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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对自我存有威胁的情景。尽

管这些情景对不同人造成的威胁程度存有差异 [1]，

但是普遍的现象是通过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
的策略，可以维持自我健康、适应社会的倾向，使个

体以更加开放、公正、客观的方式来处理和接受威胁

信息，从而减少防御机制，不仅保护了自我，而且让

个体能更加注重信息本身的价值。

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是指通过肯定与威

胁信息无关领域的自我价值、特质，来维持自我整体

性（self-integrity），从而降低防御反应 [2]。它可以通

过完成自我价值观量表、描述重要的个人价值品质

或者给予个体积极反馈等方式来进行实验操纵。

Steele最早提出自我肯定理论，认为强大的自我是

一个自我肯定的自我，是一个能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来应对各种威胁性事件和信息的自我[3]。二十多年

来，大量实证研究证实了自我肯定对（社会）心理机

能的影响，研究显示自我肯定效应确实含有各种对

自我奖励效果（beneficial effects），例如，自我肯定减

少失调、偏见、对批评的否认，以及面对导致自我贬

低社会比较的防御机制等等[3-6]。

许多研究者认为，自我肯定效应的产生，是因为

它与防御反应之间可能存在某些潜在中介因子，自

尊常被认为是自我肯定效应的中介因子之一。威胁

性比较可能造成个体自尊降低，自我肯定可以通过

提升即时自尊而维持自我整体性，降低防御反应
[7]。已有研究发现，给予被试虚假的积极反馈可以

提升个体自尊，减少其对外群体的消极评价[4]；思考

个人特长亦会提升自尊，降低对其外貌可能遭排斥

的防御反应[8]。虽然也有研究表明自我肯定效应并

非总是能影响自尊[6，7]，较一致的观点认为由于威胁

领域的不同，所需自我肯定的操纵方法也就不同，有

些领域威胁到自尊（如，上行比较），有些领域则没有

（如，认知失调）[9]。也就是，采用提升自尊的自我肯

定的方法可以缓解威胁个体自尊的防御反应。

自我评价与自尊密切相关，高自尊个体往往比

低自尊个体对自己的评价更加积极，同时认为自己

在许多社会赞许的特质上表现较好。同时，自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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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维护模型指出，自我评价还受到参照标准的影响，

相较与平凡同龄个体，与优秀同龄个体比较时（上行

比较），自我评价整体会偏低[10]。

自我肯定一般的操纵方法有两种，其一是通过

排序价值观量表（如，艺术鉴赏能力、创造力、事业

等），并详尽描述并举例说明最重要的价值观来肯定

个人价值观，其二是通过详尽描述自己的优点来肯

定自我积极特质。已有研究发现肯定个体价值观，

可以增加被试的愉悦感 [11]及降低外媒对北京奥运会

批评的防御机制[12]，但该操纵方法一般不影响个体

自尊[7]。过往研究发现肯定自我积极特质会使个体

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更有能力[3]，同时能防止自我评

价受到消极反馈的影响[13]。实验一旨在验证特质自

我肯定对自尊的影响。

人们面临上行比较时，个体的自尊可能受到威

胁（如“我不如他优秀”）[10]，往往会表现出防御反应，

将会采用多种方法维持自己的正面形象，通常倾向

于不接受该威胁信息，并表现出自我提升的动机（否

认消极比较结果，粉饰自我评价）。然而自我肯定会

给予个体额外的正能量（如“我很善交际”），减少机

体应对威胁性比较的负性表现，减少防御机制，从而

消除自我提升的动机，对自我特质评价更倾于客观。

该假设得到前人研究的支持，如 Schwinghammer等
人发现当个体得到积极回馈时，会减弱上行社会比

较所产生的防御机制[5]；Sherman和Cohen发现自我

肯定可以增加个体应对紧张感的能力[13]。实验二引

入不同的威胁情境（上行 vs.下行），研究在不同威胁

情境下自我肯定对自我威胁感及自我评价的影响，

同时考察自尊在自我肯定与自我评价间的作用。

1 实验一

1.1 实验目的和假设

目的：验证特征自我肯定对自尊的提升作用。

假设：特征自我肯定能提升即时自尊。

1.2 方法

1.2.1 被试 40名本科生（女 25名，年龄M=20.3，
SD=1.06）
1.2.2 材料 Rosenberg自尊量表，自制三张问卷，

其中两张为自我肯定操纵的两水平，另一张则有一

个简单的填词任务和Rosenberg自尊量表。

1.2.3 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40名被试随

机分配至两个实验组；自变量为自我肯定（特征肯定

vs. 没有肯定），因变量为自尊水平，采用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9个项目施测。

