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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比年轻人在美德和非美德情境下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内隐态度。 方法：情感错误归因程序（AMP），
是一种新近发展出来的内隐态度研究范式。 这种方法以投射为基本原理。 实验在经典 AMP 的基础上增加了情境因

素并作了适合使用中文的被试的修改。 结果：情境主效应不显著，年龄主效应显著，两者交互作用不显著。 老年启动

与中性启动差异不显著。 结论：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内隐态度比对年轻人的更消极。 同时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内隐态度

与对中性词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内隐态度其实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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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young participants’ implicit attitude to the youths and the olds in the virtue sit-
uation and none virtue situation. Methods: Affect misattribution procedure(AMP) w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MP was projection. This experiment added the situation factor to the classic AMP, and revised the AMP to
adapt the Chinese participants. Results: The situation main factor wasn’t significant, the age main factor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factors wasn’t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of the young participants’ attitude to the olds and
to the neutral prime wa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Participants’ implicit to the olds was more negative than to the
youths. And the implicit attitude difference between to the olds and to the neutral words wasn’t significant, which implies
that participants’ implicit attitude to the olds was ne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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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的许多研究都认为人们对老年人的印

象比对年轻人的印象更消极， 但最近的一些从情境

角度出发的研究却有了新发现，如 Casper 等发现人

们对老年人的内隐态度取决于情境 [1]，而 Scherer 和

Lambert[2]在典型的情感错误归因程序（affect misat-
tribution procedure，简称 AMP）中加入了情境因素发

现，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其实是中性的。 而 Fiske 等

人构建出来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 发现人们对他人的刻板印象是由热情

（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这两个核心维度上的

评价组合决定的。 每个核心维度都包含一簇相关的

刻板印象具体特征。 老年人被认为是相对热情友好

但不能干的，他们能够被喜欢但是不值得敬佩 [3-6]。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站在他人

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会增强，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愿

意为他人着想，更温暖，更善良、乐于助人[7-10]。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假设人们对老年人

的态度是全面的，既有友好、善良的一面，也有衰弱、

迟缓的一面。也就是说，某些情境会激活人们对老年

人负面的内隐态度， 而另外一些情境会激活人们对

老年人温暖、友善的正面态度。因此本研究选取美德

情境来对比人们对“年老”和“年轻”的内隐态度。 实

验假设人们在美德情境下对老年人的态度更积极一

些。 此外美德情境也可能引发被试“尊老爱幼”、“孝

顺”等联想，从这个角度来说，被试也有可能对“老

年”有更好的内隐态度。

1 实验方法

采用 Paney 等人提出的 AMP 范式 [11]，这种范式

依据投射的原理， 假定人们看到愉快的刺激物就会

被激发愉快感受， 从而倾向于对接下来呈现的无意

义目标物更多判断为积极。 因此可以从被试对目标

刺激的判断积极与否推断他们对启动刺激的态度。
如果被试对目标刺激作出更多“好”的判断，说明他

们对启动刺激的态度更积极。 典型的 AMP 流程是：
首先向被试呈现启动图片， 然后呈现一幅对西方被

试来说毫无意义的中文字图片即目标图片， 这两者

之间一般会设置 100 毫秒左右的间隔。 最后是一副

灰方块图片掩盖住中文字图片。 被试的任务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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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呈现之后尽可能快地通过按键来判断中文

