们对住宅小区的文化品味要求很高。 

7．市场上的装修行业普遍采用几个人合作的形式，这种装修队数量多、规模小。 

8．装修材料市场竞争激烈，装修材料供应商虽然有大量资金，但是他们的危机意识和竞

争意识都很强，不会轻易放过一笔大生意，经常以优惠条件促成一笔大生意。 

9．家庭装修业的成本中，装修材料占据很大的比例。如果能够节约装修材料的成本，将

会大大增加装修公司的竞争实力。 



  

请您根据以上信息构思一个不需要雄厚资金而开创一个事业的投资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以下是某大公司市场部提供的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美国的农业带按区域划分，某个农业带中的小麦带、玉米带都生产过剩。 

2、在美国，生产过剩的农产品都会送去销毁。 

3、玉米带中的玉米秆和玉米叶长势很好，而玉米粒的数量和质量都一般。 

4、美国的农业带种植方法有利于提高产量。 

5、美国的农业带种植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资源。 

6、美国的农业生产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 

7、玉米带中的玉米秆和玉米叶是一种非常好的牛饲料。 

8、美国人民非常喜欢吃牛肉。 

9、美国市场上的牛肉及牛肉加工产品都供不应求。 

  

假如您是该公司市场策略部经理，请您在这些信息中寻求商机，并写出一个简短的投资

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以下是某大公司市场部提供的一组准确、可靠的商业信息，请仔细阅读： 

1、美国居民最常吃的食物是牛肉。 

2、墨西哥刚刚爆发了一种罕见的畜牧类瘟疫。 

3、此瘟疫在畜牧类动物（如猪、牛、羊）中传播非常快，全世界都还没有方法成功地控制

这种瘟疫的快速传播。 

4、最近美国加州出现禽流感，各大媒体争先报道。 

5、鸡肉是美国快餐的主要原料。 

6、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禽流感尚无有效治疗措施。 

7、德州是美国最主要的牛肉产地，占全国牛肉产量的一半。 

8、德州与墨西哥接壤。 

9、美国法律明文规定疫区食品不能外运。 

  

假如您是该公司市场策略部经理，请您在这些信息中寻求商机，并写出一个简短的投资

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 2（评分标准）： 

一、《鲁西黄牛》 



1、提出建立一个黄牛养殖场，并征用农民的地建立养殖场，并吸纳农民加入员工队伍的评

2 分； 

2、提出统一开展养殖技术的研究和培训，即统一开展规模性的养殖的评 3 分； 

3、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提出统一加工、销售的评 4 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二、《欧元钱包》 

1、提出做钱包生意，并做适合欧元纸币的专用钱包的评 2 分； 

2、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中国组织加工生产的评 3 分； 

3、在此基础上把钱包卖到欧元区各国的评 4 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三、《网络游戏》 

1、提出吸纳国内无职业的爱好这种游戏的玩家加入员工队伍，作为“代练员”评 2 分； 

2、在此基础上，提出获得游戏代练服务的玩家取得联系，对其提供代练服务，公司从中收

取服务费的评 3 分； 

3、在上一步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网络销售“代练员”获得的“金钱”、“武器” 等评 4 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四、《空手夺金》 

2、提出成立一个全方位家装服务的公司，并联系家装材料供应商，解决家装行业前期投入

成本高的问题的评 2 分； 

3、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与材料商联手的优势与家装市场上的小规模装修队联手的评 3 分； 

4、在此基础上，同时争取获得业主的信任，成功进入该小区的评 4 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五、《玉米带》 

1、提出种植玉米，并种植玉米秆和玉米叶产量较高，而玉米粒产量低的玉米的评 2 分； 

2、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玉米带的附近建立养牛场，大量饲养牛的评 3 分； 

3、在此基础上，提出用玉米秆和玉米叶来养牛的评 4 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六、《德州牛肉》 

1、选择牛肉买卖商机并提出大量购买库存牛肉者，可得 2 分； 

2、在此基础上提出将牛肉运出德州销售（或进行牛肉食品加工业者）可得 3 分； 

3、在此基础上，提出等待时机至瘟疫蔓延后再销售牛肉者则可得 4 分，即满分； 

4、其它情况评 1 分。 

  

附录 3（测试结果及统计分析）： 

  



