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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偏向的研究多集中于临床患者，例如各类

焦虑、抑郁、强迫症、恐怖症、进食障碍、物质依赖等

患者，也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探讨某些人格特质的注

意偏向[1-4]。研究发现一些特殊的人群对某些特殊

的信息具有注意偏向，例如广泛性焦虑患者对威胁

性词汇 [1]、进食障碍患者对食物和情绪相关信息 [2]、

酒精依赖者对与酒相关的图片 [3]、消极完美主义者

对不完美图片[4]均存在注意偏好。测量注意偏向的

实验范式主要有三种，Stroop任务、点探测任务和线

索提示任务，只有点探测任务既可考察被试对同时

呈现的不同类型刺激的相对注意优势，又可区分被

试对特定刺激的注意是偏向还是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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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高寻求高体验、高寻求低体验、低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这四类个体的注意偏向。方法：采

用生命意义问卷在1136名高中生中筛选被试，获得每种类型的被试各32人。采用积极、消极和中性图片为实验材

料，以点探测任务来考察四组被试的注意特点。结果：当积极和消极图片配对出现时，被试类型和图片类型的交互

作用显著(F(3，120)=10.91，P<0.001)，高寻求高体验组对积极和消极图片的反应时没有差异，高寻求低体验组和低寻

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的反应时较长，低寻求高体验组对消极图片的反应时较长。 当积极或消极图片与中性图片

配对出现时，被试类型和图片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3，120)=13.93，P<0.001)，高寻求高体验组对积极和消极图片的

注意偏向值没有差异，高寻求低体验组和低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显著低于消极图片，且显著小于

0，低寻求高体验组对消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显著低于积极图片，且显著小于0。结论：高寻求高体验者对积极和消

极图片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高寻求低体验者和低寻求低体验者对消极图片的敏感性高于积极图片是缘于其对积

极图片的回避，低寻求高体验者对积极图片的敏感性高于消极图片是缘于其对消极图片的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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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amine the attentional bias of four groups of people(those high on both search and presence,
those high on search but low on presence, those low on search but high on presence, and those low on both search and pres⁃
ence). Methods: By using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we selected 32 subjects for each group from 1136 high school stu⁃
dents. Dot probe task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tten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our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task, we used three
types of pictures including positive, negative, and neutral. Results: Wh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ictures were presented to⁃
gether,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groups and picture types was found[F(3,120)=13.93, P<0.001].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subjects with high on both search and presenc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reaction time to positive pictures and
negative pictures, those with high on search but low on presence and those with low on both search and presence had longer
reaction time to positive pictures, and those low on search but high on presence had longer reaction time to negative pic⁃
tures. When positive or negative pictures were presented together with neutral ones,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groups and
picture types was also found[F(3,120)=13.93, P<0.001].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subjects high on both search and pres⁃
ence had no bia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pictures, those high on search but low on presence and those low on both showed
attentional bias away from positive pictures, and those low on search but high on presence showed attentional bias away
from negative pictures. Conclusion: Subjects high on both search and presence pay equal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pictures, those high on search but low on presence and those low on both are more sensitive to negative pictures, and those
low on search but high on presence were more sensitive to positive pictures.

【Key words】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ttentional bias；Dot probe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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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ger认为生命意义可分为生命意义寻求和生

命意义体验两个维度，前者指个体努力去建立或增

加对生命的含义和目标的理解，后者则指理解了生

命的含义，并且认识到自己在生命中的目的、目标或

使命[5]。前人的研究已经证实生命意义体验影响许

多与幸福有关的变量，例如生命意义体验高的个体

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和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少出现消

