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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生的记忆参照效应及亲密度的影响。 方法：采用 R/K 范式，比较中学生在自我参照、朋友参

照、母亲参照、语义参照条件下的记忆效果。结果：①R/K 判断、参照条件的主效应显著，两者交互作用显著，朋友参照

条件的 R 反应正确率显著高于母亲参照条件，而与自我参照条件无显著差异；②高他人亲密组的 R 反应正确率显著

高于低他人亲密组。 结论：亲密度对中学生记忆参照效应存在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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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in adolescents and the effect which intimacy had on it.
Methods： The experiment used the R/K paradigm and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elf-reference condition and other
reference conditions(friend reference condition, mother reference condition, and semantic reference condition). Results： ①
There were significant main effects for reference conditions and R/K judgment, and significant interactive effect between
them. The correct R response of friend reference condition, mother reference condition, self-reference condition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semantic reference condition, and the correct R response of friend reference condition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mother reference condition and semantic reference condition,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self-ref-
erence condition. ②The correct R response of the high intimacy condi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low intimacy
condition. Conclusion： Intimac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memory-reference effect, that is to say, the higher intimacy is,
the bigger reference effec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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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ers 等人让被试参照自我加工人格特质形容

词（例如，“‘快乐的’这个词适合描述你吗？ ”）发现，
如果让被试判断一些人格特质形容词是否可以用于

描述自己时， 对同样的材料会引起比其它的判断材

料更好的记忆效果， 他们认为与自我联系时的记忆

成绩比其他编码成绩好， 并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参

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SRE）[1]。 人们也逐渐认

识到自我作为一个独特的结构，在记忆的编码、存储

和提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此，大量研究进一步探

讨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研究对象、参

照对象、实验材料、记忆提取方式、语义对照任务的

性质、文化因素等。其中文化因素对自我参照效应的

影响是国内研究的立足点和重点。 2001 年，朱滢首

次将文化与 R/K 判断范式的自我参照效应联系起

来， 并发现中国被试参照母亲的记忆与参照自我的

记忆成绩无显著差异[2]。相反，Keenan 和 Baillet 的美

国被试参照自我的记忆成绩显著高于参照母亲的记

忆成绩[3]。 目前，国内大量研究都在考查东方文化背

景下的互倚型自我中包括了哪些他人，例如母亲、父

亲、名人(周恩来)[4]、恋人[5]、朋友 [6]等等。 这些研究结

果似乎都一致说明，在自我参照加工中，中国人的自

我包括他人，而西方人的自我中不包括他人。 其次，
研究对象不同其记忆参照效应存在差异。 研究表明

中国老年人的记忆仍表现有自我参照效应，但 60 岁

以上的老年被试中没有母亲参照效应 [7]。 隋洁和朱

滢的研究表明，5 岁儿童已表现出自我参照效应 [8]。
此外研究还发现 10 岁四年级儿童的自我参照效应

小于成人[9]。 这表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自我参照效

应大小可能会发生改变。
本研究的对象是处于自我意识发展高峰期的中

学生。中学生自我意识膨胀，由于生理上的变化过于

突然，使得他们存在一种惶恐感觉，自觉不自觉地将

自己的思想指向主观世界， 从而导致自我意识的第

二次飞跃。 而进入高中阶段其自我意识开始高度发

展，其自我独立意识日趋强烈，且自我形象逐渐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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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自我评价能力也慢慢成熟[10]。 我们认为就这一

研究对象而言，可能存在以下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中学生的他人参照效应可能有所不同。林

崇德在其《发展心理学》一书中提到初中生将感情的

重心逐渐偏向关系亲密的朋友。 陈梅曾以我国小学

生、初中生、大学生为被试，进行了调查，其问卷中提

到：“你平时将自己内心想的事经常对谁讲。”并要求

被试将所列对象按其重要性排列，小学生的排列是：
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中学生的排列是：朋友、兄弟

