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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人格因素（宜人性）、恋爱满意度、共情能力和大学生恋爱宽恕之间的关系。 方法：对 556 名有过

恋爱经历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相关问卷的测试。 结果：①在面对恋爱中的伤害时，大学生更愿意选择消极沉思的方

式来应对，而较少选择去报复对方；②人格因素中的宜人性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恋爱宽恕水平；③在宜人性对于恋

爱宽恕的影响中，共情能力起中介作用、恋爱满意度起调节作用，四者之间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关系。 结论：宜人性

能够通过共情影响大学生的恋爱宽恕，且这一关系受到恋爱满意度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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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mative forgiveness, a-
greeableness, amative satisfaction and empathy of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556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an experience
of being in love were investigated by some scal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mentioned above. Results: ①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referred rumination to revenging the person who had hurt him/her; ②The factors of personality, especially agree-
ablenes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college students’ amative forgiveness; ③The relation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mative forgiveness, agreeableness, amative satisfaction and empathy was mediated moderation. Conclusion: Agreeable-
ness can influent college students’ amative forgiveness through empathy,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amative sat-
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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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已经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部分， 但是由于

大学生对待恋爱的态度、方法常有不恰当之处，因此

恋爱中的伤害就常常不能避免。那么，大学生该如何

应对恋爱中的伤害？有研究表明，宽恕是应对人际伤

害的有效方式 [1]，宽恕干预（forgiveness intervention）
也常被用于处理因恋爱伤害而造成的心理问题[2]。

宽恕（forgiveness）的概念源于西方宗教，而其心

理学研究则始于皮亚杰等人在道德领域的研究 [3]。
Enright，Gassin 和 Wu[4]将宽恕定义为受害者在受到

不公正的伤害后，放弃对冒犯者消极的情绪、判断和

行为，取而代之以积极的情绪、判断和行为。 另一个

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来自于 McCullough[5]，他认为宽恕

是发生在两个及以上的个体间的， 冒犯行为以后被

冒犯者对冒犯者的亲社会动机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

过程中，报复、回避、疏远冒犯者的动机在降低，而善

待冒犯者的动机在增强。 傅宏 [6]将这一过程概括为

受害者报复和逃避动机的逐渐降低， 和建设性动机

的逐渐增加。
宽恕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人格因素常常

被讨论到。 McCullough 和 Hoyt[7]发现，大五人格中宜

人 性 维 度 得 分 较 高 的 人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宽 恕 倾 向 。
Neto[8]在葡萄牙群体中的研究显示，宜人性和宽恕特

质有显著的正相关。 张登浩和罗琴 [9]的研究也表明

了人格因素对于宽恕的预测作用。 可见，人格因素，
尤其是宜人性是影响宽恕的重要因素。 此外， 共情

（empathy）能力也是影响宽恕的重要因素之一。 Mc-
Cullough[10]的研究显示，受过共情训练被试表现出更

多的宽恕倾向。 Zechmeister 和 Romero[11]利用叙事法

研究了共情和宽恕的关系，结果显示，共情能力较高

的受害者会对冒犯者进行积极的归因， 从而更愿意

宽恕对方。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显示，个体的共情能

力也与人格因素有关，例如王钰、刘革新和吴建军 [12]

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外倾性与共情能力

有显著的相关。 以往亲密关系（Romantic Relation-
ship）中的宽恕研究多集中于婚姻关系（marital rela-
tionship）。 Fincham 及同事经过研究发现，婚姻满意

度是影响婚姻中宽恕的一个重要因素， 体验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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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质量的个体， 其个人特质对于婚姻宽恕的影响

也有区别 [13，14]；池培莲，杜洪飞和林爱冰 [15]对于婚姻

宽恕的研究也涉及满意度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婚

姻宽恕的研究出发， 假设恋爱满意度也是影响恋爱

宽恕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本研究计划探讨人格因素（宜人性）、

共情能力和恋爱满意度对大学生恋爱宽恕的影响。
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较稳定的特质，
因此将其作为自变量。 同时，结合上述研究，本研究

