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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ullough提出，宽恕的本质是“发生在个体内

部的，对人际间冒犯行为的亲社会的动机性转变”，

它包含三个重要的特点：①宽恕是发生在个体内部

的变化。当一个人宽恕冒犯者时，发生改变的是宽

恕的主体——被冒犯的人，因此，宽恕是一个主动的

过程，是被冒犯者主动做出的选择。②宽恕发生在

人际之间。宽恕发生在人际冲突之后，宽恕的一方

所宽恕的是人际关系中的另一方。③宽恕是一个转

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冒犯者降低了报复和回

避冒犯者的动机，增强了善待冒犯者的动机。宽恕

过程中转变的不仅有动机，还有认知、情感和行为
[1]。关于宽恕的分类很多，其中目前得到普遍认可

的是McCullough的分类，他将宽恕分为个性倾向性

（dispositional）宽恕与情境性（situational）宽恕两

类。个性倾向性宽恕，即个体在不同情境下都具有

相同的宽恕倾向，而情境性宽恕则指在特定冒犯情

境下的具体宽恕行为[2]。许多研究结果证明了宽恕

研究中个体差异的存在，也就是说存在着倾向性宽

恕与情境性宽恕的分离[3]。同时研究表明个体的宽

恕行为是个体内部人格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4]，情境因素在个体是否做出宽恕的决定中发挥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

很多研究探讨过影响个体宽恕的情境因素。

Fehr等人[5]依据McCullough等[1]关于宽恕的定义，提

出了影响个体宽恕的三因素理论，包括认知、情感和

抑制类因素，其中与认知因素相关的情境变量包括

动机(intent)、责任、道歉、伤害的严重性、沉思(rumi⁃
nation)，与情感因素相关的情境变量包括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状态共情、状态愤怒等，而与抑制类因素

相关的情境变量包括关系亲密度、关系承诺以及关

系满意度等。虽然这一模型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

持，但也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没有考虑到社会文

化因素对宽恕的影响，或者完全把宽恕看作是不存

在文化特异性的变量。因此，Ho和 Fung提出了宽

恕的动态过程模型[6]，该模型一方面基于Gross的情

绪调节模型 [7]，另一方面基于大量关于文化因素对

宽恕的影响[8]。该模型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着个

体对伤害的认识和因果归因，同时由于不同的思维

方式也会导致不同文化下的个体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待伤害者、伤害事件，进而从不同的角度来应对伤害[8]。

国内虽然已有一些关于宽恕的研究[9，10]，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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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系统性地探讨影响宽恕的情境因素，因此在

研究一中我们试图通过质性研究的方式来系统探讨

对于中国人而言，在决定宽恕时会考虑哪些因素，同

时在研究二中我们采用认知函数的方法[11]来对研究

一中所发现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验证。

1 研究1：宽恕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1.1 对象

在北京某大学随机选取访谈对象，兼顾性别、年

级、专业等特点，最终选择 15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9
名，女生 6名，大一 3名，大二 4名，大三 5名，大四 3
名。专业包括数学、物理、化学、文史哲、经济法律