姐妹、父母；由此不难看出同伴关系在中学生的心中

日益重要，青少年和朋友的亲密度大大增加[10]。 中学

生的朋友参照效应是否会优于母亲参照， 这是本研

究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 亲密度可能是他人参照效应的重要影响

因素。 周丽， 苏彦捷关于恋人参照的研究表明恋人

之间的实际亲密度与参照条件交互作用显著， 与恋

人实际亲密度高的被试组表现出了恋人参照效应，
与恋人实际亲密度低的被试组未表现出恋人参照效

应， 即亲密度 可 能 是 他 人 参 照 是否存在的一个关

键[5]。 本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探讨亲密度对他人参

照效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 R/K 判断范式，研究 国

内中学生的自我参照效应，并考查朋友、母亲等重要

他人在中学生自我中的地位， 探讨亲密度对记忆参

照效应的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随机选取某中学 4 个班的高一学生为被试 （男

女比例基本为 1：1）， 每班参加 1 个参照条件的实

验，即自我参照条件（n=38，男 19 人、女 19 人）、母

亲参照条件（n=45，男 21 人、女 24 人）、朋友参照条

件（n=34，男 16 人、女 18 人）、语义参照条件（n=43，
男 21 人、女 22 人）。
1.2 实验材料与实验设计

1．2．1 实验材料 ①形容词材料： 本研究的形容词

来源是黄希庭等人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表 （562 个形

容词）[11]。 首先，随机抽取湖南长沙广益中学和周南

中学的学生各 50 名对该形容词表进行熟悉度和意

义度的评定，在意义度上(5 点量表，0 表示完全不了

解，4 表示非常了解)所选词汇必须≥3；在熟悉度上

(5 点量表，0 表示完全不熟悉，4 表示非常熟悉)所选

词汇必须≥3， 选取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形容词

430 个。 在此基础上，根据黄希庭等人的人格特质形

容词表的喜恶程度来匹配形容词的褒贬义， 从 430
个形容词中选取 132 个词，建为 A 词表（褒贬各半）
和 B 词表（褒贬各半），A 词表共 72 个词，包括 12 个

缓冲词（褒贬各半）和 60 个实验词（褒贬各半），B 词

表共 120 个词， 包括 A 词表中的 60 个实验词和新

实验词 60 个。②亲密度问卷：IOS 量表（他—我融合

度量表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又称人际

关系亲密度量表） 包括 7 个重叠程度线性增加的双

圆，形成一个 7 点等距量表。它作为测量亲密程度的

工具,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周丽的实验中发

现，基于 IOS 量表所测亲密度分组结果的分析出现

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显著结果[12]。

自我中包含他人量表（IOS）

1．2．2 实验设计 采用 4（参照对象：自我参照、母

亲参照、朋友参照、语义参照）*2（反应方式：R 反应、
K 反应）的混合设计，其中反应方式为组内变量，参

照对象为组间变量，因变量指标为正确再认率。
1.3 实验程序

实验操作在计算机上进行，分为学习、干扰和再

认三个阶段（所有刺激均呈现在黑色屏幕）。
学习阶段，不告知被试实验的真正目的，只告诉

被试这是一个形容词评价实验，4 组被试分别接受 4
组任务，任务如下：①自我参照条件下评价某个形容

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 ②朋友参照条件下评价某个

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最好的朋友。 ③母亲参照

条件下评价某个形容词是否适合描述自己的母亲。
④语义参照条件下评价某个形容词是褒义词还是贬

义词。
呈现流程为 : 呈现形容 词 4000ms， 接 着 空 屏

2000ms 后，开始下一个词的测试。 词一出现即可开

始判断，可作判断的时间为 4000ms。 判断方式为按

键反应，肯定判断按“M”键，否定判断按“N”键；语义

参照条件下, 褒义词按“M”键，贬义词按“N”键。 学

习阶段使用 A 词表，大约需要 12min。
干扰阶段，被试听音乐休息两分钟，以保证被试

在间隔期间不对项目进行复述。
再认阶段（不事先告知被试有再认阶段），呈现

B 词表。 此阶段只要求被试判断这些单词是否是刚

才测验出现过的词。 ①如果被试认为这一形容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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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出现过，还能回忆出这个词呈现的一些细节，就按

“2”键，即表示“记得”（R 反应，Remembering）。 ②如

果被试认为虽然确认见过这个词， 但不能回忆出该

词出现时的具体细节。 就按“1”键，即表示“知道”（K
反应，Knowing）。③如果被试认为这一形容词是前面

学习阶段未出现过的，就按“0”键反应，即表示“没出

现过”。
呈现流程：呈现形容词，要求被试迅速并准确作

出反应，词一出现即可开始判断，可作判断的时间无

限制， 被试作出反应即再 认反应结束， 接着空屏

2000ms 后，开始下一个词的测试。
为避免被试在测量的过程中产生启动效应或预

期， 在自我参照实验之后再使用 IOS 量表分别测量

母亲、最好的朋友与自我的亲密度。

2 结 果

2.1 R/K 判断和参照条件的方差分析结果

各参照条件的 R/K 反应正确率见表 1 （剔除正

负 3 个标准差以外的正确再认率的数据）。
对参照条件和 R/K 判断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参 照 条 件 和 R/K 判 断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F (3，117)=
569.25，P <0.01；F(1，39)=6.84，P<0.01)，参 照 条 件 和

