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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科普

你经历过
“诱饵效应”吗

沙坪坝区
第三届科普讲解大赛落幕
本报讯 （通讯员 冉璐）近日，由沙坪
坝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教委、
区科技局、区科协、区社科联共同承办的第
三届沙坪坝区科普讲解大赛决赛在融汇丽
笙酒店落幕。今年全区 21 个单位积极报
名，共推荐参赛选手 114 名，涵盖科研人员、
教师、医生、科普从业者、学生。经过激烈
的线上海选和线下决赛，最后 10 位选手脱
颖而出，被授予沙坪坝区“十佳科普使者”
称号，获得进入市级比赛的资格。
本次大赛以“科技战疫·创新强国”为
主题，来自沙坪坝区各行各业的选手为大
家讲解了理、工、农、医等学科领域的科学
技术知识，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技术
知识打造了一个科普交流的平台。

江北区开展涉邪工作教育
转化专题培训会
日前，江北区反邪教协会联合区委政
法委、石马河街道、暖洋洋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在石马河街道文化中心开展了涉邪工
作教育转化专题培训会。石马河街道辖区
14 个社区书记、综治专干和帮教志愿者共
计 30 余人参加培训会。
重庆市教育转化能手黄维凤老师从怎
样做好涉邪人员工作、
为什么取缔
“法轮功”
及气功健身的原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
的讲解。街道相关负责同志在培训结束时
强调，
各社区应进一步提高识邪、
防邪、
拒邪
的自觉性，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
扎实推进石马河反邪教工作向纵深发展，
确
保取得实效。
（市反邪教协会办公室、江北区科协供稿）

渝北区青少年
科普科创云课堂开课
本报讯 （通讯员 程小莉）为丰富疫情
期间全区青少年暑期生活，提升青少年科
技创新能力，渝北区科协创新工作方法，变
“线下”为“线上”，全力做好青少年科普工
作。7 月 12 日，区科协主办的青少年科普科
创云课堂——2020 年暑期少儿编程培训班
开课了。
培训课以网上钉钉直播的形式开展，
课程内容包括认识编程界面、角色对话、动
物乐队等，采取多样化的编程模式，从简单
的编程语言入手，在学编程的过程中，提升
参训青少年逻辑思维能力。区科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以此次线上活动为契机，通
过线上编程教学活动，激发青少年学习编
程的兴趣，
提高青少年的科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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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看电影时都会买爆米花，
小杯 12.8 元，
中杯 17.8 元，
大杯 19.8 元，
中杯的价格只比大杯少一点，
但是分量却差了一大
截，于是很多人选择了大杯。为什么在面对中杯和大杯时，大部
分人都会选择大杯呢？这其实和
“诱饵效应”
有关。

什么是
“诱饵效应”
“诱饵效应”是指人们对两个不
相上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时，因为第三
个新选项（诱饵）的加入，会使某个旧
选项显得更有吸引力。被诱饵帮助的
选项通常称为目标，而另一选项则被称
为竞争者。
关于“诱饵效应”其中一个经典
的案例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订阅定
价实验。
《经济学人》杂志曾刊登过一则
广告：订阅电子版价格是 59 美元/年，订阅
印刷版是 125 美元/年，订阅印刷版加电子版
套餐价格是 125 美元/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
试验中，100 位学生中有 16 人选择了电子版，84
人选择了套餐组合，
0 人选择印刷版。
在这个案例中，你可能不知道 59 美元的电子版是
否优于 125 美元的印刷版，但你肯定知道 125 美元的印
刷加电子版套餐优于 125 美元的印刷版。
在单订电子版和单订印刷版之间做选择可能有些
费脑筋。于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营销人员给了我们一
个不费脑筋的选择：
印刷版加电子版套餐。在这个案例
中，只是增加了一个看上去毫无优势的选项，结果却产
生了巨大差别。很多营销人员会抛出一些诱人的“饵”，
从而引导消费者做出“正中商家下怀”的决策。

