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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败对自我提升的影响。 方法：采用 2(目标：无意识目标 ／ 无目标)×2（任务难

度：容易 ／ 困难）的组间设计，120 名被试依次完成杂乱句子任务(The Scrambled Sentence Task，SST) 和字母排序任务

(Anagram Task)后，立刻测量其自我提升。 结果：目标主效应显著，F(1，104)=6.551，P=0.012；任务难度主效应显著，F
(1，104)=9.257，P=0.003；目标和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1，104)=5.351，P=0.023。 结论：激活无意识的“成功”目标

和执行困难任务可以影响自我提升；相对于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功，无意识目标追求的失败可以增强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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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success and failure of nonconscious goal pursuit on self-enhance-
ment. Methods: This research adopted a 2(goal: nonconscious goal/no goal)×2 (task: easy/difficult) between groups design.
120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the Scrambled Sentence Task (SST) and Anagram Task (AT), and their self-enhance-
ment were investigated immediately with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The main effect of goal was significant, F (1,104)=
6.551, P=0.012; ②The main effect of task was significant, F (1,104)=9.257, P=0.003; ③The interaction of goal and task
was significant as well. Conclusion: Self-enhancement is influenced after priming of nonconscious “achievement” goal
and difficult task performance; Self -enhancement is exacerbated following nonconscious goal failure, as compared with
nonconscious goal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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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 )是人肯定自我、寻

求积极自我形象的驱力，与个人适 应 及 人 际 适应关

系密切，对个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 有人指出自我

提升是道德伪善（一种认为自己比他人道德，但却无

法达到自己声称的道德水准的倾向） 的心理机制之

一[2]。 临床咨询心理学的研究者认为，和积极错觉相

似，自我提升可以间接地促进个体的适应性、心理弹

性和成长[3]，从诸多方面促进心理健康。 人的心理健

康状况一般都和个人生活经历有关， 而个人经历也

会对自我提升产生影响，有研究发现，当经历了失败

之后，个体更加倾向于表 现 出 自 我 提 升偏向(self-
enhancement bias)，比如，和成功的人相比，在语言智

力或推理测验上失败的人会认为自己拥有更多其他

的积极品质 [4]，但是对他人的消极偏见更严重 [5]，这

些成败经历对自我提升的影响都是可以意识到的。
目标（goal）是个体期望达到的状态或结果在大

脑中的表征，它可能潜在地影响人的评价、情感和行

为[6，7]。 通常认为，目标的设置和追求是有计划的意

识行为[8，9]。 然而，目标也可以被和目标密切相关的

线索自动激活，并引导个体的注意、认知、行为倾向

等从先前状态指向将来的期望状态（结果），个体随

之自动追求和实现该目标， 但完全不知道目标对自

己行为的导向作用 [6，10]，这就是无意识目标追求(un-
conscious goal pursuit)。 众多研究证明了无意识目标

追 求 的 存 在 [11，12]，特 别 是 Custers 和 Aarts 依 据 大 量

的研究报告，总结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无意

识目标追求的机制模型后 [13]，将该领域的研究推向

了高潮，学者们在无意识目标追求的行为特征、影响

因素等方面也做了诸多探讨[14]。
“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功或失败通常用下述方

式进行实验操纵[15-17]：首先，在 “没有意识到”的情景

下激活目标（比如激活“成功”目标），从而启动被试

的“无意识”目标追求（即追求“成功”目标）；然后，让

其执行困难任务或容易任务， 执行困难任务的结果

被认为是“无意识”目标追求的失败，执行容易任务

的结果被认为是“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功。 利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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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操纵了“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败后，让被试完

成“成功的自我偏向界定”(Self-Serving Definition of
Success，SSDS)测验，该任务用来测量自我提升。 研

究发现，“无意识” 目标追求失败组被试的自我提升

分数显著高于成功组[15]。
自我提升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并且具有多种

表现形式[3]，比如，自利归因偏向(self-serving attribu-
tion bias)，即认为成功是自己的功劳, 而失败却应由

他人或环境来承担责任；优于平均效应(above-aver-
age effect)，即认为自己比“一般人”拥有更多的积极

品质和更少的消极品质。 那么， 这些不同表现形式

的自我提升是否也受无意识目标追求 成败的影 响

呢？ 目前还少有研究探讨该问题。 此外，有学者认为

自我提升具有文化差异性， 它更多的存在于崇尚个

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 [18，19]，有 人却坚持自 我提升并

非是文化特异性的产物，具有跨文化的普适性[20]。 鉴

于以上考虑， 如果操纵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功或失

败，那么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自我提升倾向是否

有变化？ 如果有，是否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呢？ 这

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1 方 法

1.1 实验设计

采用 2(目标：无意识“成功”目标 ／ 无目标)×2（任

务难度：容易 ／ 困难）的完全随机设计，目标和任务难

度均为组间变量，因变量为被试的自我提升分数。
1.2 被试

实验中涉及英语词汇知识， 为了有效操控无意

识目标追求的成功和失败 （见实验材 料和实验过

程）， 选取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学生 120
人，其中男 101 人，女 19 人，平均年龄 20.7 岁，此前