R/K 判断的交互作用显著( F(3，152)=59.73，P<0.01)。
进一步对各参照条件 R 反应正确率进行两两

比较，得出自我参照条件、母亲参照条件、朋友参照

条件均显著高于语义参照 条件 （t 自 我 -语 义=7.81，P<
0.01；t 母 亲-语 义=6.83，P<0.01；t 朋 友-语 义=13.80，P<0.01），
朋友 参照条件 显 著 高 于 母 亲 参 照 条 件 （t 朋 友 -母 亲=
6.97，P<0.01）， 朋友参照条件与自我参照条件差异

不显著（t 朋 友-自 我=2.19，P=0.18），母亲参照条件和自

我参照条件边缘显著（t 母 亲-自 我=2.57，P=0.07）。
2.2 亲密度的分析

根据 IOS 量表评定结果， 分别将朋友参照条件

和母亲参照条件采用中位数分组法分为高朋友亲密

组、低朋友亲密组、高母亲亲密组、低母亲亲密组 4
组（R 反应正确率见表 2），发现高朋友亲密组与低

朋友亲密组的 R 反应正确率差异显著 （t 高 朋 友-低 朋 友=
4.82，P<0.01）， 高母亲亲密组与低母亲亲密组差异

显著（t 高 母 亲-低 母 亲=13.70，P<0.01）。
再将母亲、 朋友与自我的两组亲密度值一起按

降序排列，采用中位数分组法，将被试分为高他人亲

密组和低他人亲密组（R 反应正确率见表 3）。 再将

高低亲密组 R 反应正确率进行差异比较。 高他人亲

密组和低他人亲密组的 R 反应正确率差异显著（t 高

朋友-低 朋 友=10.714，P<0.01）。
亲密度与 R 反应正确率的相关分析也表明，亲

密 度 与 R 反 应 正 确 率 相 关 极 显 著 （r =0.649，P＜
0.01）。

表 1 在各参照条件下的 R/K 反应正确率 （M±SD）

表 2 在各亲密度分组的 R 反应正确率（M±SD）

表 3 高低亲密组 R 反应正确率（M±SD）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 R 反应而言，自我参

照条件、母亲参照条件、朋友参照条件显著优于语义

参照条件， 这表明中学生的记忆中出现了自我参照

效应、母亲参照效应、朋友参照效应。另外，中国文化

对中国人人格的深远影响， 在国内的教育中从小教

育孩子“百行孝为先”、“申之以孝悌之义”等等，造就

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征———互倚型人格。 中学生

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员， 同样表现出了母亲参

照效应和朋友参照效应，这与戚健俐、朱滢关于大学

生的研究结果一致[4]。
第二，朋友参照条件与自我参照条件的 R 反应

正确率无差异，显著优于母亲参照条件，其中母亲参

照条件和自我参照条件的差异边缘显著（P=0.071）。
这表明朋友、母亲虽然都在中学生的自我范围内，但

显然朋友与自我的距离比母亲更近一些。 这与 Wa-
gar 等人的发现相类似， 其研究中同样发现朋友参

照优于其它参照 [13]，但与以往中国文化背景的其他

研究有所不同， 以往有研究发现母亲参照效应和朋

友参照效应与自我参照效应差异不显著。 就中学生

而言，本研究的结果符合其自我特点。陈梅等人的研

究表明，对中学生而言，朋友比父母更亲密，因而会

出现对朋友的记忆参照效应更优于母亲。
第三，亲密度对记忆参照效应存在积极影响。其

一高朋友亲密组和低朋友亲密组、 高母亲亲密组和

低母亲亲密组之间差异显著， 表明亲密度对记忆参

照效应的影响存在于单个参照条件内， 与周丽的研

究相似，但其研究结果仅适用于恋人参照效应 [12]。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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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朋友参照条件优于母亲参照条件，这表明亲密度

对 R 反应的影响还存在于不同参照条件间，高亲密

度的参照条件比低亲密度的参照条件记忆效果好。
其三，高他人亲密组的 R 反应优于低他人亲密组，R
反应代表的是与自我有关的情景记忆， 这一结果就

说明亲密度对 R 反应本身存在积极影响，是影响他

人参照效应的因素之一。此外相关分析也显示，亲密

度与 R 反应正确再认率正相关极显著。 对此结果的

一种解释是，亲密度越高，则他人对于自己的工具性

价值也越高，也就意味着他人对自己越重要，这就可

能会提高参照他人加工时的兴趣、动机和注意程度，
从而促进记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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