极情绪，生命意义寻求则与悲伤、愤怒、抑郁等消极

情绪呈正相关 [5]，并且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均具有

类似人格的稳定性[6]。纵向研究已经证明寻求和体

验两个维度之间相对独立 [7]，因此可根据两维度的

程度高低分为四类人：高寻求高体验者、高寻求低体

验者、低寻求高体验者和低寻求低体验者 [8]。既然

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与情绪紧密相关，又具有人格

特质般的稳定性，按照心境一致性理论 [9]和特质一

致性理论[10]，不同寻求和体验水平的个体应该对某

些特定刺激具有注意偏向。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将生

命意义寻求和体验与注意偏向相结合，只是有研究

发现生命意义寻求与沉思这种消极的认知风格正相

关，意味着寻求水平高的人可能会沉浸在过去失望

的经历中，觉得无法改变当前的环境[11]。

既然生命意义体验是人类幸福的生长条件 [5]，

而且进行生命意义寻求并不一定能获得意义体验
[7]，那么如何促进和提高生命意义体验呢？为什么

同等寻求程度的个体会有不一样的体验水平？对这

两个问题研究者们还知之甚少[12]。本研究采用点探

测任务来考察不同寻求和体验程度的四类人的注意

特点，从中探讨同等寻求程度的个体具有高低不同

程度的意义体验的原因，从而为干预个体的认知偏

向以提升其生命意义体验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四川省某中学高一、高二年级的1136名学生

中施测生命意义问卷[13]，根据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

意义体验两维度的得分高低，选择高寻求高体验、高

寻求低体验 、低寻求高体验、低寻求低体验四组被

试各 32人。要求所选被试的寻求和体验分数均处

于相应维度的前 30%或后 30%，例如高寻求低体验

组，其寻求分数处于所有被试的前30%、体验分数处

于所有被试的后30%。

1.2 实验设计

为检验被试对积极和消极图片注意的相对敏感

性，采用4 (被试间变量：高寻求高体验组、高寻求低

体验组、低寻求高体验组、低寻求低体验组)*2 (被试

内变量：探测点的位置出现在积极图片侧或消极图

片侧) 的混合实验设计，此时呈现的配对图片为积

极-消极图片，因变量为反应时。

为检验被试对积极和消极图片是注意偏向还是

注意回避，采用4 (被试间变量：高寻求高体验组、高

寻求低体验组、低寻求高体验组、低寻求低体验组)*
2(被试内变量，图片配对条件：积极-中性匹配、消

极-中性匹配)*2(被试内变量，探测点位置与非中性

图片同侧、异侧)的混合实验设计，此时呈现的配对

图片为积极-中性和消极-中性图片。因变量为注

意偏向值，即用探测点与积极或消极图片异侧时的

反应时减去探测点与积极或消极图片同侧时的反应

时，该值为正说明对探测点与该类图片同侧时的反

应快于异侧，可能存在注意偏向，为负则说明对探测

点与该类图片同侧时的反应慢于异侧，可能存在注

意回避[14]。

1.3 实验材料与仪器

积极、消极、中性图片各20张，共60张正式实验

图片，另外还有20张中性练习图片。图片成对地呈

现在 17寸方正液晶显示器上，屏幕分辨率为 1024×
768，背景颜色为黑色。

为获取实验所需图片，实验前在该中学的高一

和高二年级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式各选择两个班

学生共 249人，请他们描述能够令自己感觉到生活

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事件或场景。然后对被试的回

答进行主题分类，选取被试提及频率前4位主题，分

别为成就类、人际类、自我价值类和社会类。然后请

专业人员根据不同主题总的典型事件和场景画出黑

白素描图画，即根据让被试感到生命有意义的场景

和事件画出积极图片，根据让被试感到生命没有意

义的场景和事件画出消极图片。另外，还有画了一

些不涉及生命意义主题的人或物作为中性图片。得

到 173张图片，包括积极图片 60张、消极图片 50张

和中性图片63张。接着请30名心理学研究生对这

173图片的复杂性、内容清晰度、愉悦度进行 9点评

分。最后得到 20 张积极图片、20 张消极图片和 20
张中性图片。三种类型图片的愉悦度、复杂性和清

晰度见表1。从中可知，在愉悦度上，积极、中性、消

极三类图片依次递减；在复杂性和清晰度上，积极与

消极图片没有差异，但两者均高于中性图片。所有

图片均用图片编辑软件制作为 bmp 格式，规格为

340×340×24b，大小为 11×11cm。再选择 30 名中学

生对实验中所使用图片体现出的生命意义程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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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评分，从-4到 4，分数越高表示图片中的事物令

