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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forgiveness）是心理学界新兴的研究热点

之一，McCullough等人认为宽恕是促使受害者对冒

犯者产生共情的一系列的动机变化过程，该过程使

受害者报复和疏远冒犯者的动机降低而使其善待冒

犯者的动机增强，并促使双方和解 [1]。宽恕的本质

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动机的转变过程 [2]，它是处理人

际伤害的有效方式 [3]，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

会的安全稳定。宽恕有宽恕他人与宽恕自己之分，

二者虽然具有相似的动机转换性质, 但也有明显的

不同。具体而言：①回避对象不同。宽恕他人是回

避冒犯者，而宽恕自己则是回避与冒犯行为相关的

所有刺激；②约束条件不同。一般认为宽恕他人是

没有条件限制的，但宽恕自己会涉及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要努力进行修复且不再进行类似冒犯等；③和

解意义不同。宽恕他人对于冒犯行为而言并非必要

的，但宽恕自己却是自我和谐、恢复心理健康所必需

的[2，4]。因此，分别探讨不同宽恕的影响因素及其机

制是必要的，这对于培养并提高个体的不同宽恕倾

向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以往研究明确

区分并比较二者的并不多见。

在影响宽恕的因素当中，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

是重要的预测因素[5]。自尊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

变量，它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总体感受，是对自我能力

和自我价值的评价性情感体验[6]。Eaton等人的研究

表明冒犯行为首先伤害个体的自我防御系统，自我

评价低及自尊敏感的个体更不易产生宽恕[7]。换言

之，高自尊的个体比低自尊的个体更易宽恕冒犯

者。而且自尊对人际宽恕和自我宽恕都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8]，尤其是对自我宽恕[9]。

就人际关系而言，同伴关系是中学生最重要的

人际关系之一，且同伴的影响逐步超越父母的影响
[10]。同伴关系有同伴地位（包括同伴接纳与同伴拒

绝）和二元友谊两种情况[11]。已有研究发现，儿童的

亲社会行为与同伴接纳呈正相关 [12，13]。因此，作为

亲社会性动机的转变过程，宽恕，尤其是宽恕他人与

同伴关系具有密切关联。研究发现，对好朋友的宽

恕程度会高于对一般同学的宽恕 [14]。Koutsos等人

的研究也表明人际间宽恕是个体因素与人际因素相

互影响的结果[15]。但自我宽恕是否与同伴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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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少有研究涉及。此外，同伴关系和自尊之间也存

在相互影响。一方面，同伴交往经验有利于自尊和

人格的发展，形成并维持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有利于

提升青少年自尊水平[16]。另一方面，高自尊也是抵

制不良同伴关系的保护因素[17]。因此，自尊、同伴接

纳与不同宽恕之间可能存在更为复杂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自尊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变量，它

对个体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不仅会影响到个

体的宽恕倾向，也会影响到其同伴关系状况。而同

伴关系（如同伴接纳）更会影响到对他人的宽恕。更

进一步说，自尊可能会通过影响同伴关系继而影响

个体的宽恕倾向。但自尊、同伴接纳与不同宽恕的

关系可能是不同的，自尊是自我系统的一部分，是个

人变量，而同伴接纳是一种人际变量；宽恕自己更多

涉及自我，而宽恕他人却更多涉及人际关系。因此，

我们假设：①自尊与宽恕自己比自尊与宽恕他人有

更强的关系，而同伴接纳与宽恕他人比它与宽恕自

己有更强关联；②与宽恕自己相比，同伴接纳在自尊

与宽恕他人之间可能有更强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拟

以初中生为被试，检验上述假设，以期为中学生不同

宽恕的培养与提高提供心理学依据和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整群选取某城市两所中学初二各六个班学

生为被试，发放问卷546份，回收534份，剔除无效问

卷后剩余 446份。其中，男生 237人，占 53%；女生

204人，占 46%，5人未报告性别，占 1%。平均年龄

14.73±0.76岁。

1.2 工具

1.2.1 自尊量表 采用由Rosenberg编制，由季富

益、于欣 [18]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该量表由 5个

正向计分和 5个反向计分的条目组成，4点评分，分

值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根据有关建议，由于文化差

异问题，在使用本量表时，将题目8删去[19]。该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1.2.2 同伴关系问卷 采用邹泓[20]修订的同伴关系

量表，包括 3个分量表共 30 个项目，分别为同伴接

纳分量表和交往恐惧分量表、自卑分量表。本研究

仅采用同伴接纳分量表，共20个项目，4 点计分，分

数越高，同伴接纳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同伴接纳分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1.2.3 Hearland 宽恕量表 该量表由 Hearland 编

