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年 第23卷 第2期

内隐攻击性是伴随着内隐社会认知（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这一概念提出的。一系列内隐社会

认知方面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攻击性有着更强的内

隐性，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表现为外显的攻

击行为；人类在有意识状态下的外显攻击性和在无

意识状态下的内隐攻击性存在显著差异[1]。启动法

是研究内隐攻击性的一个主要方法。诸多研究显

示，内隐攻击性能够被当前刺激或过去经验所启动，

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知觉、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2-4]。

在诸多有关攻击的理论中，挫折-攻击理论自

提出以来就一直被学者们或验证或修正着，被认为

是影响最大的攻击理论。Dollard 等最先提出挫折-
攻击理论，认为攻击是挫折的结果，“攻击行为的发

生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前提，而且挫折的存在总是

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5] 。这一理论后来被Berkow⁃
itz提出的线索-唤醒理论所修正，认为挫折并不直

接导致攻击行为的发生，只是为攻击的产生提供了

情绪上的准备 [6]。尽管具体观点有明显差异，但都

同意挫折是引发个体攻击性的关键因素，并得到了

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7]。但是，这里的“攻击”主要

是指意识状态下的外显攻击行为，无意识状态下的

内隐攻击性是否同样如此？

挫折作为一种针对自我的深层心理威胁，由挫

折情境直接引发 [8]。挫折情境很多时候被等同于

“失败情境”，Hybl和 Stagner甚至将之操作定义为

“完成一两次较容易任务之后，再接受一次必然失败

的任务”[9]。挫折-攻击理论强调挫折对攻击的决定

作用，也就意味着挫折情境可能是有效启动攻击性

的因素。一项针对儿童挫折的经典实验显示，如果

个体在实现实验目标的过程中受挫，其攻击反应将

会增加，而且受挫出现的时机与目标实现越近，个体

的挫折感越强，引发攻击性的几率就越大[10]。

然而，挫折情境并不必然导致攻击性的增加，却

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能否定挫折情境对攻

击性的重要影响，更合理的推断是个体攻击性的启

动除了受挫折情境的影响，还会受个体自身的因素

影响，如心理弹性。刘轩和高正亮在研究影响大学

生攻击行为的因素时发现，在心理弹性各个维度上，

高攻击组的大学生得分显著低于低攻击组[11]。心理

弹性（resilience）是个体从消极经历中恢复过来，并

且灵活地适应外界多变环境的能力；遭遇逆境和成

功应对是其核心要素 [12-14]。因此，攻击行为可能受

到挫折情境和心理弹性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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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挫折-侵犯理论框架下，采用启动实

验考察挫折情境对不同心理弹性大学生内隐攻击性

的影响，以探讨个体内隐攻击性的启动机制，从而为

攻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湖南省株洲市某普通高校随机选取254名普通

大学生为被试，按心理弹性得分高低选取前 20%和

后20%为实验对象。实际参加实验的被试为80人，

男 54人，女 26人，平均年龄 19.7±1.3岁。视力或矫

正视力正常，色觉正常。高心理弹性 46名（80.13±
6.75），低心理弹性 34名（46.87±6.34），两组心理弹

性分数差异显著（t=19.02，P<0.01）。
1.2 实验设计

采用 2（挫折情境：有、无）×2（心理弹性：高、

低）×2（词汇：攻击性、非攻击性）的混合实验设计。

心理弹性为被试间设计，挫折情境和词汇为被试内

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词汇颜色命名的反应时。

1.3 材料

1.3.1 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
silience scale，CD-RISC） 由肖楠和张建新翻译并

修订[15]。该量表共有25个项目，5点计分，修订为中

文版之后包括3个因子：坚韧、力量和乐观。

1.3.2 挫折情境线索材料 根据Hybl和 Stagner对
挫折的操作定义设计挫折情境。具体做法为，用电

脑程序设计一个简单的猜字游戏，被试连续猜中三

次视为成功。猜字游戏的前两次非常容易，均能成

功，但第三个字谜被试无论如何反应，电脑都反馈为

失败。预实验就该材料的有效性进行了考察。随机

抽取长沙某高校的普通大学生30名，在经历挫折情

境之前填写一份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自评卡，之后

再填写一次。结果显示，挫折后的积极情绪自评分

数显著低于挫折前（t=3.94，P<0.01），挫折后的消极

情绪显著高于挫折前（t=-2.39，P<0.05）。
1.3.3 启动 stroop任务程序 启动Stroop任务结合

了启动任务和 stoop任务的特征。研究者假设，如果

目标刺激和启动刺激具有评价上的联系，那么个体

反应的快慢就能反映个体的内隐态度[16]。首先参考

孙连荣在研究中所用词汇[17]，选取10个攻击词和10
个非攻击性词，控制词频差小于10%，将2类词汇分

别用红、蓝两种颜色匹配产生共40个图片形式词材

料，然后采用E-prime2.0软件编写实验程序。本实

验的指导语为：“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实验！本研究

是一个词语颜色快速辨认的实验。屏幕上将会出现

字数为两个字的词语，请你判断屏幕上词语的颜色

是红色还是蓝色。若是红色请快速按F键；若是蓝

色请快速按 J键。”被试先完成40次词语颜色判断反

应，然后插入字谜游戏以制造挫折情境，指导语为：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个有关思维灵活性的测验。

