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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各

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包括价值观的变化，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

活方式盛行[1]。物质主义作为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

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2，3]，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尤其是消费行为。目前国内外有关物质主义

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主义对

购买意愿、购买数量等消费行为的消极影响方面，例

如元分析结果显示物质主义对强迫性购物有正向预

测作用 [4]，而少有研究关注物质主义对购买类型偏

好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中性的角度探讨物质主义

如何影响消费者对礼品类型的偏好，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物质主义价值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研究者通常将购买行为分为两类，实物购买

(material purchases)和体验购买(experiential purchas⁃
es)[5-7]。实物购买指花钱的目的是用来购买有形的

物品（如衣服或珠宝）；体验购买指花钱的目的是为

了获得生活事件的体验（如旅行或户外活动）。一个

人购买一件物品是“为了占有”，而购买一次体验则

是“为了经历”[5]。在礼品购买中，实物类礼物作为

一种物品会越用越旧，而体验类礼物消费完后则变

成回忆和谈资。那么物质主义是否会影响送礼者选

择实物类还是体验类礼物呢？Richins和Dawson的
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认为财富是幸福的根本，他

们倾向将经济成功看得比其他生活目标（如社团、社

会归属及自我接纳）更重要，用外在财富的数量和品

质来定义他们的自我概念和生活中的成功 [4]。此

外，高物质主义者更在乎物品的声望价值，倾向于用

物质表达情感，而低物质主义者更在乎物品与亲朋

好友的联系或者物品的内在价值 [7，8]。因此在选择

礼品类型时，高物质主义的送礼者可能更偏好用实

物类礼物来表达情感，而低物质主义的送礼者对二

者的偏好则无差别。

另外，本研究试图用社会比较来解释物质主义

与礼品类型偏好之间的内在机制。社会比较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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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具体、客观的评价标准时，利用他人作为比较

的尺度，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进行评价的过程 [9]。

有研究发现高物质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比较，例如

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正是由社会比

较这种动机引起的[10]。在礼品购买时，高物质主义

者由于社会比较倾向更高，也就会更倾向于将自己

购买的礼物与其他礼物进行对比。在消费领域中已

有研究证实，由于属性不同，物品比体验更容易进行

比较[6]，这是因为体验是一种个人感受，相比于物品

更具独特性和唯一性，可比性相对较小 [2]。因此当

个体社会比较倾向越高时，可能会因为物品更易比

较，更能满足社会比较的需求，而偏好购买实物类礼

物。综上所述，高物质主义者具有较高的社会比较

倾向，进而更偏好购买实物类礼物。

当前对物质主义的研究缺乏关注礼品购买行

为，礼品选择作为人类的重要社会行为，自然会受到

个体的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本研究针对这个

问题，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入手，采用情景模拟、想象

和自我提名的范式探讨其对送礼者礼品类型偏好的

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社会比较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1 研究1 物质主义与礼品类型偏好的关系

1.1 被试

某大学95名学生在实验室中完成了本次实验，

其中男性21名（22.1%），女性74名（77.9%），平均年

龄23.08岁（SD=4.08）。
1.2 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情境模拟的方法。首先让被试想象

要为好朋友挑选生日礼物，现在可供选择的礼物包

括实物类和体验类两类礼物，每类礼物包括 4个可

选项，实物类礼物是指物质实体，包括手表、巧克力

礼盒、钱包和MP3；体验类礼物是指可以获取体验和

经验的礼物，包括演唱会门票、电影兑换票、游乐场

门票和相声演出门票。每个可选项包含2条礼物性

质的介绍和商品的价格，并平衡两类礼物的价格。

当被试看完所有可以选择的礼物后，请被试对

每一个礼物评价喜爱程度和选择其作为礼物的可能

性，用1-5点计分（1为非常不喜欢/非常不可能，5为
非常喜欢/非常可能），之后让被试回答“最可能选择

哪一项作为送给好朋友的生日礼物”。最后完成物

质主义价值观量表。

1.3 测量工具

采用 Richins和 Dawson[4]编制的物质主义价值

观量表(Material Value Scale，MVS)，共18题。量表采

用 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

意”，总分越高表明物质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1.4 结果

1.4.1 物质主义与礼品类型偏好的相关分析 表1
为本研究所涉及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