表 5  测验各项目的区分度 

 t df p 

《鲁西牛肉》 10.190** 137.638 .000 

《欧元钱包》 9.225** 197.307 .000 

《网络游戏》 14.109** 191.150 .000 

《空手夺金》 11.447** 142.238 .000 

《玉米带》 6.055** 167.526 .000 

《德州牛肉》 7.543** 152.667 .000 

  

表 6  《市场信息的创造性整合能力测验》的结构效度 

 《鲁西黄牛》 《欧元钱包》 《网络游戏》 《空手夺金》 《玉米带》 《德州牛肉》 

《欧元钱包》 .189**      

《网络游戏》 .233** .292**     

《空手夺金》 .218** .220** .433**    

《玉米带》 .174** .116 .124* .130*   

《德州牛肉》 .146* .154* .147* .049 .062  

总分 .560** .562** .649** .622** .434** .473** 

由上表可以看出，除《玉米带》与《欧元钱包》、《德州牛肉》与《空手夺金》、《德 

表 9  《市场信息的创造性整合能力测验》的分数与了结需要的相关系数 

 Vaa Vbd Vcc Vee V 总 

《鲁西黄牛》 .128* .489** -.044 .026 -.118* 

《欧元钱包》 .045 .049 -.003 .002 -.003 

《网络游戏》 .003 .355* .003 .040 .047 

《空手夺金》 .072 .234* -.017 .026 .039 

《玉米带》 .113* .089 -.010 -.030 .062 

《德州牛肉》 .049 .184* .047 .001 .072 

总分 .044 .245* .028 .026 .039 

 

……………………………………………………………………………………………………… 

审稿专家 2：论文修改后，质量有很大提高。关于创造性思维中信息整合的过程，作者在综

合讨论 4.3 中，认为是假设-检验的过程，这个观点有新意。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没有直接

研究这个“假设检验”过程。对于创造性思维中信息整合的过程，还存在一种可能的解释：被

试形成一个初始意向后，整合有关信息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初始意向的精致化（elabaration）

过程。换言之，创造性思维包括形成初始意向与精致化意向两个过程。前者受关键启发信息

的影响，后者需要整合相关信息。当然，精致化意向的过程，并不排斥假设-检验子过程或

整合信息时利用假设-检验这种策略。 

回应：首先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修改后的肯定。特别要感谢的是专家提出的“形成初始意向-

精致化意向” 两过程的新观点，我们已经按照这个新观点对全文进行了修改（请见文中蓝色

字体部分）。的确，由于我们这个研究的测试题目和实验范式，都是一次最新的尝试，所以

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认知加工的过程也没有现成的概念可以引用或参考，就需要我们自己提出



恰如其分的术语。“形成初始意向-初始意向的精致化加工”两过程是最适当的概括，十分感

谢。当然，正如审稿专家提出的，所谓的“假设检验”过程的说法具有局限性，而“初始意向

精致化”的说法更具有包容性（能够包含所谓的“假设检验”加工）。 

由于我们的实验可以证明两阶段加工的存在，而没有对假设-检验这种策略进行更深入、

全面、严格的探索，所以本文就不再强调假设-检验的策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该文将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分析与综合过程用实验室设计来研究，并希望得到有价

值的结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尝试，只是该文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点并不

容易，因此，一些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澄清。 

1、从该文所使用的实验材料以及因变量的评分标准看，这是一个关于市场信息整合并作出

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与创造思维关系不大。但这并不是说本研究意义不大，“市场信息整合”

本身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研究，就应该有开放性的问题，可以两个研

究都是封闭性的问题，所得结论也比较封闭。从研究使用材料来看，也是从所给信息（无论

是 20 条，还是 6 条）通过逻辑背反等推理规则找出正确决策的过程。 

回应： 感谢专家对我们研究的价值的肯定。关于本研究的出发点是不是创造性思维的问题，

我们的原文阐述不够。这次修改我们在前言部分增加了以下内容： 

虽然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但不能说创造性思维就是发散思维。许多研究指出（张庆林， 

