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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指个体面对威胁自

我的信息时，思考与威胁领域无关的其他重要的自

我价值，或从事与这些重要的自我价值有关的活动，

来维持自己在总体上是好的、适应社会的自我意象
[1]。Steele1983年首次提出自我肯定理论，该理论描

述了人正确判断自我的需要，中心假设认为人们可

能通过肯定与自我受到威胁不相关的方面来抵消自

我某一方面受到的威胁 [2]，由于重要的自我价值被

肯定，威胁自我的信息就失去了威胁的能力，从而个

体能以更加开放、公正、客观的方式来处理和接受威

胁信息，以此来保护自我。这对于低自尊个体缓冲

失败后的焦虑情绪十分重要。

研究发现自尊对失败后的焦虑情绪具有重要的

缓冲作用，低自尊被试比高自尊被试存在更大的情

绪困扰[3]。Dutton等人研究发现[4]，低自尊被试失败

后会过分泛化他们的失败，从而自我感觉更差，而这

种过分泛化的现象很少在高自尊被试身上发生。低

自尊被试失败后自我感觉更差可能源于他们消极的

归因方式，高丽等人研究发现高、低自尊被试对失败

的归因方式差异十分显著[5]。消极归因会诱发低自

尊被试对自我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很可能会带来更

多的不良情绪。如果此时能给个体自我肯定的机

会，让个体摆脱自己一无是处的消极评价，正确积极

地认识、评价自己，就能帮助个体缓解失败给自己带

来的不良情绪。

国内关于自我肯定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他因素对

自我肯定的影响，或自我肯定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

关系研究[6-8]。那么，自我肯定对低自尊被试状态焦

虑情绪的缓冲有没有显著影响呢？本研究将自我肯

定作为操纵变量，探测大学生在失败后自我肯定操

纵对其焦虑情绪的缓冲作用，以及自我肯定与自尊

对焦虑情绪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某高校公共选修课大一至大四的学生

共 216人，按自尊得分高低各取前三分之一和后三

分之一共144人，失败归因后去掉无效数据22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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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lf-affirmation on individual’s state anxiety after failure. Methods:
From 216 college students, 122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self-esteem levels were picked out by using Self-esteem scale to par⁃
ticipate further situational experiment. The data was analyzed by t-test and ANOVA. Results: ①T-test showed the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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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有效被试为122人（高自尊组61人：M=31.36，SD=
2.29；低自尊组61人：M=23.52，SD=2.34）。
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研究采用2（自尊水平：高/低）×2（肯定操

纵：有/无）两因素被试间设计，每组被试分别接受不

同的实验处理。实验因素一是自尊水平，分为高和

低两个水平；实验因素二是肯定操纵，分成接受自我

肯定操纵和无自我肯定操纵两个水平。

1.3 工具

1.3.1 自尊问卷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SES)[9]。
该量表共10道题，采用4点评分，“完全不同意”为1
分，“完全同意”为 4分。总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该量表在自尊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4，分半信

度为0.79。
1.3.2 失败诱导测验 采用《瑞文推理测验》中难度

较大的题目 14题，每题呈现 23秒 [3]。呈现题目之

前，向被试说明，该测验是著名的智力测量工具，可

以准确测量个体的智力水平，得分越高，智力水平越

高。为了强化被试的失败感，总成绩的反馈为“亚洲

人的平均智商得分是 105分，我国大学生的平均智

商得分是 115分，您的智商分数*分，很遗憾你在该

测验上失败了”。分数由计算机随机呈现，鉴于被试

为大学生，其失败反馈的得分范围是85-90分之间。

1.3.3 状态焦虑问卷 采用 Spielberger等人编制的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中的状态焦虑部分[10]，共20题。问卷采用4点
评分，“完全没有”为1分，“非常明显”为4分。分数

越高，状态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将20题随机处理

为两种顺序的问卷，失败后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分半信度为0.88。
1.3.4 自我肯定操纵 自我肯定操纵条件的指导语

