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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体验式和分析式自我关注模式对高、低社交焦虑个体情绪、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为社交焦虑个

体的临床干预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通过创设实验室预期焦虑情景，引发高、低社交焦虑个体的焦虑情绪，并进一步

通过不同指导语引导焦虑个体形成体验式或分析式自我关注模式，分析社交焦虑个体在两种自我关注模式下，情绪

和负性自我评价的差异。 结果：①两种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下，高、低社交焦虑个体焦虑情绪没有显著差异；②不同

的自我关注模式对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仅限于高社交焦虑组。 结论：对社交焦虑个体而言，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具

有不同的功能属性，体验式自我关注是适应性的，而分析式自我关注是非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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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wo distinct modes of self-focused attention on emotion and global neg-
ative self-judgment in social anxiety. Methods: The study arranges social contexts to trigger anxiety, and divide subjects
into analytical self-focus or experiential self-focus condition respectively through instruction, investigate the emotion and
global negative self-judgment. Results: The research ①found that analytical and experiential self-focus did not differ in
their effects on anxious mood; ②analytical and experiential self-focu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emotion and global
negative self-judgment only in high socially anxiety. Conclusion: The functions of the two modes are different, and the
experiential self-focus is adaptive, the analytical self-focus is non-ad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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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关注是指人的注意指向内部、 与自我相关

的方面，如对自己的生理唤醒、行为、想法、外貌的注

意；而不是指向外部、与自我无关的方面，如对他人、
手头任务或者环境的注意。 成功的社会交往需要自

我注意和外部注意的平衡。 高度的自我关注会使个

体中断对环境信息和外部任务的加工， 影响个体有

效的问题解决过程[1]。
Teasdale 最早将自我关注分为分析式自我关注

和体验式自我关注。 前者指分析性地思考个人感受

（症状、体验）的意义和结果，以评价性为特点；后者

指直接将注意集中在个人感受上， 以当下具体的体

验过程为特点 [2]。 Watkins 和 Teasdale 认为，体验式

自我关注降低了个体的概括化记忆， 因此更具适应

性，特别是在对负性自我经验进行加工时[3]。
对于社交焦虑个体来说， 自我关注是维持其不

良症状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自我关注可以预测社

交焦虑水平的提高和较高的负性自我评价 [4]。 Wells
和 Clark 提出焦虑个体存在 “预先激活的自我关注

加 工 模 式 ” （pre -activated self -focused processing
mode），使得他们在进入社交情景前（预期沉 浸）和

离开社交情景后（事后沉浸）都 会 变 得 高 度 自我关

注[5]。 在 Hope 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实验者挑选出高、
低社交焦虑个体，让他们以日记的方式，记录每天在

与人交往时内心的想法。 通过对日记做内容分析发

现，高社交焦虑个体的想法更多是聚焦自我的，表明

高社交焦虑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自

我关注倾向 [6]。 Rime 和 Watkins 研究发现分析性自

我关注提高了抑郁个体的负性自我评价， 而体验性

自我关注没有对负性自我评价产生显著影响。
目前， 对社交焦虑患者的临床治疗主要集中于

不合理的认知图式， 而自我关注对启动认知图式起

关键作用。 本研究采用了新的研究工具测量两种自

我关注模式下，高、低社交焦虑个体的情绪、负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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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评价的变化， 旨在探讨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的适

应性功能和非适应性功能。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华中师范大学本科生中发放 250 份惧怕否定