等）进行了深度访谈。

同时，再随机在该校选取 175名大学生进行开

放式问卷调查，其中男生95名，女生80名；大学一年

级学生 83名，二年级 41名，三年级 33名，四年级 18
名；文科生125名，理科生50名。

表1 宽恕影响因素整理分析的结果

1.2 研究工具

深度访谈围绕“你经历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伤害

事件”展开，引导访谈对象谈论伤害事件的具体情

况、伤害发生后的反应、和伤害对象的关系、最终是

否宽恕以及宽恕与否的原因等问题。

开放式调查问卷共包括两个题目：①你认为能

够宽恕他人的人具有什么特点？②你会在什么情况

下宽恕别人对你的伤害？

1.3 研究程序

对每位访谈对象分别访谈 2-3次，每位访谈对

象的访谈时间均在150 分钟左右。开放式问卷的调

查采用被试在实验室单独完成的形式进行，每位被

试花费的时间大约为 40分钟。在访谈和调查问卷

结束之后被试都获得了一定的报酬。

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研究个

案编码，资料誊录，列出语句清单，群组分析，类属抽

取，合并同类项，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多角度分

类、专家评判以及修正和重组。

1.4 结果

经过比较和分析共得到了影响宽恕意愿的情境

因素共20个，可以归结为事后态度、伤害动机、伤害

程度、关系性质、伤害类型和伤害次数等6个大的类

属。具体结果见表1。
2 研究2：关系性质、伤害类型与动机的作用

2.1 被试

共384名大学生参加了本研究，其中文科生170
名，理科生 214名，男生 199名，女生 185名，大一学

生 146名，大二学生 139名，大三学生 47名，大四学

生52名。

2.2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由 36个情境构成，采用 4（伤害类型：

财物、名誉、身体、情感）×3（关系性质：家人、一般同

学、好友）×3（伤害动机：无意、恶意、善意）设计。

被试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在Likert 5点量表上

作答，5代表“非常可能”，4代表“很可能”，3代表“比

较可能”，2代表“不太可能”，1代表“完全不可能”。

2.3 结果

2.3.1 描述统计结果 被试在不同情境下宽恕可能

性的平均分及标准差见表2。
2.3.2 方差分析的结果 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考察在不同的伤害类型、关系性质和伤害动机情境

下个体宽恕性水平的差异。结果发现伤害类型的主

效应显著，F(3，507)=36.015，P=0.000；关系性质的主

效应也显著，F(2，338)=505.935，P=0.000；伤害动机

二级

类属

事后

态度

伤害

动机

伤害

程度

关系

性质

伤害

类型

伤害

次数

一级类属

真诚道歉

合理解释

积极弥补

自责内疚

无心之过

无奈为之

恶意中伤

好意

后果严重

违反法律

伤及他人

家人

亲密朋友

陌生人

财物

名誉

情感

身体

初犯

累犯

范例

别人真心的道歉了

别人伤害了我但向我做出了合理解释

如果他人已在尽力弥补过错我会宽恕他

别人在对我造成伤害后，也会自责内疚，选择

宽恕

此人并非有意为之，只是无心之过

别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我的伤害，如他身

陷威胁

主观上恶意伤害我

别人伤害我是为了避免以后更大的伤害

只要不是巨大的伤害最后都会宽恕

如果他触犯了法律，犯罪了，这是不能宽恕的

当这种伤害危及大多数人利益时，我将选择

不宽恕

如果是我的父母对我造成伤害，那么即使伤

害很深，我也会宽恕

如果是关系很亲密的人做了伤害我的事，我

会很受伤

如果只是一般人，从来都一笑置之

如果是伤害了一些财产，丢了几本书，几百块

钱，打坏了水杯，都是无所谓的

别人对自己的诋毁。当时会很生气，过一会

也就算了

情感上的伤害不容易释怀

可以痊愈的身体伤害，不会放在心上

如果别人伤害了我，第一次我会宽恕他

如果他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造成同样

的伤害，则不会宽恕

出现

频次

1034
212
126
10
42
34

396
184
44

146
22
286
262
16
8

38
16

12
10
58
20

16
14
8

44
20
24

%

100.0
20.51
12.19
0.97
4.06
3.29
38.3

17.79
4.26

14.12
2.13

27.66
25.34
1.55
0.77
3.68
1.55

1.16
0.97
5.60
1.93

1.55
1.35
0.77
4.25
1.93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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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效应也显著，F(2，338)=112.861，P=0.000。事后

