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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宽恕(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是指个体遭

受侵犯后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的转变过程，即受害

者报复和逃避动机的减少以及仁慈动机的提高 [1]。

研究发现，人际宽恕具有重要的积极心理意义。从

个体层面看，宽恕可以减少负性情绪、提升身心健康

等[2-4]；从关系层面讲，宽恕能够促进关系修复、改善

人际关系[4]。

然而，尽管人际宽恕的好处显而易见，但是，相

当多的个体在遭到他人的冒犯后难以进行宽恕。换

言之，宽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过程，其背后包含

着复杂的影响机制。目前，关于人们为什么会宽恕

冒犯者，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最具影响力的

当属社会-心理决定论，是由McCullough等人在综

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根据远近距离的

不同，把影响宽恕过程的因素分为四层框架：最远端

的影响因素是人格和个体差异；其次远端的是冒犯

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因素；较近端的是与具体冒

犯相关的因素；而最近端的是影响宽恕的社会-认
知因素[1]。

其中，冒犯严重性作为与具体冒犯事件相关的

因素，以往研究证实其对宽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5，6]。即冒犯越严重，受害者越难以对冒犯者进行宽

恕。另外，研究发现愤怒(anger)和沉思(rumination)
作为更近端的社会-认知因素，也对宽恕具有影响
[6]。愤怒作为人们受到伤害时激活的主要负性情绪，

对宽恕具有直接的阻碍作用[7]。而沉思是指个体被

动且反复的聚焦于经历过的负性生活或压力事件，

也会阻碍人们达到宽恕[1]。个体越是聚焦于过去的

冒犯事件，愤怒情绪就会越强烈，宽恕就越困难[7]。

可见，人们在经历愤怒事件后的沉思与愤怒本

身是一种持续共生的认知过程，社会建构模型指出

二者共同构成广义愤怒概念下的亚结构，叫做愤怒

沉思 [8]。愤怒沉思是指个体沉浸在愤怒情绪中，并

无意识地回忆起以往气愤的经历、反复思考愤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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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以及可能的后果[9]。研究发现愤怒沉思与宽恕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6]。然而，关于愤怒沉思这种属

于认知情感范畴的独立心理结构在宽恕的心理机制

中所起作用并不如沉思一样清晰。如研究发现沉思

与冒犯严重性具有正相关，即感知到的冒犯越严重，

沉思发生的可能性越高[10]。同时发现受害者感知到

较高水平的冒犯严重性会增加对冒犯的沉思，并进

而减少关系亲密度[11]。可见，沉思在冒犯严重性对

人际宽恕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传承作用。但是，愤怒

沉思是否也会起到中介作用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被试为天津某大学的学生，以自愿和不记名的

方式参与，回收有效问卷194份，其中男生占46.4%；

一年级学生占 25.3%，二年级占 47.9%，三年级占

26.8%；平均年龄为21.65(SD=1.32)岁。

1.2 研究工具

1.2.1 人际动机侵犯量表 采用McCullough等人

修订的人际动机侵犯量表(transgression-related in⁃
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简称 TRIM-18) [12]。

TRIM-18由仁慈(benevolence)、报复(revenge)和回避

(avoidance)三个动机维度组成。采用 5点计分方式

作答。仁慈维度的得分越高，报复和回避维度的得

分越低，代表人际宽恕水平越高。

1.2.2 愤怒沉思量表 采用 Sukhodolsky等人编制

的愤怒沉思量表[8]。共有 19个题目，分为事后愤怒

(angry after thought)、报复想法 (thoughts of revenge)、
愤怒记忆(angry memories)和事因理解(understanding
of causes)四个维度。采用4点计分(1=从不，4=总是)
方式作答，分数越高，代表愤怒沉思水平越高。