人感到生命有意义的程度越高，反之感到生命没有

意义。评价结果显示，积极图片(M=2.84±0.13)中的

事物能够令人感到生命有意义(与0相比，t=100.44，

P=0.000)，消极图片(M=-2.67±0.15)中的事物能够令

人感到生命没有意义(与0相比，t=-77.21，P=0.000)，
中性图片(M=-0.06±0.14) 则处于中间位置(与 0 相

比，t=-2.00，P=0.060)。
对3类图片进行随机配对，分别是积极—消极、

积极—中性、消极—中性，均包括 10对图片。每对

图片都会随机出现4次，整个实验共有120trial，分为

3 个 block。每张图片呈现在屏幕左右侧的概率相

等，探测点在每张图片同侧和异侧出现的概率相

等。实验程序用E-Prime软件编制，自动记录被试

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表1 注意偏向实验中使用图片的各项评价指标

1.4 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点探测任务。被试距离显示器约60cm，

眼睛与显示器中心平行。被试需要完成 10对图片

的练习和120个测试 trial。每个 trial开始时，屏幕中

心都会出现一个白色“+”，高和宽都为 0.7cm，持续

时间为1000ms。随后，“+”消失，在显示器中心两侧

的位置出现配对图片，时间为1000ms。一张在屏幕

中央的左侧，另一张在屏幕中央的右侧，两张图片中

心相距 15.5cm，内侧边缘相距 4.5cm，在图片对呈现

时，被试水平和垂直视角分别为 24.9°和 10.5°。图

片对消失之后，探测点 (直径为 0.7cm 的黑色圆点)
出现在其中一张图片中央的位置，被试需要对探测

点的位置做出既快又准的判断：当探测点出现在屏

幕左侧时，用左手食指按F键表示；当探测点出现在

屏幕右侧时，以右手食指按 J键表示。被试做出反

应后，探测点消失，下一个测试开始。

1.5 数据转换和处理

删除被试按键反应出错的数据，并且当被试正

确反映率低于90%，也就是被删除数据多于10%时，

则删除该被试的所有数据。根据这一标准，4个被

试的数据被全部剔除，剩余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

99.49%。此外，反应时小于100ms和大于1000ms的

数据也都被删除。删除数据占总数据的0.9%。

2 结 果

2.1 积极消极图片配对出现

当积极和消极图片同时出现时，通过比较对随

后出现的探测点的反应时，来考察被试是否对特定

图片比较敏感，反应时越短说明被试对该类图片的

注意敏感性越强，结果见表2。

重复测量的方差检验表明(Greenhouse-Geisser
方法校正，下同)，图片类型主效应显著(F(1，120) =
4.83，P=0.030) ，被试对消极图片的反应要稍快于积

极图片(M 消极=399.74，M 积极=403.70) ，说明被试对消

极图片的注意敏感性较高。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

著(F(3，120)=0.70，P=0.555) 。被试类型和图片类型

的交互作用显著(F(3，120)=10.91，P=0.000) 。结合

表2，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发现，高寻求高体验组对

积极和消极图片的反应时没有差异(F(1，120)=0.05，

P=0.828) ；高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的反应时长

于消极图片(F(1，120)=7.46，P=0.007) ，说明相比积

极图片，该组被试对消极图片的注意敏感性更强；低

寻求高体验组对消极图片的反应时长于积极图片(F
(1，120)=7.96，P=0.006) ，即对积极图片具有更强的

注意敏感性；低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的反应时

长于消极图片(F(1，120)=22.09，P=0.000) ，即对消极

图片具有更强的注意敏感性。

表2 不同被试对积极、消极图片后探测点反应时的比较

2.2 积极、消极图片与中性图片配对出现

首先分别计算积极和消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

结果见表 3。重复测量的方差检验表明，图片类型

主效应显著(F(1，120)=10.69，P=0.002) ，对消极图片

的注意偏向值高于积极图片 (M 消 极=1.78，M 积 极= -
4.75)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3，20)=2.33，P=
0.081)。被试类型和图片类型的交互中用显著(F(3，

120)=13.93，P=0.000) 。结合表 3，进一步简单效应

检验发现，高寻求高体验组对积极和消极图片的注

意偏向值没有显著差异(F(1，120)=0.26，P=0.608) ，

高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注意偏向值显著低于消

极图片(F(1，120)=31.48，P=0.000)，低寻求高体验组

对积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显著高于消极图片(F(1，

120)=6.18，P=0.014)，低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的

注意偏向值显著低于消极图片(F(1，120)=13.95，P=

图片类型

1 积极

2 中性

3 消极
不同类型比较

愉悦度

6.78±0.32
4.83±0.32
2.31±0.36

F=906.16***;
1>2>3

复杂性

3.78±0.47
3.20±0.63
3.70±0.44
F=7.38**;
1, 3>2

清晰度

7.23±0.49
6.53±0.44
7.24±0.46

F=15.65***;
1, 3>2

积极图片

消极图片

高寻求高体验

389.99±43.20
390.77±45.38

高寻求低体验

407.30±71.64
397.46±65.99

低寻求高体验

406.59±57.87
416.75±63.92

低寻求低体验

410.91±62.84
393.98±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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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