“诱饵效应”
为什么有用
诱饵效应靠的是消费者的比较心理。该效应最简
单的应用就是，每次消费者把商品的价格与参考价相
比，又或者在看到某样商品有促销活动时促销力度的
比较。
正如曼昆提出的经济学原理中的“人们面临权衡取
舍”，
“诱饵效应”主要利用的是消费者乐于对比来找到
更实惠的商品的心理。在比原来选项稍差几分的诱饵
选项出现之后，
“明眼人”一加辨别就会发现之前选项的
绝对优势，
在物美、价廉或者两者兼得的认知下，
快速选
择了刚刚还在犹豫的目标选项。简而言之，
正是目标与
诱饵之间明显的优劣对比，
促成了销售者对这一效应运
用的屡试不爽。
有研究指出，诱饵能够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是因为
当只有两个同等吸引力的选项时，
消费者不易从两者中
选择一个，
但因加入诱饵后使目标选项的优势属性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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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永秀）近日，黔江
区第六届微型党课进机关巡回宣讲活动走
进黔江区群团组织。黔江区科协、区总工
会、团区委、区妇联全体党员聆听了宣讲。
活动邀请了黔江区第六届“战贫 战
‘疫’践初心”微型党课的两位优秀宣讲员
到 现 场 进 行 宣 讲 。 他 们 围 绕“ 战 贫 战
‘疫’践初心”主题，讲解了黔江区在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市委工作要求，在发展
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绩，以及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党员同志勇于付
出的优秀品质。他们表示，本次宣讲达到
了学习好故事、聆听好声音、传播正能量的
目的，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攻坚克难、主动
作为，推动群团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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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关注，提升该优势属性在决策过程中所占比重，进
而改变选择结果。

怎么控制非理性消费心理
就算认清了商家的套路，我们又应该怎样避免被
“诱”惑呢？非理性的消费行为源于非理性的消费心理，
那要怎么抑制非理性的消费心理呢？
首先，
做好心理预案。购物之前在心中做好规划，
列
好购物清单，
确定自己需要购买什么。这样可以使自己
的购物目标更清晰，
降低消费者受“诱饵效应”蛊惑而购
买其他自己不需要产品的可能。如果你不能很好地控制
自己的购物欲，
也可以适当采取强制性的办法，
比如严格
控制钱包中现金的数额，
短途采购不携带信用卡等现金
以外的付款工具。这些都能够帮助你更好地恪守预案，
即便受诱惑，
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次，反复询问验证。商家的促销十分实惠，这时
你可以反复询问自己“我是否需要这个商品”
“是不是今
天非买不可”
“这个商品买回家后要用在哪里”
“我是否
还会遇到更便宜更实用的同类商品”，多做几次类似的
心理问答，
你也许就能克服非理性的消费心理。
最后，选择恰当时机购物。研究表明，清晨是人
最清醒、最能遵从自己内心想法的时间段。在刚醒来
时进行购物，运用客观条件来促使自己更加理智地进
行购物。
总而言之，时刻警惕“诱饵效应”，了解其成因和危
害，多加思考，积极预防，才能不被“诱饵效应”忽悠，守
住自己的钱包。

合川区社区气象科普专家宣讲团
助力提升居民防灾避险能力

“因为我们预报的是通风环境下的室内温度，不是
户外的温度，所处的环境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温度就不
一样……”近日，合川区气象局科普宣讲团成员聂茜在
较场坝社区为居民讲解气象防灾减灾知识。
据悉，2019 年合川区气象局成立了社区气象科普
专家宣讲团，
着重从社区基层气象知识最薄弱的人群抓
起，提高覆盖面和影响力，提高群众的气象科普知识和
防灾减灾意识。
老年人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较差，
宣讲团把气象知
识通俗化，
将气象科普知识化繁为简，
印制了《气象灾害
防御指南》
《2020 年农业气象科技历书》
《防雷安全手

册》等宣传手册，制作了防雷宣传画报、宣传年画、移动
展板等资料和 PPT 课件，帮助社区居民关注“合川预警
发布”微信公众号，
让大家能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
并
从不同的角度讲解了怎样利用这些科普知识进行防灾
避险，
让他们听得懂、用得着。
从 2019 年至今，合川区气象局开展气象科普知识
公益讲座 10 余次，并不断完善讲座内容，认真听取社区
居民的需求，实施有针对性的科普工作，提升他们防灾
减灾意识和能力，当遇上暴雨、高温热浪、大风等灾害
性天气时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切实发挥气象预警信息
的作用。
（合川区气象局罗妮妮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