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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性别大学生在不同类型启动下攻击行为的启动效应。 方法：采用 3×2 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

计，以 161 名大学生为被试，探讨样例启动（商纣王）、类别启动（暴君）、无启动对男女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结果：

①男性的攻击行为水平略高于女性；②样例启动会引起男性攻击行为的对比效应，即极端样例会使男性随后的攻击

行为水平显著降低；而类别启动会引起女性攻击行为的对比效应，抑制女性随后的攻击行为。 结论：不同启动类型对

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攻击行为有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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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im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riming types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undergradu-
ates with different gender. Methods: A sample of 161 undergraduates wer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exemplar priming (King
Shang Zhou), category priming (tyrant), and no priming on the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males and females with a 3×2 be-
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Results: ①Males showed higher aggressive behavior level than females did. ②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male participants primed with the exemplar King Shang Zhou showed lower aggressive
behavior level, with a contrast effect, and so did female participants primed with the category tyrant. Conclusion: Different
priming typ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aggressive behaviors of undergraduates with different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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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是意图伤害他人

的行为，其后果大多是消极的，不仅对被攻击者的情

绪适应 [1]和学业适应 [2]等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对攻

击者自身的发展也极为不利，如较差的同伴关系 [3-

7]、较低的自尊[8]等。
Bekowitz 认为，在人的高级心理加工中，存在一

个知觉—行为联结（perception-behavior link）的核心

机制 [9]，即社会知觉和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着自 动化

的联结，一旦行为知觉在记忆中被自动激活，就会引

起真正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是无意识的。启动法是

对这种无意识行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它

首先用隐晦的方式向被试呈现一类刺激概念， 然后

要求被试进行与启动概念相关的判断或行为任务以

探测启动概念对后继任务的影响[10]。 国内外大多数

研究均证实， 各种攻击性线索均可以提高被试之后

的攻击水平 [11-19]。 例如，Klinesmith 等人以男大学生

为被试，分为两组，一组玩枪支另一组玩儿童玩具，
结果发现， 玩枪支的男生比玩儿童玩具的男生其睾

丸激素有显著上升，攻击行为水平（分配辣酱）也明

显增高[11]。 暴力游戏对个体内外隐攻击性均有显著

影响[12-14]。 例如，Bartholow 等人探讨了暴力游戏对个

体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玩非暴力游戏者相比，暴力

图像引发了玩暴力游戏者的 P300 振幅下降以及在

后继任务中的暴力行为增多[12]。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
暴力图 片 会 启 动 个 体 对 外 群 体 非 人 性 化（infrahu-
manization）的知觉[15]。 Brown 等人则利用刻板印象启

动，发现那些被呈现暴力相关图片的被试，在随后的

情境中给予实验者更高水平的噪音惩罚， 即提高了

随后的攻击行为水平[16]。 Todorov 和 Bargh 则通过综

述指出，在攻击性的启动刺激之后，人们倾向于将模

糊的刺激知觉为更有攻击性， 同时自身也表现出更

具攻击性的行为[17]。 国内研究进一步支持了这些结

论[10，18]。
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 如，

Rhiannon 等人用 “神经心理病人”（neuropsychologi-
cal patient）作为启动材料，降低了被试随后的成就

行为水平[20]。 尽管大量研究都表明，启动刺激会对社

会行为产生同化效应，但也有一些研究提示，当利用

一个极端样例作为启动刺激时， 不仅没有使随后的

社会行为产生同化效应， 相反却 产生了对比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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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 effect）， 即启动刺激反而抑制了被试的行

为。 例如，迟毓凯对样例启动（雷锋）和类别启动（道

德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发现样例

启动组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有所下降， 而类别启

动则能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 即样例启动下

出现了对比效应， 而类别启动则出现了同化效应。
在攻击行为的启动效应研究中，Stapel 等人用“希特

勒”作为样例启动，结果也发现，被试在随后的实验

中表现的更友善，即产生了对比效应[22]。 但这类研究

尚不多见， 同时考察攻击行为启动效应中的同化效

应和对比效应的研究更少。因此，本研究拟采用不同

类型的启动刺激（样例启动和类别启动）探讨攻击行

为的启动效应。
以往许多研究表明， 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身

体攻击水平 [23-26]，但是对于攻击行为的启 动效应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目前尚未得到一致的研究结果，更