评价简明量表（FNE），回收 188 份。 取 FNE 总分中

前 25%（FNE>41）和后 25%（FNE<30），分别作为高、
低社交焦虑组。 其中高社交焦虑组 47 人，低社交焦

虑组 45 人。 最终通过电话或邮件的方式联系到 57
名被试参加本研究。 其中高社交焦虑组共 29 人，低

社交焦虑组共 28 人，均为女性。 被试被随机分配到

体验式和分析式自我关注实验条件下。
1.2 测量工具

1.2.1 惧怕否定评价简明量表 含 12 个条目，5 级

评分（1=与我完全不相符，5=与我及其相符），分值

越高，表明对他人的评价越担忧。
1.2.2 自我关注操作任务 Watkins 和 Teasdale 在

Nolen-Hoeksema 45 条目的反刍（rumination）反应任

务的基础上， 重新改编成的共 28 个条目的分析式、
体验式自我关注注意操作任务。在两种操作条件下，
呈现给被试相同的条目，但附以不同的指导语，引导

被试形成两种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 分析式自我关

注指导语：“接下来的几分钟， 电脑屏幕上会呈现几

组题目。 请从每组题目中选择 1-2 个你感兴趣的题

进行回忆和思考。思考时请关注每句话的原因（为什

么）和后果（如果...持续下去，会怎样），并将答案简

要写在旁边的空白纸上。一组题目呈现一段时间后，
屏幕会自动跳转到下一组。请按照同样的方法，继续

作答，直到屏幕提示你题目呈现完毕。 ” 体验式自我

关注指导语：“接下来的几分钟， 电脑屏幕上会呈现

几组句子。 请从每组题目中选择 1-2 个你感兴趣的

句子，让自己用全身心去想象和感受这些句子。在心

里用一些短语、意象或词汇描述你的感觉，并将感觉

内容简要记在旁边的空白纸上。 一组题目呈现一段

时间后，屏幕会自动跳转到下一组上。请按照同样的

方法，继续作答，直到屏幕提示你题目呈现完毕。 ”
1.2.3 情绪报告量表 采用 Rimes 和 Watkins 编制

的 4 条目的情绪报告量表。含抑郁、悲伤、焦虑、不高

兴 4 种情绪。 量表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visual ana-
logue scale）的形式呈现。
1.2.4 负性自我评价量表 采用 Rimes 和 Watkins
从《抑郁状态自评量表之负性自我毁损量表》（nega-
tive self-devaluation scale of depressed states check-

list）中摘取的无价值感、无胜任力、不受欢迎和不被

接纳 4 个条目， 测量被试负性自我评价水平。 其中

“无价值感/无胜任力” 构成与自主倾向有关的负性

自我评价；而“不受欢迎/不被接纳”构成与社会依赖

倾向有关的负性自我评价。
1.2.5 任务反馈表 为了检验自我关注操作任务的

有效性，在实验完成后，要求被试完成 4 个项目的任

务反馈表，四个项目包括三个方面：分析性成分、聚

焦自我的程度、任务难度。
1.3 实验设计

采用 2×2 的组间设计。 自变量 为社交焦虑 水

平：分为高、低社交焦虑组；自我关注模式：体验式和

分析式。 因变量包括两个：①焦虑情绪；②负性自我

评价。
1.4 实验程序

（1）情绪前测：实验前，主试告知被试“现在让自

己保持平静，什么也不要想，可以做几个深呼吸让自

己平静下来。 ”1 分钟后，请被试填写情绪报告量表。

（2）设置预期焦虑情景，诱发状态焦虑：为激发

被试的预期焦虑，在实验前告知每位被试：待实验结

束后，每个人需要发表一段演讲。 演讲题目是在 E-
prime 中事先设定好的，每位同学抽到的演讲题目都

相同。在本实验中，演讲题目设置为：“请谈谈你对低

调做人、高调做事的看法。 ”这样安排的目的是确保

预期演讲的真实性。

（3）填写情绪报告量表和负性自我评价量表。

（4）引导体验式和分析式两种自我关注模式：两

种自我关注任务除了指导语不同，内容都一样，通过

E-prime 呈现。 每一屏幕呈现 4 个题目，平均呈现时

间为 43000ms， 被试可以任意选择 4 个题目中 1-2
个感兴趣的题目，进行思考或感受。 同时，为了尽可

能避免被试分心， 要求被试将内容简要记在旁边的

空白纸上。
（5）再次填写情绪报告量表和负性自我评价量

表。
（6）完成 5 分钟的 Thought-Listing 任务。
（7）填写任务反馈表。

2 结 果

2.1 两种实验条件的基线水平检验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种实验条件下（分析式

和体验式）的被试在年龄、FNE 得分、焦虑水平、负

性情绪均值得分上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

·624·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5 2012



2.2 自我关注操作任务有效性检验

反映两种自我关注模式操作有效性的指标有两

个：“分析性成分”和“聚焦自我的程度”。在分析性成

分上， 分析式自我关注条件下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

体验式自我关注条件下。在聚焦自我的程度上，分析

式自我关注条件下被试的得分（边缘）显著高于体验

式自我关注条件。在任务难度上，两种条件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
2.3 预期演讲任务设置的有效性检验

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将被试在基线阶段情绪

报告表的得分和预期演讲任务后情绪报告表的得分

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3。
2.4 社交焦虑与自我关注模式对焦虑情绪变化的

影响

以社交焦虑、自我关注模式为自变量，预期演讲

任务后与自我关注操作任务后的焦虑情绪变化差值

（Δ 值）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见表 4。 社交

焦虑、自我关注模式主效应均不显著，社交焦虑和自

我关注模式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
2.5 社交焦虑与自我关注模式对“无价值感 \ 无胜

任力”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

将预期演讲任务后的无价值感 \ 无胜任力负性

自我评价作为协变量， 社交焦虑和自我关注模式为

自变量， 自我关注操作任务后的无价值感 \ 无胜任

力负性自我评价作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

见表 5。 社交焦虑的主效应显著（P=0.043），社交焦

虑和自我关注的交互作用显著（P=0.002）。
通过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

在高社交焦虑水平上差异边缘显著（P=0.05），而在

低社交焦虑水平上差异不显著（P=0.136）。 不同的社

交焦虑组在体验式自我关注水平上差异显著 （P=
0.002），而在分析式自我关注水平上差异不显著（P=
0.372）。

体验式自我关注条件下，高社交焦虑组“无价值

感/无胜任力”负性自我评价显著下降，而低社交焦

虑组“无价值感/无胜任力”负性自我评价有所提高。
分析式自我关注模式使高社交焦虑组 “无价值

感/无胜任力”负性自我评价显著升高，而体验式自

我关注模式使高社交焦虑组 “无价值感/无胜任力”
负性自我评价下降。

表 2 自我关注任务操作有效性检验(M±SD)