从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将所有被试随机分配到上述

设计的 4 种实验条件，每种条件下各 30 人。 实验结

束后剔除掉没有完成全部三个实验任务及在任务报

告部分不符合实验要求的被试数据， 最后 106 名被

试数据有效，其分配见表 1。

表 1 被试分配表（括号内为女性被试数）

1.3 实验材料

1.3.1 杂乱句子任务(The Scrambled Sentence Task，
SST) SST 任务来源于 Srull 和 Wyer 的研究 [21]，众多

研究者在无意识目标追 求研究中运 用 SST 任务激

活被试的无意识“成功”目标[15，16]。 该任务有 21 个句

子组合任务，每个任务用杂乱的顺序呈现 5 个词（或

短语），要求用其中的 4 个词组成一个符合语法语义

习惯的句子。 例如： 用“飞翔，在空中，飞机，老鹰，四

处”中的 4 个词，可造成如下句子：“老鹰在空中四处

飞翔”。 在启动无意识“成功”目标条件下，21 个组合

任务中的 19 个包含有和“成功”意义相近的词汇，如

“成功”，“胜利”，“赢得”等，其余 2 个任务中的词是

中性词；在不启动目标条件下，所有 21 个句子组合

任务中的词汇都是中性词。
1.3.2 字母排序任务(Anagram Task) 该任务用来操

控个体完成任务或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功或失败[15，16]，
要求对组成英文单词的字母 从 新 排序，变成另一个

新的英文词，比如，把 dome 调整字母顺序后变成新

单词 mode。 本实验中对原材料单词的数量和难度进

行了调整，在困难任务条件下，总共有 10 个单词，排

序产生新词较困难；在容易任务条件下，也有 10 个

单词，但排序产生新词较容易。
1.3.3 自我提升测量问卷 采用优于平均效应（above-
average effect） 的问卷测量分数作为自我提升的指

标，该问卷在东方文化背景下做过前期测量 [22，23]，具

有较好的信效度。 让被试在七个方面（受尊敬的、友

好的、有能力的、谦虚的、有恒心的 负责任的、重视

友谊的）分别对“自己”和“你所在学校的大多数学

生”进行评价，并用 Liket 7 点量表进行评定，l 表示

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 采用对“自己”的评价

总分减去对“你所在学校的大多数学生”的评价总分

作为自我提升的测量指标。 数据分析表明，对“你自

己”在七个项目评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0.769, 对

“你所在学校的大多数学生”在七个项目评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 α=0.894。
1.4 实验过程

将杂乱句子任务、 字母排序任务和自我提升问

卷依次按顺序装订好，随机发放给被试，实验在安静

的课堂上完成。
1.4.1 无意识目标启动 首先告诉被试完成 “句子

组合认知测验”，测验材料为杂乱句子任务(SST)。 其

中一半被试做启动无意识“成功”目标的 SST 测验，
另一半被试做不启动任何目标的 SST 测验。
1.4.2 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败操纵 完成 SST 测验后，
紧接着让被试完成字母排序任务(Anagram Task)。 指

导语中说明，该测验只是为了完成后面的问卷而“消

除杂念”，如果不能很快完成某个单词排序，就跳过

去做下一个，并要求被试尽快完成任务，不要花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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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时间， 因为无意识目标追求的启动效应在 5 分