及信度系数，其中体验类礼物的喜爱程度和选择可

能性得分由四个体验类礼物的得分合成，实物类礼

物的喜爱程度和选择可能性得分由四个实物类礼物

的得分合成，合成方法为相加后求平均值。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物质主义得分与实物类礼物的喜爱程

度有显著正相关，与实物类礼物选择可能性有显著

正相关，而与体验类礼物的喜爱程度和选择可能性

相关不显著。

表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矩阵(N=95)

注：*P<0.05；**P<0.01
表2 高低物质主义组选择体验类

和实物类礼物的频次表(N=95)

1.4.2 物质主义与礼品类型选择偏好 首先，采用

Crisp，Stone和Hall[11]的方法，用物质主义得分的中

数(3.28)将被试分为高物质主义组(M=3.80，SD=0.39)
和低物质主义组(M=2.86，SD=0.30)，并根据被试在

“最可能选择哪一项作为送给好朋友的生日礼物”时

的回答，分别计算高、低物质主义组选择体验类和实

物类礼物的次数。卡方检验分析显示（如表 2），高

物质主义组和低物质主义组在礼品类型选择上差异

显著，χ2=4.10，df=1，P<0.05。其中，高物质主义者更

倾向于送实物类礼物，χ2=12，df=1，P<0.001，低物质

主义者对体验类和实物类礼物的选择无显著差异，

χ2=0.53，df=1，P>0.1。
其次，分别以高、低物质主义组在四种实物类和

四种体验类礼物的选择可能性上得分的平均分为因

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在实物类礼

物选择可能性上，高物质主义组(M=3.12，SD=0.48)
显著高于低物质主义组(M=2.51，SD=0.74)，t(34)=-
2.91，P<0.01；而在体验类礼物选择可能性上，二者

变量

1. 物质主义

2. 体验类喜爱程度

3. 体验类选择可能性

4. 实物类喜爱程度

5. 实物类选择可能性

M
3.34
2.40
1.89
2.79
2.44

SD
0.58
0.64
0.72
0.65
0.83

1
(0.80)
-0.05
-0.09
0.26*
0.21*

2

—

0.53*
-0.07
-0.19

3

—

-0.19
-0.07

4

—

0.59**

5

—

变量

低物质主义组

高物质主义组

N
47
48

体验类礼物

21(45%)
12(25%)

实物类礼物

26(55%)
36(75%)

总频次

47(100%)
48(100%)

··555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4 No.3 2016
无显著差异。

研究1的结果显示，高物质主义的个体，在选择

礼品时，更倾向于送实物类礼物，而低物质主义者在

送礼时，体验类和实物类的选择无显著差异。

2 研究 2 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与礼品类

型偏好关系中的作用

2.1 被试

来自北京某大学夜大班以及问卷星网站上样本

推荐。有效回收 106份，其中男性 55名，占总人数

51.9%，女性 51名，占总人数 48.1%。被试平均年龄

为28.66岁(SD=7.00)。
2.2 研究过程

采用想象和自我提名的范式，让被试想象好朋

友即将过生日，要送其一份礼物，自我提名送礼内

容，包括实物类和体验类各一份。之后，让被试评估

对每一份礼物的喜欢程度，7点计分（1为“非常不喜

欢”，7为“非常喜欢”）。最后填写物质主义价值观

量表、社会比较倾向量表以及一些人口统计学信息。

2.3 测量工具

2.3.1 物质主义的测量 物质主义的测量工具同

研究1，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2.3.2 社会比较倾向的测量 采用Gibbon[12]编制的