及形式采取 Steele的研究范式，内容进行了修改[11]。

其中个体评价的品质或能力的部分没有使用原研究

的内容，如政治信仰等方面。根据实验前针对大学

生自我重视的品质排序调查，采用了适合我国大学

生的题项（如外表、交际、性格、特殊才能等）。该操

纵条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肯定条件。要求被试

对自我的品质或能力进行排序，说明其最重要的品

质是什么，并用一段话解释，为什么这个品质对被试

来说最重要；另一种情况是，对自我的品质或能力进

行排序，说明其最不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并用一段话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被试最不重要的品质可能对别

人重要，要求5分钟内完成。

1.4 实验程序

在参加实验的前一天集体分批测试自尊，筛选

出高低自尊被试，被试来到实验室先参加失败诱导

实验，失败后完成状态焦虑问卷，随机发放自我肯定

或非自我肯定的操纵问卷，之后再次填写状态焦虑

问卷。完成实验后，发放礼品。在所有被试完成实

验后，由主试向被试说明实验真相并道歉和致谢。

2 结 果

2.1 有无肯定操纵条件下被试的焦虑缓冲量

用被试测试失败后的焦虑值减去肯定操纵后的

焦虑值即为焦虑缓冲量，无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

有 54 人，焦虑缓冲量的平均值为 4.74，标准差为

3.74，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有68人，焦虑缓冲量的

平均值为 8.66，标准差为 5.33，经检验，t=-4.77，P<
0.001。说明自我肯定条件下，被试的焦虑缓冲量显

著大于无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

2.2 四组被试自我肯定前后状态焦虑得分

结合被试的自尊水平与操纵条件，将被试分成

四组。其肯定操纵前后状态焦虑得分及其焦虑缓冲

量见附表，焦虑差分值越高，说明被试经过自我肯定

操纵后的焦虑缓冲量越大。

附表 各组被试自我肯定操纵前后焦虑缓冲量(χ±s)

2.3 自我肯定操纵对不同自尊水平被试焦虑情绪

的影响

以状态焦虑情绪测量时间为重复测量变量，进

行2（自尊水平：高/低）×2（自我肯定：有/无）×2（焦虑

测量时间：肯定前/肯定后）三因素单因变量方差分

析，来检验自我肯定对个体失败后焦虑情绪的缓冲

作用。结果发现：测量时间的主效应十分显著（F(1，
118)=243.93，P<0.001），时间与自尊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1，118)=0.77，P>0.05），时间与自我肯定操纵的

交互作用十分显著（F(1，118)=21.88，P<0.001），三者

之间的交互作用边缘不显著（F(1，118)=3.21，P=
0.076>0.05）。说明在自我肯定操纵后，高低自尊组

被试的焦虑情绪都有所下降，并且自我肯定操纵下

的被试焦虑情绪显著少于无自我肯定操纵的被试。

以焦虑情绪为因变量，被试间变量检验结果表

明，自尊的主效应显著（F(1，118)=63.36，P<0.001），

自尊水平

低自尊

高自尊

操纵条件(n)
无肯定(25)
有肯定(36)
无肯定(29)
有肯定(32)

失败后焦虑

55.76±9.55
49.81±9.69
41.03±8.62
40.28±10.01

操纵后焦虑

52.24±9.72
40.78±8.62
35.24±7.25
32.03±7.43

焦虑差

3.52±3.16
9.03±5.44
5.79±3.92
8.2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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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肯定操纵的主效应显著（F(1，118)=11.59，P<
0.01），自尊水平与自我肯定操纵之间的交互作用显