检验分析表明，在关系性质上，对家人的宽恕意愿最

高，其次为好友，再次为一般同学；在伤害类型上，对

于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宽恕意愿最高，其次为情感，再

次为财物和名誉，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在伤害动机

上，对于善意所造成的伤害宽恕意愿最高，其次为无

意，再次为恶意。伤害类型、关系性质和伤害动机三

个变量的两两交互作用均显著，F 关系性质 ×伤害动机 (4，
676)=35.889，P=0.000，其中一般同学所造成的故意

伤害最难得到宽恕；F伤害类型×关系性质(6，1014)=42.713，P=
0.000，其中家人所造成的身体伤害最容易受到宽恕；

F伤害类型×伤害动机(6，1014)=3.233，P=0.004，其中善意的身

体伤害最容易得到宽恕。

表2 不同情境下宽恕可能性的平均分及标准差

3 总讨论

从研究 1的结果来看，影响个体宽恕意愿的情

境因素可以归为六大类，即事后态度、伤害动机、伤

害程度、关系性质、伤害类型和伤害次数。与 Fehr
等的三因素理论 [5]相比，事后态度、伤害动机、伤害

程度、关系性质都有所涉及，但不同的是三因素理论

中事后态度仅指道歉，伤害动机仅限于是否为有意

伤害，伤害程度也仅限于是否严重，而关系性质则包

括关系的亲密度、满意度以及承诺，所以与研究1的
结果既有一致性也存在不同之处。同时伤害类型和

伤害次数在三因素理论中并未涉及。

从事后态度来看，道歉是受到研究者关注较多

的因素之一，很多研究发现真诚的道歉能够直接提

高被冒犯者的宽恕水平，也可以通过其他一些因素，

例如共情来影响宽恕的意愿[12]。同时，自责内疚等

情绪是修复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个体为了减少内

疚感，倾向于采取补偿行为。需要注意的是，三因素

理论中所涉及的与情感相关的情境变量只是从受害

者角度所体验到的情绪，与研究 1所发现的冒犯者

的自责内疚不同。合理解释是冒犯者向被冒犯者解

释冒犯的真实原因，而这一原因之所以被看作是合

理的主要与冒犯者的动机有关，比如无意所造成的

伤害，或者迫不得已所造成的伤害，这样的解释能够

引发被冒犯者的共情，从而提高宽恕的意愿[13]。此

外，积极弥补也是重要的一种事后态度，一方面事后

弥补可以给被冒犯者一定的补偿和安慰，减轻其痛

苦和愤怒情绪，提高宽恕水平 [5]，另一方面，积极的

事后弥补也体现了冒犯者对于自己所造成的伤害的

道歉和自责，这种积极态度有利于被宽恕。

伤害动机是影响冒犯者能否被宽恕的重要因素
[5]。在研究1中我们将伤害动机归结为了4类，包括

无心之过、无奈为之、恶意中伤和好意。中国传统文

化中认为，“无心为恶，虽恶不罚”，无心所造成的伤

害，虽然犯了错，但也不惩罚。而出自好意对个体造

成的伤害，当个体理解了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会比

较容易原谅。而无奈为之，是由于冒犯者受他人或

情境的胁迫而不得已所为，这样的经历被了解之后，

很多被冒犯者也会选择宽恕。另外，恶意的中伤由

于是冒犯者故意为之，且目的就是要造成被冒犯者

的痛苦，因此比较难以被原谅。

很多研究都发现伤害的严重程度与宽恕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14]，有研究者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太过明