Sternberg, R. J., 司继伟， 徐展, 2002），发散思维的预测效度并不理想。一些研究者从顿悟

问题解决的角度研究了创造性思维中的聚合思维，从经典的双绳问题、火柴盒问题、肿瘤问

题，到最近研究的谜语问题、字谜问题、科学发明中的原型启发问题（邱江，罗跃嘉，吴真

真，张庆林，2006；吴真真，邱江，张庆林，2008；杨文静，靳玉乐，陈群林，孙江洲，童

丹丹，李亚丹，邱江，张庆林，2016）都是聚合思维研究的有益的尝试。本研究力图在发散

思维研究和顿悟研究之外尝试一种新的研究路线，即从市场信息整合的角度研究创造性思维

的机制。这一研究路线可以认为是顿悟问题研究之外的又一种聚合取向的创造性思维研究新

尝试。 

   此外在实验一的讨论中增加了以下内容： 

   创造性思维不单纯是逻辑推理，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有机整合。从市场信息整合

的角度看，将两条或三条信息整合成一个新命题，是逻辑推理的加工。但是，在面对纷繁复

杂的大量市场信息的时候，如何先独具慧眼地分离出有用的信息并摆脱其它冗余信息的干扰，

然后如何有方向地整合有用的信息，却是一种非逻辑思维，需要一种创造性思维策略。以本

研究中的 20 条信息的整合为例，如果没有一种成功的启发式思维策略指引思维方向，第一

步就需要在 20 选 2 时进行组合（有 种可能），其后再进行第二步、第三步......这是一个很

大很大的问题空间，远远超出大脑的加工能力的限制。所以，成功的“信息整合者”具有一些

成功而有效的非逻辑性的启发式思维策略，因此才会独具慧眼。而现实生活中的市场信息整

合面对的市场信息更加纷繁复杂，问题空间更大，单纯依靠传统的逻辑推理进行试误，就会

“迷航”于问题空间之中，只有采用非逻辑思维的启发式思维策略才能明确思维推理方向，才

能有方向地整合信息从而找到“常人想不到的能夠赢利的投资方案”。 

  从本实验结果看，在具有较大冗余度的条件下整合市场信息，首先使用的是启发式思维策

略是变化性启发，依据变化性信息先直觉地产生一个初始意向，然后沿着这个初始意向指引

的思维方去整合其它相关信息，使初始意向精致化。这一过程是逻辑推理和非逻辑判断的有



机结合，是非逻辑判断指引下的逻辑推理。 

  

意见 2：研究的一个结论是“信息冗余会给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带来负面影响”。如果从创

造力的角度看，没有什么信息是冗余的，而从信息加工研究的角度看，这一结论不是什么新

结论，至多只是从“市场信息”这个角度得到再次验证而已。在创造思维中，常常是被一般人

认为是冗余的信息反而被创造者有效运用的时候才出现“常人想不到”这样一个新颖的决策。

研究结果也证明有 10%左右的被试得出了正确结论，而在创造力领域，这个时候很难判断

这是创造性的观点。 

回应：的确，从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来看，没有什么信息是冗余的，一种条件下冗余的信息，

可能是另一个条件下的新异信息。但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特别是聚合思维路线下的

实验研究，往往设定了一个答案判定标准。在这种条件下，被试答案的创新性并不是研究目

标，而被试如何发现新颖而完美答案的思维加工过程才是关注的目标。至于冗余信息的说法，

修改时我们已经加以更清楚的界定，说明了“所谓的冗余信息仅仅只是指在本实验任务中未

被整合进投资方案的信息，并不能看成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无用的信息”。 

由于要防止地板效应所以实验题目不能太难，10℅已经接近地板，所以不能再加大任

务难度。由于我们只关注思维加工过程及有效的策略，所以没有突出答案的发散性和新颖性。 

 

意见 3：研究的另一个结论“相关领域的知识对市场信息的创造性整合没有积极的作用”也难

以成立。原因是在创造力领域的研究中，相关领域是与所决策领域的只是经验密切联系的，

如，肉制品仓储及物流、肉制品仓储价格、储存时间等等有关的知识与经验，可能不是市场

营销的大学生。一般而言，创造力研究会认为领域知识是影响决策的，如果作者本人对这点

有异议或有新的发现，就应该在创造力领域内讨论这个发现的意义，可是作者没有引用有个

创造力领域的文献来讨论。这并不是说这个结论没意义，还是回到第一点，这不是一个关于

创造思维的研究。我想，也许作者改一下题目找一个研究综合信息加工老师讨论下有关写法，

或者看一些哪方面研究的论文，结论可能是有意义的。 

     此外，文中需对研究二引入“专业知识水平”这一变量的原因作必要的说明。 

回应：的确，我们这一结论说法欠妥。我们的本意是想检验“市场信息整合的测试所检测的

是一种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不是测量有关市场营销的专业知识，所以有较多专业知识的市场