社会比较倾向量表（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SCO），共 11道题目，采用 5点计分（1为“非常不符

合”，5为“非常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0.77。
2.4 结果

2.4.1 物质主义、社会比较与礼品喜爱程度的相关

分析 由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表3），物质主义、社会

比较和实物类礼物喜爱程度两两相关显著，即物质

主义倾向越高，社会比较倾向越高，对实物类礼物喜

爱程度越高；社会比较倾向越高，对实物类礼物喜爱

程度越高。而物质主义和社会比较倾向与体验类礼

物的喜爱程度则不存在这种相关。

表3 物质主义、社会比较与礼品

喜爱程度的相关分析(N=106)

注：*P<0.05；**P<0.01
2.4.2 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和实物类礼物喜爱程

度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中介

效应进行检验。将性别和年龄加以控制，结果显示，

物质主义对社会比较(β=0.47，P<0.001)和实物类喜

爱程度(β=0.30，P<0.01)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但当物质主义与社会比较同时纳入方程时，物质主

义对实物类喜爱程度预测效应消失 (β=0.19，P>
0.05)，社会比较对实物类喜爱程度预测效应仍然显

著(β=0.21，P<0.05)。为了进一步检验中介假设，本

研究采用 Sobel检验验证中介效果 [13]，结果显示，中

介效应显著(t=-2.78，P<0.01)，为完全中介效应。据

此可得到中介效应模式如附图所示，图中标示的数

据为相应的路径分析系数。

附图 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分析图

3 讨 论

研究 1发现高物质主义倾向的个体，在选择礼

物时，相比于体验类礼物，更倾向于送实物类礼物，

在低物质主义者中则没有发现这种差异。这与前人

的研究是一致的 [4]，高物质主义者认为物品是表达

情感的有效工具，这一方面反映了物质主义者表达

情感的方式单一且自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物质主

义者对待人际关系的态度，即高物质主义者可能更

倾向于把人际关系视为一种工具，而低物质主义者

更倾向于把人际关系视为一种情感诉求。正如已有

研究显示，物质主义者比较不合群，这是由于物质主

义者缺少共情，且将人际关系物质化[14]。

研究2发现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与实物类礼物

喜爱程度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也就是说，物质主

义者更倾向社会比较，进而更偏好实物类礼物。已

有研究也得出了社会比较在物质主义和幸福感关系

中的中介作用，当控制了社会比较后，物质主义和幸

福感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这说明社会比较是影

响物质主义和幸福感的一个关键变量[10]。Michalos
[15]提出的多重差异理论认为，个体把自己与多种标

准进行比较，这些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的条件等，个

体对当前满意度的评价就基于现状和这些标准的差

距。对于高物质主义者来说，他们更倾向于社会比

变量

1. 物质主义

2. 社会比较倾向

3. 实物类喜爱程度

4. 体验类喜爱程度

M
3.73
3.26
6.03
6.00

SD
0.44
0.53
0.86
0.95

1
(0.76)
0.47**
0.29**
0.19

2

(0.77)
0.30**
0.15

3

—

0.3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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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而实物类礼物本身的属性决定了要比体验类礼

物更容易比较，因此基于自身的高社会比较倾向，高

物质主义个体在选择礼物时会更偏好实物类礼物。

本研究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探讨中国本土消费者

物质主义价值观如何影响他们对礼品类型的偏好，

解释了物质主义与礼品类型偏好的内部机制，丰富

了物质主义与消费行为关系方面的研究。但是物质

主义者对实物类礼品的偏好是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响，还需要今后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例如 Flynn
和Adams[16]的研究证实，对礼品体贴程度的评估是

礼品价格与预期喜爱程度的中介变量，对于物质主

义者来说可能也存在这种效应，如果礼品被知觉为

是体贴的，那么对其的喜爱程度应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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