确，甚至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分析 [15]。在研究 1中所

发现的伤害程度，除了确认伤害的严重程度是影响

宽恕意愿的重要因素之外，还包括了两个很少被以

前研究者所关注的因素，即违反法律和伤及他人。

如果冒犯者对于被冒犯者的伤害已经触及到了法

律，此时很多被冒犯者会选择不宽恕，认为冒犯者应

该接受法律的惩罚。这可能是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

强的表现，同时，涉及触犯法律一般而言肯定是比较

严重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被冒犯者的宽恕意愿自

然不会很高。至于伤及他人，也就是说冒犯者所造

成的伤害不止一个被冒犯者，而是多个受害者，同时

也可能因为冒犯者在伤害被冒犯者的同时，波及到

了被冒犯者周围的无辜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冒犯

者的宽恕意愿会降低。比如某个人的隐私被他人恶

意散布出去，而且因此对其家人甚至是家里的未成

年子女造成了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选择宽恕的

意愿要明显地低于仅仅是自己遭受伤害的情况。

关系性质也是影响个体宽恕意愿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大学生，所以关系性质这一

类别所涉及的主要是父母、亲密朋友和陌生人三类，

其中亲密朋友既包括了亲密的同性朋友，也涉及亲

密的异性朋友甚至恋人。有研究发现，人际关系的

家人

好友

一般同学

无意

恶意

善意

无意

恶意

善意

无意

恶意

善意

财物

3.84±0.88
3.01±0.96
3.85±0.92
3.75±0.84
2.30±0.84
3.72±0.93
3.47±0.79
2.24±0.78
3.39±0.91

名誉

3.76±1.03
2.91±1.00
3.94±0.95
3.49±0.98
2.35±1.00
3.69±0.88
3.24±1.00
2.25±1.00
3.55±0.90

身体

4.25±0.94
2.82±1.11
4.49±0.80
3.83±1.00
2.29±0.95
4.45±0.76
3.99±0.88
2.16±0.85
4.36±0.81

情感

3.94±0.92
3.09±0.99
3.89±0.95
3.67±0.94
2.72±0.88
3.78±0.94
3.51±0.94
2.62±0.88
3.5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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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程度与宽恕意愿呈现正相关[12，16]。从社会交换

理论来讲，亲密关系的双方会维持基本的付出与回

报的平衡，因此在面对对方的伤害时，从长远的角度

出发会选择宽恕来期望个体的转变和将来的回报，

另外，双方利益的融合使得被冒犯者不愿意轻易选

择放弃这段关系从而更有可能选择宽恕[17]。

伤害类型是以往大多研究比较少关注的问题，

一般对宽恕的研究中对于所涉及的伤害往往都看作

是一种一般意义的伤害或者比较侧重心理的伤害。

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对大学生的访谈和调查，把伤

害类型归结为 4类，即财物、名誉、情感和身体。哪

种伤害更不容易被宽恕或者更容易被宽恕，可能会

与个体的价值观有关。“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把名誉看得如此重要的人，当受到这方面的伤害时

宽恕的意愿肯定会很低。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伤害次数，也就是说冒犯者

对被冒犯者的伤害是第一次还是已经多次，对于初

犯和惯犯个体宽恕的意愿显然会有所差异。

从研究2的结果来看，我们所关注的伤害类型、

关系性质和伤害动机三个因素的主效应都非常显

著。从关系性质来看，对家人的宽恕意愿最高，其次

为好友，再次为一般同学，这一结果与以前的大多数

研究结果一致，也符合亲密程度越高，宽恕意愿越高

的结论 [12，16]。从伤害动机来看，研究结果也比较容

易理解，即对于善意所造成的伤害宽恕意愿最高，其

次为无意，再次为恶意。对于伤害类型的研究发现，

对于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宽恕意愿最高，其次为情感，

再次为财物和名誉，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大

学生对于财物和名誉都非常看重。黄雪娜与金盛华

对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本土化研究发现，中国大学

生在选择职业时非常愿意选择“体面的”、有声望和

有名气的单位，以保持自己和家人的“面子”，而且很

多大学生把工资待遇作为衡量职业好坏的重要标准
[18]。这都与他们对于“名誉”和“财物”的重视相一

致。当然，大学生价值观的这一特点与整个中国社

会价值观的变迁有关[19]。

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家人所造成的身体伤害最

容易被宽恕，一方面关系越亲密宽恕的意愿越高[12，

16]，另外身体上的一般伤害比较容易恢复，也就是说

这种伤害的后果比较容易消除[20]。同时，一般同学

所造成的故意伤害最难被宽恕，善意的身体伤害最

容易被宽恕基本上都属于两个变量各自主效应的叠

加，比较容易理解。（衷心感谢孙健敏教授对本文的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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