字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每个测试（trial）的

流程见附图。 AMP 范式已经被 Payne 和其他研究者

证明对喜爱或厌恶的评价性刺激有良好的敏感性和

稳定性[12-14]。
本实验采用的 AMP 的流程是这样的，先在电脑

屏幕上呈现“年老”、“年轻”、美德词或非美德词之一

75 毫秒作为启动刺激， 接下来是 100 毫秒白屏，然

后呈现梵文图片（对我国被试来说是无意义的）作为

目标刺激。 梵文图片呈现 100 毫秒即被黑白花纹图

片掩蔽， 这时请被试按键判断刚看到的梵文图片是

好的还是坏的。 根据被试做出“好”选择的比例确定

他们对老年人的印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情境因素的设置。 所有的启

动词，包括“年老”、“年轻”、美德词和非美德词都作

为启动做成与附图过程一致的测试。 全部测试被分

成美德情境组和非美德情境组。 美德情境组包含美

德、“年老”、“年轻”三种启动测试，非美德情境组包

含非美德、“年老”、“年轻”三种启动测试。 被试也被

随机分成两组， 参与美德情境组或非美德情境组之

一。这样被试所看到的年老和年轻测试都混合、镶嵌

在美德或非美德测试中， 也就是说老年测试和年轻

测试分别出现在美德和非美德情境中， 每组包含情

境启动测试（美德或非美德词启动）和人物启动测试

（“年老”或“年轻”启动）各半。 具体情境设置及材料

分配见表 1。
实验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2（启动年龄因素，分

为年老、年轻两水平，组内设计），2（情境因素，分为

美德、非美德两水平，组间设计）。

启动刺激 白 屏 目标刺激 掩蔽图片

75ms 100ms 100ms 被试反应

附图 AMP 测试流程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请被试（年老、年轻大约各半）写下自己心目中

的美德词。 从中筛选出来 8 个能普遍代表人们心中

“美德”概念的词，用这些词来表现美德情境。还从词

表中选取了 8 个在词频、笔画、词性方面与美德词匹

配的非美德词。先呈现美德词、非美德词或者“年老”
和“年轻”之一，然后呈现一幅梵文图片，被试的任务

是按键判断梵文是好的还是坏的。
表现美德情境的是 8 个与美德有关的词汇，如

善良、诚实、宽容、谦虚等。另有 8 个与美德无关的匹

配词汇，如电影、包裹、屋子。 每个词出现 4 次。 一共

64×2 个测试。
实验在计算机房进行。 电脑型号为 Lenovo 启天

M690E，主频 2.8Mhz。 液晶显示器，刷新率 13ms。 使

用 E-prime2.0 软件编写实验程序，并进行初步的数

据筛选。

表 1 情境实验材料设置

1.2 被试

共有 50 名被试参与实验， 包括某大学的本科

生、研究生和部分参与培训的学员。17 名男生，33 名

女生，平均年龄 23.3 岁。
1.3 实验程序

请被试坐在计算机前，目光平视显示器，视距大

约 0.6 米。 指导语为“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实验！ 实

验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出现一个红色“+”注视点，
提醒你开始实验，并集中注视电脑屏幕中央。接着会

出现一些词，这些词只是提示信号。然后出现一个外

国文字，最后会出现一个花纹图片。请凭直觉从美学

角度判断外国文字是“好”还是“坏”，并在呈现花纹

图 片 时 尽 可 能 快 地 按 键 做 出 反 应，“好”按“F”键，
“坏”按“J”键。呈现时间很短，请你集中注意，又快又

准地做出判断 （F=“好”；J=“坏”）。 明白上述指导语

后，请你坐好，将手指放到键盘上的“F”、“J”键上，做

好准备后按下“space（空格）”键，开始练习。 ”其中

“判断外国文字是‘好’还是‘坏’”用红色大字体突出

显示。 “F”、“J”键对称平衡，并且在相应按键上贴了

“好”、“坏”提示。
实验结束给被试小礼物和简单解释。

2 结 果

共收集数据 50 份，剔除 3 份全部作出积极反应

的数据[11]，共有 47 份数据进入统计。

考虑到被试性别可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响，

因此分析时把被试性别也作为一个组间变量进行分

析， 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三因素方差分析 （启动年

龄、情境和被试性别）。 结果表明启动年龄主效应显

著，被试对年轻启动的积极判断比例（平均 68.2%）

显著高于年老启动（平均 47.7%）。 情境主效应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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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情境与启动年龄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被试性别主

效应显著， 总体来说女生无论对老年启动还是对年

轻启动都作出了更积极的判断 61.2%(男生 47.7%)。
其他所有与被试性别有关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表 2 方差分析结果

由于采用了组间设计， 因此可以把非美德组的

数据作为一个单独的单因素重复测量实验 （启动因

素可分为三个水平，非美德词、“年老”和“年轻”）来

分析。对比非美德词与“年老”、“年轻”后面的积极判

断比例，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启动效

应显著（F=3.692，P=0.035）。 继续用 t 检验进行两两

比较，结果表明“年轻”启动得到的积极比例(68.1%)
显著高于非美德词启动 （54.8%），t=2.450，P=0.025，
“年轻”启动得到的积极比例与“年老”启动得到的积