鲜有研究关注不同启动效应的性别差异。 如叶茂林

采用偏好判断法研究不同刺激材料影响个体攻击性

的性别差异， 结果发现男生的攻击水平显著高于女

生[27]。 而田媛等人采用攻击图片为启动材料，以词干

补笔测验的方式获得个体的攻击水平，结果却发现，
攻击图片会提高个体的攻击性但并不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28]。 因此，本研究还拟考察不同类型的启动刺

激下，个体的攻击行为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1 方 法

1.1 被试

从某高校抽取 170 人， 剔除 9 名被试的无效数

据， 剩余有效被试 161 人。 其中类别启动/男性 28
人，样例启动/男性 28 人，控制组 /男 性 25 人，类别

启动/女性 29 人，样例启动/女性 24 人，控制组/女性

27 人，年龄均在 19~21 岁之间。
1.2 实验设计

采用 3（启动类 型）×2（性别）两 因 素 被 试 间 设

计，其中启动材料类型分为样例启动（商纣王）、类别

启动（暴君）和控制组三个水平，因变量是被试的攻

击行为水平。
1.3 研究材料及程序

采用小组施测法，由主试按标准程序施测，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启动任务。本研究采用的启动任务改编

自迟毓凯的研究[21]。 以商纣王为样例启动，以暴君为

类别启动。 其中“商纣王”的选择来自于前测。 在前

测中， 要求 40 名大学生对由开放问卷得来的 16 名

暴力人物作攻击水平高低的判断， 从 1 至 7 点量表

中进行选择（1=“一点也不暴力” 7=“非常暴力”），结

果表明，商纣王的得分都是最高的。
该问卷采用 一个写作任 务作为研究 的启动任

务，为掩饰实验的真实目的，在写作任务中首先告知

被试：“这是一项考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创造性活动

差异的研究。在本次调查中，请你按照题目的要求写

一篇短文， 以此来评价你的想象和创造水平。 要求

15 分钟~20 分钟以内，100~200 字。 ”在“商纣王”启

动条件下，要求被试“请先想一下商纣王在你心目中

的样子，以及他在性格举止、生活方式、价值观及外

在表现等方面有什么特征， 并将这 些特征描写 下

来。 ”在“暴君”启动条件下，同样要求被试先想一下

残暴的君主在“性格举止、生活方式、价值观及外在

表现”上有什么特征，然后描写下来。 控制组描写一

个中性场景，“请写一篇关于笔记本电脑的外形、特

征、用途等的短文”。
第二步，攻击行为水平的测量：辣酱分配实验。

本研究采用辣酱分配法[29]这一启动法实验研究范式

来获得被试的攻击行为水平。 辣酱分配法的中心思

想是通过控制一些对攻击产生影响的变量， 让被试

在事先知晓对方不喜欢吃辣的情况下， 分给对方一

定数量的辣酱， 辣酱的重量就代表了要测量的被试

的攻击行为水平。攻击水平越高的个体，其分配的辣

酱数量会越多。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既可以让被试对

个体实施直接、清晰的身体伤害行为，同时最大程度

地减少被试的不舒服， 从而减少伦理道德方面的考

虑。 已有研究证实了辣酱分配法在测量攻击行为研

究中的有效性[30，31]。
实验前由另 一名主试 给 每 位 被 试 分 发 50g 辣

酱、1 个一次性汤匙、一个带盖的纸杯。 告诉被试现

在进行另外一个实验，假称在另外几个教室，几组山

东学生正同时进行一项关于不同地区的人的口味偏

好的调查。根据之前的调查显示，对于大多数山东学

生来说，吃甜时感到最愉悦，吃辣时感到最痛苦，而

对其他味道的喜爱程度介于两者之间。 现在主试要

分别分配给他们酸甜辣咸四种食物来做进一步调查

并请在座被试来协助主试为另一组同学分配食物。
主试要使被试明确，他们这组同学所负责的，是

为另一个教室 A 号组的同学分配辣酱，并使被试清

楚他所分配的辣酱，会随机分配给另一位同学，被试