著（F(1，118)=4.59，P<0.05）（见附图）。进一步分析

（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低自尊组在无自我肯定操

纵和自我肯定操纵两种条件下的焦虑缓冲量有显著

差异（t=-4.55，P<0.001），高自尊组在两种条件下的

焦虑缓冲量也存在边缘显著（t=-2.05，P=0.044<
0.05）。说明自我肯定操纵对高低自尊被试都有显

著的缓冲焦虑情绪的作用。在无自我肯定操纵条件

下，高自尊被试的焦虑缓冲量显著大于低自尊被试

（t=-2.32，P<0.05），在自我肯定条件下，高低自尊组

被试的焦虑缓冲量却无显著差异（t=0.60，P>0.05）由
此可见，自我肯定对个体焦虑情绪的缓冲作用，尤其

对低自尊个体来说十分重要。

附图 不同操纵条件下高低自尊个体焦虑缓冲量

3 讨 论

对不同自我肯定条件下被试焦虑缓冲量平均分

的检验结果表明，自我肯定条件下，被试的焦虑缓冲

量显著大于无自我肯定条件下的被试，被试通过自

我肯定能更大程度地减少失败带来的焦虑情绪。这

验证了自我肯定理论的中心假设，即人们可能会通

过肯定自我不相关的方面来抵消自我某一方面的威

胁[12]。

自尊对个体失败后焦虑情绪的缓冲作用主效应

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自尊水平的被试在接受自我肯

定处理前后焦虑情绪差有显著差异，本研究再次支

持了“自尊具有缓冲失败后焦虑情绪”的观点[13]。

本研究发现，无自我肯定条件下，低自尊被试的

焦虑缓冲量显著低于高自尊被试，面临失败时低自

尊个体比高自尊个体有更强烈的情绪困扰[14]，但在

自我肯定条件下，两组的焦虑缓冲量差异却不显

著。Steele研究发现，在自我某一方面受到威胁时，

人们会通过肯定自我不相关的方面来抵消自我某方

面受到的威胁，从而减小这种威胁对自我的影响。

在田录梅等人的研究中也发现，在积极评价策略处

理下，低自尊被试也能增大焦虑情绪的缓冲效应，也

能及时有效地缓冲失败带来的焦虑情绪[15]，与其研

究结果不同，本研究中自我肯定条件下的高自尊组

被试与非自我肯定条件下的高自尊被试间的焦虑缓

冲量也存在边缘显著。这很容易理解，测验失败也

会给高自尊被试带来挫败感，或多或少也会给高自

尊被试相关方面的评价上带来消极影响，而自我肯

定对高自尊被试也会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但这种

作用并不明显，说明高自尊被试受失败带来的其他

方面的挫败感较小，较少出现低自尊被试的失败对

其其他优点的“掩蔽”效应，这是否与高自尊个体的

情绪调节能力[16]、心理弹性[17]等因素有关，还有待于

研究的进一步澄清。

已有研究发现，低自尊被试在智力测验失败后，

就会怀疑自己的一般智力[18]。这表明低自尊个体来

在经历失败后，多把失败归为内部、稳定、普遍的原

因，导致个体负性情绪增多，且低自尊个体容易掩蔽

自己的优点，泛化失败。本研究表明，在其泛化失败

的意义后，及时地让其肯定自己的其他能力或优点，

能够减少低自尊个体的焦虑情绪。本研究基于已有

的研究结论，让被试对智力测验失败之后，让他们有

机会对自己重要的品质进行积极地自我肯定，尽可

能地降低失败泛化带来的消极情绪情感反应。低自

尊被试在失败归因后，消极的归因导致他们产生更

多的焦虑情绪，如将失败归于自己笨、脑袋不灵活

等，并且更糟糕的是，根据对被试的访谈发现，低自

尊被试会由此怀疑自己的一般智力甚至其他能力，

并忽略自己的优点。此时，低自尊被试一旦有机会

积极评价自己的重要品质，就能有机会从失败的“阴

影”中走出来，意识到自己只是在智力测验上失败，

并不代表自己一无是处，自己还很漂亮、有较强的交

际能力或者很开朗、讨人喜欢等等，通过肯定自己的

优点，从而降低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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