钟左右 [11，24]。 前测数据表明被试做完字母排序任务

的实际时间均在 5 分钟以内。
1.4.3 自我提升测量 完成字母排序任务后，让被试

立即填写优于平均效应(above-average effect)的测量

问卷。
1.4.4 任务报告 最后，用报告程序的两个问题（你

是否知道我们的实验目的？ 你是否知道整个实验不

同部分的相互关系？ ）测试被试对实验的意识程度。
如果被试对这两个问题或其中的某一个问题回答为

“是”， 则不进行数据分析， 对这两个问题回答均为

“否 ”的为有效被试。

2 结 果

2.1 字母排序任务(Anagram Task)的前测结果

对字母排序任务(Anagram Task)中的困 难和容

易任务的难易操纵效果进行前测。 被试完成困难任

务的平均正确率为 32%（n1=10 人），完成容易任务的

平均正确率为 92.5%（n2=10 人），两者差异极为显著，
Z=8.83，P<0.001；同时，让他们对任务难度进行主观

评价，从“很容易”到“很困难”的 6 点计分数据表明，
被试对困难和容易任务的难度评价 平均分分别 为

M 困 难=4.6 和 M 容 易=1.8， 两者差异极为显著，t (18)=
6.261，P<0.001。 字母排序任务的正确率和主观评价

数据说明，任务难度操纵是有效的。
2.2 无意识目标追求成功和失败情况下自我提升

的差异分析

不同目标和任务难度下的自我提升分数见表2。
以自我提升分数为因变量，目标条件（启动无意

识“成功”目标或不启动目标）和任务性质（容易或困

难）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目标条件主

效应显著，F(1，104)=6.551，P=0.012，与 不 启 动 目 标

的被试相比，启动无意识目标条件下被试的自我提升

分数更高；任务难度主效应显著，F(1，104)=9.257，P=
0.003，与执行容易任务的被试相比，执行困难任务

被试的我提升分数更高；目 标 条 件 和 任务性质的交

互作用显著，F(1，104)=5.351，P=0.023。
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不同目标启动

条件下， 被试执行不同难度任务的自我提升分数不

同，见附图。具体来讲，在启动无意识目标条件下，任

务难度的效应显著，F(1，104)=14.860，P=0.000，执行

困难任务被试的自我提升分数比执行容易任务被试

的自我提升分数更高；在不启动无意识目标条件下，
任务难度的效应不显著，F (1，104)=0.180，P=0.668，

执行困难任务和容易任务被试的自我提升分数没有

显著差异。

表 2 不同目标条件和不同难度任务下的自我提升分数（M±SD）

8.00
7.50 目标条件

自 7.00 启动无意识目标

我 6.50 不启动目标

提 6.00
升 5.50

5.00

容易 困难

附图 目标条件与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当采用优于平均效应的指标

测量自我提升时，目标条件和任务难度的交互作用显

著，也就是说在追求无意识“成功”目标和不追求无

意识“成功”目标条件下，个体执行不同难度任务（即

无意识目标追求成 功 或失败）后自我提升分数是不

同的。 进一步的交互作用分析说明， 在启动无意识

“成功”目标条件下，困难任务组被试的自我提升分

数高于容易任务组，也就是说无意识目标追求的成败

对自我提升有显著的影响： 相对于无意识目标追求

的成功， 无意识目标追求的失败更能增强个体的自

我提升倾向；而在不启动无意识目标条件下，困难任

务组被试的自我提升分数和容易任务组没有显著差

异，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成功”目标的无意识追求，
困难和容易任务的执行不会产生“目标追求”的失败

或成功，因此也不会影响自我提升。
无意识目标追求失败引发自我提升增强， 其原

因或机制可能是目标追求失败产生的消极情绪及其

转移[25]。 由于目标追求是无意识的，所以个体不知道

自己的消极情绪来源于何处，但是这种无意识的目标

追求失败对自我形象产生了威胁，当个体有机会在其

他方面追求积极的自我意象时，就会在别的领域肯定

自我，表现出自我提升偏差，从而转移消极情绪。 但

是，在不启动“无意识”目标条件下，困难任务组被试

的自我提升分数和容易任务组没有显著差异， 也就

是说，如果没有“成功”目标的“无意识”激活（追求），
困难和容易任务的执行不会引发“无意识”目标追求

的失败或成功，因此也不会影响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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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优于平均效应作为自我提升的指标，
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充实和证明了“无意识”目标追

求成败对自我提升的影响：与意识到的任务失败对自

我提升的影响相类似，无意识情境下目标追求的失败

可以增强人们的自我提升倾向。也说明，在东方文化

背景下，“无意识” 目标追求的成败也影响个体的自

我提升。 虽然有研究认为自我提升具有跨文化的差

异性，但是，优于平均效应作为自我提升的典型表现

形式，在东方文化中被认为也是广泛存在的 [18]。 另

外，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人们总是想拥有被社

会认可和称赞的良好特质 [22]，因此就会产生自我提

升的需要和动机，而满足这些愿望的方式之一，就是

个体主观的认为自己比他人具有较高的多种能力，
具有很多优于他人的积极品质。由此看来，本研究结

果和西方文化下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也就在情理之中

了。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女性被试的比例很小，

虽然未见到无意识目标追求和自我提升研究中性别

因素对二者有影响的报告， 但在推广本研究结论时

应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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