可以随意舀他们想舀的辣酱数量放入纸杯中， 但对

方需要把所分配的辣酱全部吃掉。 被试在分配好辣

酱后，用盖子把杯口密封好。 该实验完全匿名，主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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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同学并不知道该被试分配了多少辣酱。
辣酱分配完后，被试还将完成一个自编的 “口

味偏好问卷”，来测量被试对辣味的喜爱程度以及平

时吃辣的能力。在该问卷中，首先让被试填写基本信

息，然后要求被试对酸、甜、辣、咸四种口味 8 道题目

进行里克特 9 点量表评定。
主试交代完任务后离开， 几分钟后回来收集辣

酱与问卷。
第三步，漏洞报告。为检验被试对启动任务和随

后行为任务之间的关系是否产生怀疑， 实验结束后

发放意识排查问卷，要求被试回答“是否在刚才的实

验过程中， 意识到这两个实验之间存在相关 （如果

是，请回答他们是如何相关的？ ）”。 回答“是”的被

试数据将被排除。
第四步，辣酱计量。 在所有数据收集完毕后，向

被试致谢，待被试离开后，为防止辣酱挥发，立即用

精密电子称称其重量，并记录下来。
使用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辣味偏好与辣酱分配数量的关系

由于被试对辣味的喜爱程度与忍受力 （即吃辣

能力）不同，可能导致他们分配辣酱的数量不同，因

此，根据辣味偏好问卷的数据，分别对辣酱数量与辣

酱喜爱程度以及辣味耐受力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

示（辣酱分配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附表），辣味喜

爱程度平均数 x=4.80±2.94，r=-0.034，P>0.05， 辣味

耐受力平均数 x=4.04±2.82，r=-0.109，P>0.05， 两者

相关均不显著。因此，以下分析中不再考虑辣味喜好

与耐受力的影响。

附表 各组被试的辣酱分配数量（单位：克；x±s）

2.2 各组被试在辣酱分配量上的差异

以辣酱数量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男、女）×3
（启动类型：样例启动、类别启动、控制组）的单变量

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性别的主效应边 缘显著（F
（1，155）=3.07，P=0.08）， 男性的攻击水平较高于女

性的攻击水平。 启动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P>0.10），
但性别与启 动类型的交 互作用显著 （F （2，155）=
5.74，P<0.01）。 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不同的启

动类型对男生和女生所分配的辣酱数量均有显著影

响 （F（2，78）=3.81，P<0.05；F（2，77）=3.15，P<0.05），
其中样例启动对男生的攻击行为产生了对比效应，
即样例启动下的攻击行为少于控制组（Cohent’d =-
0.49），也 显 著 少 于 类 别 启 动 组（Cohent’d =-0.75），
但类别启动未产生同化效应， 被试其后的攻击水平

与控制组无明显差异（P>0.10）；而样例启动对女生

未产生对比效应， 她们随后的攻击水平与控制组无

显著差异（P>0.10），类别启动也未产生同化效应，相

反，它产生了对比效应，即该组女生随后的攻击行为

水平明显少于控制组（Cohent’d =-0.59）。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攻击行为水平略高于女生，
这与以往关于身体攻击的研究结果 [23-26]是一致的，
进一步说明攻击行为确实存在性别差异， 且很可能