表 3 预期演讲任务设置的有效性检验(M±SD)

表 4 社交焦虑和自我关注模式的方差分析（N=57）

表 5 自我关注模式、社交焦虑对无价值感/
无胜任力负性自我评价影响的协方差分析

2.6 社交焦虑与自我关注模式对“不被接纳 \ 不受

欢迎”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

将预期演讲任务后的 “不被接纳/不受欢迎”负

性自我评价作为协变量， 社交焦虑和自我关注模式

作为自变量，自我关注操作任务后的“不被接纳 \ 不

受欢迎” 负性自我评价作为因变量， 进行协方差分

析。结果见表 6。社交焦虑和自我关注的交互作用显

著（P=0.036）。
通过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

在高社交焦虑水平上差异显著（P=0.033），而在低社

交焦虑水平上差异不显著（P=0.085）。 不同的社交焦

虑组在体验式自我关注模式上差异显著（P=0.015），
而在分析式自我关注模式上差异不显著（P=0.223）。

体验式自我关注条件下，高社交焦虑组“不受欢

迎 \ 不被接纳” 负性自我评价升高， 低社交焦虑组

“不受欢迎/不被接纳”负性自我评价降低。

分析式自我关注模式使高社交焦虑组 “不受欢

表 1 分组变量基线水平的差异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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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 不被接纳”负性自我评价显著升高，而体验式自

我关注模式使高社交焦虑组“不受欢迎 \ 不被接纳”
负性自我评价基本保持不变。

表 6 自我关注模式、社交焦虑对不被接纳/
不受欢迎负性自我评价影响的协方差分析

3 讨 论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两种不同的注意操作任务

对高、 低社交焦虑个体焦虑情绪的变化没有产生显

著影响。 这与 Rimes 和 Watkins 关于抑郁个体所做

的研究结果一致， 即无论是体验式还是分析式自我

关注在对抑郁个体焦虑、 抑郁情绪的影响上没有表

现出显著差异[7]。
在本研究中， 体验式自我关注没有起到缓解焦

虑情绪的作用。高社交焦虑个体焦虑情绪略有下降，
而低社交焦虑个体焦虑情绪反而略微升高。 根据被

试实验后的反馈得知，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体验式自

我关注有些条目过于抽象，不容易去投入地想象。单

调、 枯燥的任务抵消掉了本应该产生的缓解焦虑等

负性情绪的效果。
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对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仅

限于高社交焦虑组。 其中分析式自我关注显著提高

了高社交焦虑个体 “无价值感 \ 无胜任力、 不受欢

迎/不被接纳”负性自我评价，而体验式自我关注使

高社交焦虑个体“无价值感 \ 无胜任力”负性自我评

价显著下降，“不受欢迎/不被接纳”负性自我评价保

持不变。对于低社交焦虑个体而言，两种自我关注模

式对负性自我评价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可见，不同

的自我关注模式对高社交焦虑个体的负性自我评价

产生的作用方向不同。这可能是因为，高社交焦虑与

私我意识显著正相关， 而体验式自我关注的条目更

多集中在私我部分。所以，体验式自我关注任务对反

映自主倾向的负性自我评价内容（价值感 \ 胜任力）
产生的作用更明显。

体验式自我关注对高、 低社交焦虑组负性自我

评价变化产生的作用方向不同。 体验式自我关注使

高社交焦虑组负性自我评价略有下降， 而使低社交

焦虑组负性自我评价上升。可能的原因在于：对高社

交焦虑组而言，负性情绪作为协变量，显著影响到了

自我关注对负性自我评价的作用。
本研究验证了之前的研究结果， 即不同的自我

关注模式有不同的功能属性。与 Watkins 和 Teasdale
研究结果一致：对高社交焦虑个体而言，体验式自我

关注是适应性的， 有效降低了概括化的负性自我评

价[8]。 本研究扩展了以往的研究结果：两种不同的自

我关注模式对负性自我评价的作用并不是抑郁群体

独有的，而在其他的情绪状态中，比如：高社会评价

性焦虑中也存在。
区分自我关 注的适应和 非适应模式 是有必要

的。 如果得到证实，关于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治疗

技术就可以鼓励来访者放弃非适应性的、 分析式的

自我关注， 转而采用更适应性的、 体验式的自我关

注，而不是彻底放弃或回避自我关注[9]。 因为后者并

不是最佳的治疗策略，原因有两点：首先，对于高社

交焦虑个体而言， 重新转移注意倾向是一件困难的

事情。 其次， 故意将注意力从负性想法和感受上移

开，会加重思维抑制，造成负性情绪的反弹而不是被

矫正。这些研究结果都表明，不同的自我关注模式有

不同的功能 [10]，未来在对社交焦虑的研究中，重点探

讨这些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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