1.2.3 冒犯严重性量表 冒犯严重性的评定由3个
题目组成(如这件事情给你带来的伤害程度)，采取7
点计分方式作答。分数越高，表明事件的伤害性与

后果越严重。

1.3 施测程序

利用公共课课堂招募被试，采用集体作答的方

式进行限制性施测。在 2000余名施测群体中得到

194份有效问卷，检出率为 10%左右。具体程序如

下：首先，由课程教师宣读指导语，指出限制性条件

并进行强调。大致内容是“最近一周内，在与他人

(如同学、朋友、同伴等)的交往过程中，是否发生过

冲突事件？并且事件的发生是由对方的过错引起

的，从而给你带来了伤害。如果有的话，邀请参加下

面的课题研究。如果没有的话，交白卷即可。”然

后，让被试对冲突事件进行回忆，并写下事件发生的

大致过程，以此启动人际冒犯情境。接下来，回答事

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作为进一步筛选条件)，以及冒

犯严重性指标。最后，依次作答“人际动机侵犯量

表”和“愤怒沉思量表”。

2 结 果

2.1 冒犯严重性、愤怒沉思与人际宽恕的相关

从附表可见，冒犯严重性、愤怒沉思与人际宽恕

各维度之间的两两相关均显著。

附表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P<0.05，**P<0.01；括号中为内部一致性系数

附图 愤怒沉思的中介作用模型

2.2 冒犯严重性对人际宽恕的影响：愤怒沉思的

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愤怒沉思的中介效应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冒犯严重性影响人际宽恕的直接

模型拟合良好 (χ2/df=1.76，RMSEA=0.06，CFI=0.91，
TLI=0.90，SRMR=0.05)，且冒犯严重性对回避 (β=
0.42，P<0.01)、报复动机(β=0.39，P<0.01)有显著的正

向预测作用，对仁慈动机(β=-0.32，P<0.01)具有显著

的负向预测作用。同时，冒犯严重性影响人际宽恕

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1.65，RMSEA=
0.05，CFI=0.94，TLI=0.93，SRMR=0.06)。如附图所示

(括号内的系数为间接效应c’)，Sobel检验发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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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在冒犯严重性对报复动机、回避动机和仁慈动

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分别为 0.07
(P<0.01)，0.11(P<0.01)和0.05(P<0.05)。
3 讨 论

研究揭示了冒犯严重性、愤怒沉思与人际宽恕

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冒犯严重性可以显著的预测

人际宽恕水平。即冒犯越严重，受害者对冒犯者的

回避和报复动机越强，而仁慈动机越弱，这与以往研

究结果相一致[5，6]。在宽恕文献中，冒犯严重性作为

影响宽恕的事件相关因素已经得到了公认，但冒犯

严重性也有主、客观之分，虽然二者均与宽恕具有显

著的负相关，但有研究发现客观严重性是通过主观

严重性对宽恕产生影响的[13]。可见，冒犯程度本身

并不是影响人际宽恕的直接诱因，个体对冒犯严重

性的内部认知加工对人际宽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同时，研究发现愤怒沉思对回避和报复具有正

向预测作用，而对仁慈动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以

往对愤怒沉思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与抑郁的关系，

如愤怒沉思倾向者更容易患抑郁症，且沉思也会加

重抑郁症患者病情的恶化[9]。而本研究为愤怒沉思

与人际宽恕的关系填充了实证证据。

另外，研究发现愤怒沉思在冒犯严重性对人际

宽恕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冒犯的认知联结

理论指出受害者对冒犯事件产生愤怒的同时也会激

活网络联结中的其他认知与动机结构，即个体对人

际伤害的感知与反应方式的节点网络系统 [14]。例

如，对冒犯的反复愤怒沉思将会使个体不断回忆或

想象冒犯事件，从而引起负性情绪的再现，并进而激

活一系列的认知、情感和动机的心理备战反应。可

见，愤怒沉思对心理健康和人际行为具有破坏作

用。沉思者过多地从消极方面思考自己过去、当前

和未来的生活事件，其观念过多集中于消极的生活

主题，将自己的注意资源过多集中于情绪困扰，阻碍

了其有效解决人际冲突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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