1.2.4 程序 每个被试将收到两张表面上无关联

的问卷。第一张实质是自变量的操纵，第二张是因

变量的测量。自变量操纵：告知特征肯定组：实验者

对大学生所具备的优秀品质感兴趣，要求他们列出

并尽可能详尽描述自己两个优于其他同龄人的人格

特点或特长技能，控制组则要求以自己生活中平常

的一天为题写篇短文（字数均要求不少于150）。在

完成第一张问卷后，要求所有被试完成一个填词任

务（填水果词）。因变量测量：接着，进行下一个问

卷，要求完成 Rosenberg自尊量表其中的 9个项目

（因为多篇文献指出该量表的第八项“我希望我能为

自己赢得更多尊重”区分度较低，建议删除，遂未用

于施测）[14]，采用自我报告的 9点量表，1表示“完全

不赞同”，9表示“完全赞同”。为了体现即时性，在

每句描述前加上“此时此刻”或“此刻”等字样，将特

质自尊测量转变为状态自尊测量。实验后询问：最

后要求被试对实验的真实目的进行猜测，没有人发

现实验的真实目的。

1.3 结果

对自尊均分（α=0.89）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齐性

检验不显著（F<1)。自我特征肯定与无自我特征肯

定条件下的自尊差异显著，t(38)=2.23，P<0.05。特征

肯定条件下自尊水平（M=7.81，SD=0.89）显著高于

没有肯定（M=7.19，SD=0.87），性别差异不显著（P=
0.55），结果验证了假设：特征自我肯定即思考个人

优势特征可以提升自尊。

2 实验二

2.1 实验目的和假设

目的：在实验1的基础上，增加变量——社会比

较威胁信息，探究个体在面对威胁信息时，特征自我

肯定对自我威胁感及自我评价的影响。

假设：特征自我肯定提升即时自尊，并缓解社会

上行比较带来的自我威胁感，影响个体自我特征的

评价。

2.2 方法

2.2.1 被试 100名本科生（女 67人，M=20.4，SD=
1.08），实验后赠与饼干或巧克力作为回报。

2.2.2 材料 除实验一使用的材料外，另外，编写

两段关于大学生“李明华”的描述，包括其中一个自

变量的两个水平，再编制一张自我特征评价问卷，新

增两个因变量。

2.2.3 设计 采用 2（自我肯定：特征肯定 vs. 没有

肯定）×2（社会比较：上行 vs.下行）双因素被试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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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设计，100名被试随机分配至 4个不同的处理组；

因变量为自我威胁感（使用 3个项目进行测量），自

我特征评价（包括6个人格品质评价，详见程序）；控

制变量：对自我肯定效应的察觉。

2.2.4 程序 自变量自我肯定的操作及自尊水平

的记录方法与实验一完全相同。自变量社会比较的

操作：被试在完成自尊水平测量后，给被试呈现一段

大约半页纸的材料，告知被试这是从某媒体摘下的

一段文字，要求被试认真阅读，实质是给被试一段关

于大学生李明华的描述。其中一段是把李明华描述

成非常聪明、有创造力和有吸引力的人(启动社会上

行比较，威胁信息)，另外一段则是把李明华描述成

不太聪明、没创造力、无吸引力的人（社会下行比较，

非威胁信息），在之后进行自我威胁感评估，包括 3
个项目（例如，“相较于李明华，我感到自己不是那么

优秀。”）。因变量自我特征评价的记录：完成自我威

胁感评估后，告知被试将对他的部分人口学信息进

行统计作为本次调查的基础资料，除了要求被试填

写年龄、性别外，其中还包含了人格特征信息的收

集，要求被试对自己的各项品质进行自我评估（3个
材料相关——智力、吸引力、创造力；3个不相关

——幽默、同情心、浪漫），采用 9点报告法，为了避

免被试做出过于极端的评定产生天花板效应（预实

验发现被试普遍具有过高评分倾向），提示被试1分
为最低分，5分为大学生平均分，9分为满分。前测

（n=30）显示被试对上行比较材料中“李明华”的三

项相关品质评估分数显著高于下行比较（P<
0.001）。实验后询问：要求被试对实验的真实目的

进行猜测，没有人发现实验的真实目的。

2.3 结果与分析

两名被试数据被剔除，其中一名有明显选择倾

向，另一名漏题过多。全部分组数据齐性（Ps>
0.38），每组被试同质，可以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被

试间方差分析。

对自尊均分（α=0.91）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

果与实验 1类似，在自变量自我肯定上差异显著，t

(96)=2.06，P<0.05。特征肯定条件下自尊水平（M=
7.68，SD=1.16）显著高于没有肯定（M=7.15，SD=
1.38），说明特征肯定的操纵是有效的。

对自我威胁感（α=0.83）进行两因素被试间方差

分析。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作用不显著（P=
0.29），自我肯定主效应显著，F（1，94）=4.31，P<
0.05，η2=0.04，社会比较主效应极显著，F（1，94）=
92.41，P<0.001，η2=0.50。进一步多重比较表明，上

行比较（M=5.42，SD=1.24）条件下的自我威胁感显

著高于下行比较 (M=3.14，SD=1.15，P<0.001)，说明

自变量社会比较操纵有效，造成了被试自我威胁感

显著的差异；特征肯定条件下（M=4.03，SD=1.63）自

我威胁感显著小于没有肯定（M=4.52，SD=1.65，P<
0.05），具体结果见图1。

图1 不同社会比较条件下自我肯定对自我威胁感的影响

对材料相关品质（α=0.83）进行两因素被试间方

差分析。社会比较主效应极显著，F（1，94）=13.87，
P<0.001，η2=0.13，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作用显