制，由王金霞改编[21]，共24个项目，分为宽恕他人和

宽恕自己两个维度，各12道题目，里克特7级评分，

得分越高，则越容易宽恕他人或自己。

1.3 统计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团体施

测，填写完毕后当场回收问卷。全部数据采用

SPSS16.0进行统计处理。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自尊、同伴接纳与不同宽恕之间的相关都达到

显著水平，但自尊与宽恕自己比它与宽恕他人有更

高相关，Z=2.55，P=0.01；而同伴接纳与两种宽恕的

相关无明显差异，Z=0.16，P>0.05。见表1。
表1 自尊水平、同伴接纳与不同宽恕的相关（N=446）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同伴接纳在自尊水平与宽恕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2.2 自尊、同伴接纳对宽恕的预测作用以及同伴

接纳的中介作用

为检验同伴接纳在自尊与宽恕之间所起的中介

作用，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等人的建议依次进行回归

分析，所建各变量间的回归方程为：（1）Y=cX；（2）
M=aX；（3）Y=c’X+bM（其中Y代表因变量宽恕，X代

表自变量自尊水平，M代表中介变量同伴接纳），对

相应的系数a，b，c，c’进行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中介

效应。表2汇合了三个方程的检验结果。

结果发现，在宽恕自己和总的宽恕中，回归系数

a, b, c和 c’均显著，但 c’比 c有较明显的下降，说明

同伴接纳在自尊和宽恕自己、总的宽恕之间均起到

自尊水平

同伴接纳

宽恕自己

宽恕他人

宽恕

M
26.97
63.74
50.22
54.64

104.85

SD
4.16
8.90
9.03
9.83

15.03

自尊水平

—

0.39***
0.33***
0.17***
0.31***

同伴接纳

—

0.27***
0.26***
0.34***

宽恕自己

—

0.27***
0.78***

宽恕他人

—

0.82***

宽恕

—

结果变量
宽恕自己

宽恕他人

宽恕

标准化回归方程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Y=0.33X
M=0.39X
Y=0.26X

0.17M
Y=0.17X
M=0.39X
Y=0.08X

0.23M
Y=0.31X
M=0.39X
Y=0.21X

0.26M

回归系数检验

SE=0.10
SE=0.09
SE=0.10
SE=0.05
SE=0.11
SE=0.09
SE=0.12
SE=0.06
SE=0.16
SE=0.09
SE=0.17
SE=0.08

t=7.30***
t=9.00***
t=5.40***
t=3.56***
t=3.59***
t=9.00***
t=1.53
t=4.72***
t=6.78***
t=9.00***
t=4.31***
t=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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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在宽恕自己中，中介效应与总

效应之比为 0.39 × 0.17/(0.26 + 0.39 × 0.17) × 100%=
20.32%，而直接效应高达79.68%；在总宽恕中，中介

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 0.39×0.26/(0.21+0.39×0.26)×
100%=32.56%，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7.44%。而在

宽恕他人中，回归系数 a，b，c显著，但 c’不显著，说

明同伴接纳在自尊与宽恕他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自尊与同伴接纳、两种宽恕之间两

两相关均非常显著。这与假设相一致，说明自尊水

平越高，越容易宽恕自己或他人[8]，也更可能被同伴

所接纳。同样，越受同伴接纳的个体其亲社会行为

水平越高[22]。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宽恕自己比宽恕

他人与自尊有更高相关而两种宽恕与同伴接纳相关

程度类似，这部分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可能与我国

特殊的文化背景——更多人际取向有关。

中介作用的分析结果支持本研究假设，同伴接

纳在自尊水平和宽恕自己以及总的宽恕倾向之间仅

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在自尊水平与宽恕他人之间却

起完全中介作用。同伴关系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具

有成人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和重要适应价值，研究

普遍支持了亲社会行为与同伴接纳相关，而攻击或

破坏行为与同伴拒绝相关的假设[20]。但宽恕作为一

种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它所指向的对象（自己或

他人）不同，也导致了自尊和同伴接纳的作用不同。

同伴接纳是同伴关系的重要指标，在我国文化背景

下个体可能无论对谁的宽恕都受到人际关系好坏的

影响。但自尊不同，它是自我系统的一部分，对自我

宽恕的影响显然大于对他人宽恕的影响，尽管它也

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宽恕，但更多地是通过对同伴

关系的影响间接影响这种宽恕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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