假设在人格因素对大学生恋爱宽恕的影响中， 共情

能力起到中介作用，恋爱满意度起到调节作用，这种

调节作用是通过共情能力这一中介变量实现的，即

形成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高校图书馆、 自习教室等处随机向被试发放

问卷。 首先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有恋爱经历， 以及是

否愿意参与本次调查， 若其有恋爱经历并愿意参与

调查，即向其发放问卷，当场填写并回收。 共在上海

市两所高校和南京市一所高校发放问卷 60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556 份，问卷有效率为 92.67%。 其中男

生 250 人，占总人数的 45.1%，女生 306 人，占总人

数的 54.9%。被试年龄在 17-2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22.6 岁。
1.2 工具

1.2.1 国际人格题库 （International Personality Item
Pool，IPIP） 该题库由 Goldberg[16]编制，测试的是人

格的不同维度。 该量表包含 50 个项目，每个项目从

“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 级评分，50 个项目分

属 五 个 维 度，分 别 是 外 倾 性（Extraversion）、宜 人 性

（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情绪稳

定 性 （Emotional Stability）和 想 象 性 （Intellect/Imagi-
nation）。 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被证明有较好的信

效度，在本研究中，五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

是 0.828、0.828、0.767、0.587、0.529。
1.2.2 大学生共情能力问卷 本问卷由潘孝富等 [17]

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对于情绪的识别能力，分成两个

维度（识别自己情绪和识别他人情绪）。 量表包含 13
个项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5 级评分。
1.2.3 恋爱宽恕问卷 采用张田 [18]编制的恋爱宽恕

问卷，问卷包含 18 个项目，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

符合”六级评分。项目从属于四个维度，分别是报复、
回避、宽恕和消极沉思。

1.2.4 恋爱满意度 借鉴 Fincham，Beach 和 Davila[19]

测量婚姻伤害和 Ji[20]测量宽恕的方法，采用主观评

定的方法让被试对自己恋爱的满意程度做出评价，
研究中让被试回答，“如果用数字 1-9 表示你对这

段感情的满意程度，1 表示非常不满意，9 表示非常

满意，你的选择是———”，数字越大表示对恋爱的满

意程度越高。
1.3 数据整理与分析

利用 SPSS16.0 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和分析。 同

时利用 AOMS16.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恋爱宽恕的现状特点

对大学生恋爱宽恕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群体在各个维度及总分上均有

显著差异，其中女生在宽恕维度上的得分高于男生，
在其他维度及总分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 重复测

量的方差分析显示， 四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Wilks’ Lambda=0.184，F(3，553)=8.201，P=0.000]，进

一步进行多重比较发现，四个维度中，消极沉思维度

得分最高（M=3.210，SD=0.704），报复维度得分最低

（M=2.043，SD=0.649）。
2.2 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考察人格因素、共情能力、恋

爱满意度和恋爱宽恕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1）。 结果

显示， 除了识别他人情绪的能力与报复维度相关不

显著， 共情能力的两个维度和恋爱宽恕的四个维度

及总分均存在显著相关；在人格因素中，宜人性与恋

爱宽恕的四个维度及总分均存在显著相关 （相关系

数在 0.282-0.439 之间），其他人格维度与恋爱宽恕

即其维度之间的相关有强有弱（相关系数在 0.000-
0.338 之间），同时，宜人性与共情能力的两个维度之

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 恋爱满意度与恋爱宽恕及其

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2.3 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张雷和侯杰泰[21]的建议，分析有中

介的调节作用可以在对数据做中心化处理后做分层

回归：首先做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

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的回归，如果乘积项系数显著，说

明调节作用显著；第二步做中介变量对自变量、调节

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的回归；第三步做

因变量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

积项以及中介变量的回归，中介变量的系数应显著，
如果乘积项的系数不显著， 说明调节效应是完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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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介变量起作用的。
根据以上步骤， 将识别他人情绪和识别自己情