将4组被试的注意偏向值分别与0进行比较，可

了解其对积极或消极图片是存在偏向还是回避。高

寻求高体验组对积极和消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都为

正，但与0相比差异不显著；高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

图片的注意偏向值为负且显著小于 0(t=-4.50，P=
0.000)，即该组对积极图片存在注意回避；低寻求高

体验组对消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为负且显著小于0
(t=-2.16，P=0.039) ，即对消极图片存在注意回避；低

寻求低体验者对积极图片的注意偏向值为负且显著

小于0(t=-2.96，P=0.006) ，即对积极图片存在注意回

避。

表3 不同被试对积极、消极图片注意偏向值的比较

3 讨 论

本研究设计了两种实验条件：一是积极和消极

图片配对出现的条件，考察被试对这两类图片的相

对注意敏感性；二是积极图片和消极图片分别与中

性图片配对出现的条件，考察被试对积极、消极图片

是否具有注意偏向或者注意回避。两种条件相互映

证，并且条件二的结果可以对条件一做出进一步解

释。在条件一中，高寻求高体验组对两组图片的注

意没有差异，高寻求低体验组和低寻求低体验组对

消极图片的注意敏感性较强，低寻求高体验组对积

极图片敏感性较强。在条件二中，高寻求高体验组

对积极和消极图片皆没有回避或偏向；高寻求低体

验组和低寻求低体验组对积极图片出现注意回避；

低寻求高体验组对对消极图片出现注意回避。由此

可以推断，在日常生活中，高寻求高体验者对积极和

消极信息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高寻求低体验者和

低寻求低体验者对积极信息的注意敏感性较差，主

要是因为他们回避积极信息造成的；低寻求高体验

者对消极信息的注意敏感性低于积极信息，是源自

其对消极信息的回避。

从研究结果来看，生命意义体验水平相同的个
体具有较为类似的注意模式。本研究根据学生报告
的能够增强或减弱其生命意义体验的事件来绘制实
验图片，图片中也蕴含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信息。生
命意义体验具有类似人格的稳定性 [6]，有的研究者
甚至把其作为人格变量进行研究[15]。同时，生命意

义体验与情绪高度相关，与消极情绪有较强的负相

关，与积极情绪有较强的正相关[5]。因此，本研究的

结果既可用特质一致效应来解释，也符合心境一致

效应。特质一致效应认为个体会按照自己的人格特

质有选择的对事件进行认知加工[10]，心境一致效应

指个体以加强现有情绪的方式去感知外部世界 [9]。

高寻求低体验者和低寻求低体验者都回避那些能够

带来生命意义体验并蕴含积极情绪的事件，低寻求

高体验者回避那些会削弱生命意义体验并蕴含消极

情绪的事件。至于高寻求高体验者，虽然没有出现

注意偏向，但是在记忆和解释等其他的认知环节上

是否存在认知加工偏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生命意义体验是个人健康和幸福不可或缺的元

素，它的缺失将导致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是自杀[12]，但

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并不一定会获得体验[7]。那么

如何才能提高人们的生命意义体验呢？King 等人

发现，当个体的积极情绪被诱发后，他们的生命意义

体验也增强了[16]。而本研究则从认知的角度进行探

讨，发现同等寻求程度的个体，当其体验程度不同

时，对积极、消极和中性图片的注意模式存在明显差

异。低寻求低体验者回避积极事件而低寻求高体验

者回避消极事件，高寻求低体验者回避积极事件而

高寻求高体验者却不回避也不偏向积极或消极事

件，而这种认知方式可能又反过来维持着他们的体

验和情绪状态。注意训练的方法已经开始用于治疗

社交焦虑的个体[17]，是否可以通过注意训练来提升

生命意义体验呢，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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