营销专业的大学生可能并不擅长本实验的测试任务”，而且还想证明“专业教育中除了向学生

传授专业知识外，还要专门传授一些创造性思维的策略或技巧”。 

   我们已在 3.1 目的等段落里加上了以上说明，并将结论改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在市场

信息整合的任务中没有表现出优势”。 

  

意见 4：从文章看，本文并未研究“初始意向的精致化”这一过程，也没有提供数据支持，只

是在研究二的讨论中作为推测提及初始意向的精致化。后文将“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需要

对依据初始意向所筛选出来的市场信息进行充分利用从而将初始意向精致化，发展出一个完

善的可盈利的投资方案”作为研究结论是否合适？ 

回应：感谢专家的质疑和提醒，这一结论并不合适，我们已将本研究结论改为如下 4 点： 

  1、本实验自创的市场信息整合任务能适合于用以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研究。2、

营销专业的大学生并沒有在本任务测试中表现出优势，有必要在专业教学中加强创造性思维

能力的培养。3、启发式思维策略是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有效的思维策略。4、

市场信息整合的思维过程可以分为初始意向形成和初始意向精致化两个加工阶段。 

  

意见 5：行文中的错误，包括：（1）不要过分解读“buy low and sell high”。在 Sternberg 那里



“低买高卖”是一个能够盈利的创造性的行为，是一个可以形象地表达创造力的股票买卖行为，

并不是形成方案叫高卖。希望作者在一般的意义上而不是分步骤地理解这一行为。（2）文中

尚有错别字，如引言最后一段中的“合符逻辑”；2.4 讨论中的“再迸一步”等。（3）表述可能

有误：“6.美国法律明文禁止疫区食品不能外运。”到底能不能外运？ 

回应：的确， 对于 Sternberg 的“低买高卖”应该从笼统意义上理解，所以这次修改中我们更

明确区分了他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明确指出：我们认为，这一比喻避开发散思维和聚合思

维的分歧，而从价值提升这个新角度看待创造性思维，是有一定意义的。例如，作家从生活

素材中提炼主题，作曲家将“采风”中收集的旋律整理出新的乐曲，都是“低进高出”的例子。

但是，他并没有通过实证研究来揭示“低进”到“高出”之间的思维加工过程及有效策略，本研

究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感谢专家的严谨和严格，我们己对错误之处进行了纠正，并进一步仔细校检了全文。 

  

意见 6：如果作者坚持用创造思维的研究，在讨论中需要更多地用创造思维的研究来展开，

不要限于研究材料本身。 

回应：感谢专家的学术民主精神和思维的开放性与灵活性，我们力图按照专家的这一意见修

改了原稿，加强了创造性思维的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3 意见： 

论文有了较大改进，对该说明的地方做了有效说明。希望作者继续思考研究结论。 

（1）本实验自创的关于市场信息整合任务能适合于用以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的

研究。这个能否作为结论？ 

（2）营销专业的大学生并沒有在本任务测试中表现出优势，“有必要在专业教学中加强

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不是本研究结论，因为本研究没有研究创造思维能力培养是

不是提高了他们的信息整合能力。 

（3）启发式思维策略是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过程中有效的思维策略。本研究是

管事启发式思维策略的研究吗？ 

（4）市场信息整合的思维过程可以分为初始意向形成和初始意向精致化两个加工阶段。

本研究在哪里是验证的两个阶段？ 

回应：感谢专家对研究结论的质疑，我们对研究结论做了认真的修改，努力做到贴近两个实

验的结果来下结论，避免对研究结论的过分推广和不切合研究结果实际的结论。修改研究结

论的同时，对文中的有关部分也做了相应的修改。见文中蓝色部分。 

最后修改的结论如下： 

本研究运用自编的实验测试材料，初步探讨了市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过程和机制，

结果发现： 

市场信息整合的测试过程中，提供给被试的市场信息越多，信息整合的问题空间就越大，

这一整合过程的难度也就越大。 

个体在较大的问题空间中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为了克服搜索的盲目性，避免尝试错误，