绪能力得分相加，作为共情能力的指标；将反向计分

的维度处理后，计算恋爱宽恕问卷的总分，作为恋爱

宽恕的指标。 回归步骤如表 2，第一步中乘积项系数

显著，说明恋爱满意度的调节作用显著；第二步中的

乘积项显著、第三步中共情能力的系数显著，说明恋

爱满意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共情能力起作用。
为更清晰地看到恋爱满意度的调节作用， 对恋

爱满意度和宜人性进行高低分组， 以高于均值一个

标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图

1 显示，在高恋爱满意度的群体中，随着宜人性的降

低， 恋爱宽恕下降明显； 而在低恋爱满意度的群体

中，恋爱宽恕受宜人性的影响不及高满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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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图 1 恋爱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图

2.4 数据的拟合与验证

为更好地检验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以恋爱宽恕

为潜变量，报复、回避、宽恕、沉思为指标变量，以共

情能力为潜变量，识别他人和识别自己为指标变量，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图 2）。 拟合结果显示，χ2（20）=
142.197、RMESA =0.76、CFI =0.942、GFI =0.947、
AGFI=0.889、NNFI=0.896，除 AGFI 和 NNFI 两个指

标略低于 0.9，其他指标均达到要求，表明数据拟合

较好。

图 2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注：*P<0.05，**P<0.01

表 2 有中介的调节作用的分层回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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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女生在宽恕维度上的得分高于男

生，在另外三个消极维度上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另

外，在恋爱宽恕的四个维度中，消极沉思维度得分最

高，报复维度得分最低。 可见，在面对恋爱中的伤害

时，女生更倾向于选择宽恕对方，而男生则更倾向于

消极地对待伤害， 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有不一致之

处。 Fincham，Paleari 和 Regalia[22]对于婚姻宽恕的研

究发现， 丈夫的宽恕得分高于妻子。 这可能与婚姻

（恋爱）满意度有关，婚姻满意度对婚姻宽恕有显著

的预测能力 [13，14]，在 Fincham 等人的研究中，丈夫的

婚姻满意度高于妻子，而在本研究中，男生的恋爱满

意度低于女生，这可能是出现该结果的原因之一。
此外，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在面对恋爱中的伤害

时， 大学生更愿意消极沉思， 而较少选择去报复对

方。 这可能与中国人的人格特质有关，叶浩生 [23]指

出，集体主义的群体不善于愤怒、骄傲等情感体验，
因为这些情感体验不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持，尤

其是愤怒情绪， 东方文化中的群体更愿意去压抑愤

怒，即形成消极对内的沉思。 同时，报复作为一种会

危害人际关系的行为，也会被个体所压抑。 张田等[24]

也指出，集体主义的个体有其独特的宽恕机制，在受

到伤害后， 他们出于维持和谐关系、 关心面子等因

素，不愿意选择攻击性较强的应对方式。
本研究发现，在影响大学生恋爱宽恕的因素中，

个体的共情能力、 人格因素中的宜人性特质以及个

体对恋爱的满意程度可以有效预测恋爱宽恕， 其中

宜人性对于恋爱宽恕的影响是通过共情能力起作用

的，同时，这种作用机制还受恋爱满意度的调节。
首先， 宜人性对于恋爱宽恕的影响是通过共情

能力起作用的。 很多研究显示， 人格因素对于个体

的共情能力有显著的影响， 其中宜人性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25]。 宜人性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共

情。当个体能够对冒犯者产生共情时，能从对方的角

度去思考他（她）冒犯自己的原因和他（她）所处的环

境时，便会增加宽恕的可能性。
其次， 这种中介作用机制还受到恋爱满意度的

调节，在高恋爱满意度群体中，宜人性对于恋爱宽恕

的影响更明显。 Seligman[26]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

发，探讨主观健康的概念，他认为主观健康的人能够

充分发挥人格的积极因素， 这其中高满意度正是主

观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与低恋爱满意度的个体相

比， 高恋爱满意度的个体更能够发挥人格的积极因

素，通过宜人性等人格因素有效促进恋爱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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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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