著，F（1，94）=4.65，P<0.05，η2=0.05，自我肯定主效应

不显著（F<1)。简单效应分析，如图 2，在上行比较

条件下，特征肯定组（M=5.21，SD=1.07）的相关品质

评价分数显著低于没有肯定组（M=5.93，SD=1.30，
P<0.05），在下行比较条件下特征肯定组（M=6.61，
SD=1.22）和没有肯定组（M=6.31，SD=1.11，P>0.36）
差异不显著，说明在上行比较条件下，没有肯定组较

特征肯定组出现了明显的自我提升的动机，特质评

分较高，而特征肯定组，未出现这种倾向。这一点支

持了实验假设，即特征肯定组在面对威胁信息时，更

愿意接受自我贬低，客观地做出评价。不相关品质

的所有主效应、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1)。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采用Muller，Judd和

Yzerbyt的中介分析方法[15]。首先，做相关品质分数

对自我肯定、社会比较及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

作用的回归分析，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作用项

的回归系数显著，t(94)=2.16，P<0.05；接着，做自尊

对自我肯定、社会比较及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

作用的回归分析，自我肯定的回归系数显著，t(94)=
2.06，P<0.05；最后，做相关品质分数对自我肯定、社

会比较、自尊、自我肯定和社会比较交互作用及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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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比较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自尊的回归系数

显著，t(94)=7.17，P<0.001，同时自尊与社会比较交

互作用项的回归系数显著，t(94)=2.69，P<0.01，说明

自尊是自我肯定对相关品质评价的中介变量，同时

自尊对其的中介作用受到了社会比较调节作用的影

响，意味着，自我肯定直接对自尊产生影响，但是自

尊对自我评价的作用受到社会比较的调节，结果支

持了自尊作为特征肯定减少防御机制，影响自我评

价中介因子的观点。

图2 不同社会比较条件下自我

肯定对相关品质评分的影响

自我评价分采用单样本 t检验（与 5分进行比

较，实验中提醒被试 5分为大学生整体平均分），对

于相关品质评分，仅上行比较条件下，自我肯定被试

的自我评估分未达到显著水平（M=5.21，SD=1.07，t<
1），其余均显著高于 5分（ts>3.59）。对于不相关品

质，幽默感 (M=5.81，SD=1.75)、同情 (M=7.03，SD=
1.60)、浪漫（M=5.70，SD=1.75）整体平均分均显著高

于5分（ts>3.98）。结果不仅说明大学生自我评价存

在明显的自我正面偏见，证明超平均效应（better-
than-average effect），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6]，同时也

说明了面对威胁比较信息时，自我肯定使个体的自

我评价更加倾向于客观。

3 总讨论

自我肯定已被证实在多个领域有缓解自我威胁

的作用，如威胁性健康风险信息，社会比较、种族歧

视等 [5，17，18]。本研究为自我肯定具备缓解自我威胁

的效用提供了有力证据。两个实验较好地验证了假

设，如同预期，当个体的优秀品质、积极特质受到自

我肯定时，即时自尊有显著提升，同时在面对同龄优

秀竞争者的上行比较时，相对于没有肯定者，会表现

出自我威胁感的降低，并更为客观地评价自己的部

分品质。

本研究进一步完善了自我评价维护模型[10]，说

明个体特征自我评价系统至少受到两方面影响，一

方面，受参照标准的影响，在上行比较条件下（面对

更优秀的大学生），自我评价整体会低于下行比较

（面对相对平凡的大学生），支持了Tesser的观点；另

一方面，还受自我提升动机的影响，面对威胁性比

较，个体会表现防御反应，产生自我提升的动机，然

而自我特征肯定可能消除了这种倾向，使得上行比

较、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自我评价分数最低、最客

观（接近 5分），这一点是对自我评价维护模型的补

充。

本研究结果还支持了自尊作为特征肯定减少防

御机制、影响自我评价中介因子的观点。证实了采

用提升自尊的肯定自我特质的操纵方法，在人们面

临上行比较、自尊受到威胁时，是一种有效的策略。

这也为日后研究其他可能的潜在中介变量（如，情

绪、自我清晰感）给予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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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感到发热和出汗，在卧床恢复期，被试更易感

到腿部颤抖和不能放松。因此，基于本研究的结果，

可以在航天条件下，有针对性在不同时期对个体进

行有效的生理防护措施，进而提高航天环境下个体

的工作效率。最后，本研究发现，在卧床前被试会害

怕发生不好事前，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因此，在航

天作业前，对个体进行适当的心理干预是必要的。

个体在卧床前会表现出对未来的担忧情绪，在

卧床初期会表现出焦虑情绪的波动，头低位卧床模

拟航天环境可能是更多的是诱发了个体的躯体性焦

虑而非焦虑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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