极比例（42.1%）差异边缘显著，t=2.026，P=0.058。“年

老” 启动与非美德词启动得到的积极比例差异不显

著，t=1.413，P=0.175。
对比美德词启动和非美德词启动的积极判断比

例，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美德词启动的积极判断比

例 70.0%与非美德词启动的积极判断比例 56.9%差

异达到边缘显著（F=3.905，P=0.05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情境效应不显著，被试无论在

美德情境还是非美德情境下都对年轻启动表现出更

明确的内隐偏好。虽然近期有很多研究认为，即使是

内隐的社会认知过程，如自动的偏见、刻板印象等过

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灵活性， 会随着一些内外部因

素的变化而改变 [15-17]，但本实验的结果更倾向于 支

持偏见、 刻板印象或称类属化思维这样的过程属于

自动化加工， 人们遇到特定的刺激就一定会激发相

应的情感，这种过程的无需意识努力，带有必然性的

观点[18-20]。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提出了联想-命题评

价模型 （Associative-propositional Evaluation， 简称

APE）， 这个模型解释了内隐外显态度差异的原因，
他们认为内隐和外显态度有各自不同的潜在心理过

程：内隐态度基于联想加工，外显态度则基于命题加

工。 这种内在加工过程的不同导致了内隐外显态度

的 分 离 以 及 内 隐 外 显 态 度 改 变 模 式 的 差 异 。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认为，内隐态度的潜在心

理机制联想加工是独立于主观对错的， 只要人们受

到 相 关 刺 激 就 会 自 动 激 活 评 价 性 联 想（Associative
evaluations）， 这 是 一 种 自 动 化 情 感 反 应（automatic
affective reactions）。 也就是说，不管人们认为这一评

价是否正确，这种过程都会激活，“好”或“不好”，“喜

爱”或“厌恶”的情感自动产生。本实验的基本原理在

于投射，并且要求被试作出“好”或“不好”的判断，这

些都更接近“自动化情感反应”的本质。
而在 Casper 等对自动刻板印象激活的情境 依

赖性研究中，把人物类别（如“men”）置于特定的情

境中(如“ax”图片)，使用词汇判断任务探索被试对刻

板印象特征词（如“strong”）的激活，结果发现匹配的

情境、类别（ax+men）能显著加速特征目标词（strong）
的激活。 但如果人物类别和情境不匹配则不会产生

这种刻板印象特征词的加速效应。 以联想-命题评

价模型的角度看， 这种实验任务的设置似乎更接近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所 描 述 的 模 式 激 活（pat-
tern activation）———指 先前存 在 的 联 想 结 构 和 特 定

的外部刺激输入设置二者之间的吻合性决定了记忆

中特定联想的激活。例如，由刺激物“篮球”和“体育”
激活的联想模式可能包含“弹跳”概念，而不包含“漂

浮”之类的概念，而由刺激物“篮球”和“水”激活的联

想模式就可能含有“漂浮”之类的概念而不含“弹跳”
之类的概念。 尽管“篮球”在记忆中同时与“漂浮”和

“弹跳”联系。
虽然模式激 活被 Gawronski 和 Bodenhausen 描

述成内隐态度的加工方式 [25，26]，但 Casper 等的实验

任务实际上这是一种阈上的， 语义联系的激活、加

工。 而本实验则以投射为基本原理探索被试在美德

与非美德情境下对“年老”这一概念的好恶。 无论是

投射的原理，还是“好”与“不好”的判断实质上都是

一种情感的反应。 这与 Casper 等人从语义联系的激

活是截然不同的。 或许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本实验

与 Casper 等人实验结果在情境方面的差异。
结合对非美德组数据的统计分析可发现， 被试

对年轻这一概念表现出强大的内隐偏爱，“年轻”启

动得到的积极比例远远高于中性的非美德词启动和

“年老”启动。 而“年老”启动与非美德词启动的对比

也可以说明，至少是在本实验中，年轻被试对老年人

的内隐态度其实是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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