被试需要抓住关键启发信息形成一个初始意向，明确进一步搜索的思维方向。 

在初始意向的基础上，被试需要依据初始意向筛选有关信息、排除冗余信息，并进一步

整合所有有用信息，使初始意向更加精致化，并最终形成一个“可盈利的完善的投资方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审稿人 3 专家：作者按照修改意见做了详细修改，或者对不能修改的地方做了合理性说明，

达到了发表水平，建议发表。 

 

 

编委意见：让作者再把审稿的意见整个理一遍，因为有一位审稿人是先同意后退稿的，他有

些意见请再参考修改。 

回应：依据责任编委和编辑部的指示，我们从头至尾把审稿意见整理、复查了一遍，并由本

文作者之一张庆林教授对全文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并作了如下修改。 

1、针对专家提出的本研究是否是研究了创造性思维，我们将引言的第五段最后一句改

为，“信息整合的实验研究可以看成发散思维与顿悟问题解决的之外的又一个创造性思维的

研究领域。” 这样不仅暗示不能将创造性思维等同于发散思维，而且更突出了信息整合研究

的创新性与重大意义。见引言第五段最后一句文中蓝色标识。 

2、针对专家提出揭示信息整合的认知过程和机制很有意义，但是很难，并质疑“初始意

向精致化”的机制没有研究清楚，甚至质疑两阶段理论，我们将文章标题作了修改，改为“市

场信息整合的创造性思维机制初探”，并在总的讨论中说明，对于“初始意向的提出”和“初始

意向精致化”的认知机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这两个加工还有哪些加工亚过程以及成功

的思维策略，还待进一步揭示。因此，全文所有谈到“揭示”市场信息整合的认知机制的地方

全都改为“初步探索”。见标题及总的讨论文中蓝色标识。 

3，关于市场营销相关专业在本实验中没有表现出优势的问题，我们在讨论中更明确地

说明，“这一结果间接地说明，本实验的测试题目并没有过多涉及或依赖市场营销的专业知

识，所涉及知识都是大学生被试常识性的知识，较好地控制了知识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就

创造性思维来说这一方面的实验条件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见文中 3.4 讨论蓝色标识。 

4，关于冗余信息是否是冗余信息的问题，在前面修改时更清楚界定冗余信息的基础上，

这次修改中统一使用“必要信息”与“冗余信息”这两个术语，将其它术语，如无关信息，冗余

信息等，全部加以修改，统一到这两个术语上来，避免混淆。见全文中蓝色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轮 

 

主编意见：2 个实验均缺少明确的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目前的“实验目的”部分

有点这个功能，但实际不是。这就影响了目前的 3 条结论不像是基于你的发现而得出的。 

回应：感谢主编提出的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发现遵照主编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文章的内在逻

辑更清晰了，文章也更规范了。 我们根据主编的意见，将文中小标题“2.1 目的”改为“2.1 实

验目的与假设”，并在此标题下的原有叙述实验目的的段落之后，增加了如下的一个自然段： 

实验假设：在本实验中，市场信息创造性整合的困难原因不是由于大学生被试缺少相应的逻

辑推理能力，而是由于市场信息的庞杂性(推理所必要的信息与大量非必要的信息混杂在一

起)所导致的问题空间搜索上的困难，所以本实验中只有 6 条必要信息的实验组的成绩会高

于加上了冗余信息的对比组。 同样，我们将“3.1 目的” 改为“3.1 实验目的与假设”，也增

加了如下一段： 实验假设：对关键启发信息的标记有助于问题空间搜索中明确逻辑推理方

向，因此有标记组测试成绩更优；动态信息比静态信息更容易吸引被试注意，所以动态冗余

信息干扰作用更大，动态冗余信息组成绩更低；由于本测试材料主要测试创造性思维能力，



所以只涉及最低限度的市场类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有较多商业专业知识背景的大学生被试

在本测试中的成绩不会有明显的优势。修改与增加之处见文中蓝色字体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轮 

 

主编意见：通读该文，一直与审稿人有同感：论文的写作也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缺乏简洁

明了之美。现在文章正文约 12391 字，请利用这个机会，将文章精简至 1 万字以内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老师的意见。承您所言，文章不够简洁明了，因此在保留所有专家意见

和前述修改的基础上，我们将文字进行了全面精简，将正文字数控制了一万字以内，使文章

更适合学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