是攻击方式的差异，即男生更倾向于身体攻击，女生

更倾向于言语攻击[23]。
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发现样例启动可以对男生

的攻击行为产生对比效应， 降低了其随后的攻击行

为水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22]相一致。 研究者用社会

比较理论对同化效应和对比效应进行了解释： 类别

启动或者样例启动都会引发人 的无意识的 社会比

较，当类别启动时，启动材料代表了某一类别的典型

特质、共同特质，因此个体会首先思考自己与启动材

料所相似的特质， 进而表现出与该特质相一致的行

为，即同化效应。但是，如果启动材料是一个极端、清

晰的样例时， 则会引起被试思考自己与样例相反的

特质，进而表现出与样例特质不一致的行为，即形成

对比效应[21，32，33]。 当商纣王作为样例启动时，个体首

先将自己与样例进行比较， 由于商纣王在历史上作

为“残暴君王”的形象深入人心，对于普通男大学生

而言， 他们会觉得自己与商纣王的攻击水平相距甚

远，进而得出与样例包含特征相反的结论（即“我不

暴力”），最终出现与样例特质相反的行为（即随后的

攻击水平降低），产生对比效应。
然而，与以往有关研究结果[21]不一致的是，无论

男生女生， 类别启动组都没有产生对攻击行为的同

化效应。研究者认为，启动材料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

通过个体认知来实现的 [16，34，35]，因此如果启动材料并

未激活个体的攻击认知，也无法产生攻击行为。在本

研究中，类别启动组是以“暴君”为启动材料，由于

“暴君”作为一个抽象群体，除了具有“攻击性、残暴、
不友善”等攻击特质外，还可能存在“睿智、大气”等

积极特质。根据在启动任务阶段被试写下的关于“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年 第 21 卷 第 3 期 ·355·



君”的短文发现，被试想象中的暴君除了拥有实验者

的目标特征外，比如 “野蛮、自我中心、暴躁易怒、富

有攻击性”等，还包含“雄才大略、有能力”等特征。因

此，在以“暴君”类别启动材料时，可能并未完全激活

被试头脑中的攻击特质， 导致暴君启动组与控制组

的结果差异不显著， 即被试在随后的实验中没有表

现出更高的攻击水平。 当然， 对此解释尚需未来研

究的检验。
此外，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对于女生而言，不

是样例启动而是类别启动导致了攻击行为的对比效

应，即类别启动下女生的攻击行为明显少于控制组。
这可能与个体经验的性别差异有关， 个体已有的经

验会影响其对启动材料的认识， 继而影响其 行为
[34，35]。 因为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暴君”更多是男性

形象， 相比男生，“暴君” 与女生的生活经验相距更

远，女生很难由“暴君”联想到自己的攻击特质，进而

得出与此类别包含特征相反的结论 （即 “我不暴

力”），最终出现与类别特质相反的行为（即随后的攻

击水平降低），产生对比效应。 这也可能是以往研究

者探讨暴力启动刺激对攻击行为启动效应的影响时

多以男性为被试[11，12]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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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相同情绪价的概念在语义记忆中是相互联

结的， 启动概念的激活将扩散到具有相同情绪价的

概念上， 从而导致情绪一致性的概念相比于情绪不

一致性的概念具有更高的激活水平， 因此目标概念

将会在更短的时间内被加工。
之所以情绪启动效应只出现在短 SOA 情况下，

是因为个体具有“自动”评估情绪性信息的天赋 [6]。
这种评估发生在信息加工的早期阶段， 多个情绪刺

激可以平行加工，且这种加工是快速、无目的、无意

识和高效率的[15]。 那么，为什么在长 SOA 条件下，情

绪启动效应消失了呢？ Hermans 等认为，当 SOA 延

长时，相同情绪价结点的激活作用就消散（dissipate）
了，或者说，情绪性的影响已经被抑制了。也就是说，
长 SOA 条件下的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已经太晚，从

而无法显示出启动刺激对反应的促进作用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短 SOA 条件下，词汇的语义

启动效应和情绪启动效应均显著， 且两者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 这说明， 概念义和情绪义都是词汇的重

要属性，都得到了快速的加工，这支持了 Bower 提出

的连接网络模型，该模型认为，情感结点和认知结点

通过统一的连接网络联系在一起， 情感不是认知活

动的附属物， 而是人们感知和表征世界的重要组成

部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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