当在电脑屏幕上出现一个红色的‘+’号注视点时，

你就准备开始实验。然后将会出现 3个字谜题目，

每个题目有备选答案‘F’和‘J’，请你判断这个题目

的答案是哪一个，全部答对就算任务成功，将获得额

外礼物。”字谜游戏实验完成后，被试被要求再次完

成 40次的词语颜色判断。为了确保被试能正确理

解指导语，并熟悉按键，在正式实验之前先练习 20
次，并设置在练习结束之后的正确率下限高于0.9则
可继续进行后续的正式实验。实验程序记录指标为

被试判断的正确率及反应时。

1.4 研究过程

先向 254名普通大学生发放CD-RISC，然后计

算总分并从高到低排序，选取分数前 20%的为高心

理弹性组和后 20%的为低心理弹性组，参与正式实

验。但由于各种原因，如期末考试、回家等，最后参

加实验的高心理弹性组46人，低心理弹性组34人。

以单独施测的方式引导被试完成情绪 stroop任务。

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解释实验目的，并给予一定的酬

劳和致歉。采用SPSS15.0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

2 结 果

先对实验结果进行筛选处理，正确率为 90%以

上的数据为有效数据，并按Greenwald提出的统计方

法将反应时大于 3000毫秒的以 3000毫秒计，小于

300毫秒的以 300毫秒计。然后用 SPSS15.0对实验

前后，高低心理弹性组对攻击性词汇和非攻击性词

汇颜色命名的反应时进行描述统计（如表1）和2×2×
2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词性和心理弹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F（1，78）=9.68，P<0.05；挫折情境、

词性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78）=5.08，P<
0.05；其他均不显著。

表1 高低心理弹性组实验前后攻击性

和非攻击性词汇反应时（M±SD；n=80）

挫折前

挫折后

词性

攻击词汇

非攻击词汇

攻击词汇

非攻击词汇

高心理弹性组

549.55±113.54
562.79±128.00
532.00±110.89
549.28±105.27

低心理弹性组

547.29±125.00
562.33±114.15
593.05±118.23
568.45±1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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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挫折情境和心理弹性对攻击词反应时的交互作用

图2 挫折情境下词汇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

分别固定一个因素中的一个水平进行两两分析

得出如下结果：固定词性因素中的攻击性词汇，对挫

折情境和心理弹性进行两两分析得出，挫折情境的

主效应边缘显著 F(1，78）=3.42，P<0.1，表示对攻击

性词汇颜色命名的反应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挫折情

境的影响；挫折情境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
（1，78）=17.21，P<0.01（如图1）。固定词性因素中的

非攻击性词汇，对挫折情境和心理弹性进行两两分

析显示，挫折情境的主效应以及挫折情境和心理弹

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固定挫折情境因素中的挫

折前水平，对词性和心理弹性进行两两分析得出，词

性的主效应以及词性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均不显

著。固定挫折情境因素中的挫折后水平，对词性和

心理弹性进行两两分析得出，词性的主效应不显著，

但词性和心理弹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1，78）=6.25，
P<0.05（图2）。

由于在固定词性因素中的攻击性词汇水平，对

挫折情境和心理弹性进行两两分析时两者交互作用

显著，因此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高心

理弹性组中，挫折情境的简单效应边缘显著，F（1，
45）=3.27，P<0.1，表示挫折情境对高心理弹性组的

内隐攻击性有一定的启动效应；低心理弹性组中，挫

折情境的简单效应非常显著，F（1，33）=14.65，P<

0.01，表示挫折情境对低心理弹性组的内隐攻击性

有非常显著的启动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挫折情境、心理弹性、词性三

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固定攻击性词性水平后进

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心理弹性组中挫折情

境的简单效应边缘显著，即挫折情境对高心理弹性

组内隐攻击性有一定的启动效应，而低心理弹性组

中挫折情境的简单效应非常显著，即挫折情境对低

心理弹性组内隐攻击性的启动效应非常明显。可

见，挫折情境对内隐攻击性的启动效应受个体心理

弹性水平的影响。心理弹性被认为在人们的压力危

机反应中起着决定作用 [18]。Fredrickson等人报告，

在经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参与调查的大学生

被试在感受到消极（比如，愤怒、悲伤、恼怒等）的同

时，也体验到积极情绪（比如，愉快乐观、自信等），并

且高心理弹性比低心理弹性的被试体验到更多的积

极情绪[19]。这说明当个体遭受挫折时会因为心理弹

性水平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情绪唤醒和准备，低心理

弹性水平的个体更容易激发愤怒等消极情绪而成为

一种攻击的内在可能性。

因此，与其说是挫折经历引发了外显攻击行为，

不如说是启动了内隐攻击性，即挫折仅仅是为个体

的外显攻击行为做了一些内在准备，其准备程度与

个体本身的心理弹性水平密切相关。而挫折-攻击

理论则将挫折和攻击之间的关系过分简单化了，这

种过分简单化使之一方面因其内在的合理性而具有

极强的生命力，促使众多学者继承和发展它，另一方

面又因其无法对各种例外情况自圆其说而遭受无数

批评。显然，本研究引入内隐攻击性的视角和心理

弹性的概念对于更准确更合理地解释二者之间的关

系是有价值的。这一研究结果还意味着，个体遭受

挫折后攻击反应的核心环节既不在于挫折情境，也

不在于攻击行为，而在于其内隐攻击性的启动，但内

隐攻击性的启动程度又受心理弹性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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