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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认知偏好对大学生情感反应的影响：
短期利益和长期代价＋
田录梅１，张向葵２
（１．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２５００１４；２．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对９９名大学生进行一个学期的追踪调查，探讨不同认知偏好对他们状态性情感反应
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从长期看是利是弊的问题。结果发现：１）与其他组被试相比。积极认知偏好
组产生了更少消极情感反应和更高情感反应积极性；２）认知偏好对个体情感反应的不同影响是暂
时的，从长期看，既没有累积成稳定的情感健康差异也没有产生情感代价。最后对认知偏好的适
应性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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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具有维护个体的生活满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作

认知偏好（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ｉａｓ）一直是临床心理学的

用，尤其是与自尊、控制和乐观有关的认知偏好＂Ｊ。

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
领域也开始关注认知偏好的研究，研究发现，常态人

田录梅的研究（２００５）也表明，当要求被试回忆自己
的积极品质时，该有偏的认知策略显著减少了被试

群在记忆、注意、知觉等方面也常因其个体特征的不

因失败造成的抑郁和焦虑反应¨，。另一种观点则

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偏好。例如，Ｔａｆａｒｏｄｉ等人

认为，认知偏好是适应不良的表现，即使有心理利益

¨＇２１以及田录梅的研究口１都发现，高自尊者比低自

也是短期的，从长远看，代价更大。比如，Ｒｏｂｉｎｓ和

尊者对自我相关信息有更积极的记忆偏好。Ｄａｎｄｅ．

Ｂｅｅｒ的研究（２００１）发现，在一短时的实验室情境

ｎｅａｕ和Ｂａｌｄｗｉｎ的研究ｌ则发现低自尊者对拒绝性

下，自我增强偏好与自恋、自我卷入、积极情感等相

信息有注意偏好，而高自尊者对接纳性信息有注意

关（研究１），但在一长期的追踪研究中它也与自尊

偏好并对拒绝性信息有抑制倾向一Ｊ。另有研究发

及快乐感的下降，以及退学率的升高有关（研究

现高神经质被试对负性词，低神经质被试对正性词

２）Ｈ１。Ｃｒｏｃｋｅｒ和Ｐａｒｋ（２００４）也指出，任何形式的

以及内倾者对内向词，外倾者对外向词均表现出一

自尊追求（认知偏好被看作一种追求自尊的策略）

定程度的认知偏好垆。等。

都是有代价的，这些代价也许在短期内不明显，但从

很显然，尽管目前关于认知偏好的研究比较分

整体上和长期来看，却是毫无疑问的【１ ０｜。Ｔｅｎｎｅｎ和

散，但其研究结果比较一致：由于个体的自尊、人格

Ａｆｆｌｅｃｋ则从临床学观点论述了认知偏好的适应不

等方面的特征，个体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偏好因

良性质¨１｜。显然，上述观点基本都是基于社会认知

人而异，表现出明显的稳定的个体间差异。那么，这

偏好（如归因偏好、自我知觉偏好等）的研究证据提

种稳定的认知偏好是否影响个体心理健康呢？

出的，而且本身存在较大争议：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并

目前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两种观点：一种
观点认为积极的认知偏好是适应性的，有益于心理

没有考察认知偏好的长期效应，而持第二种观点的
人还基本处于理论描述层面，实证证据不足。

健康，比如，Ｂｒｏｗｎ指出，大多数人都有不完全正确

因此，认知偏好是否影响被试的心理健康？如

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即积极错觉（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果有影响，这种影响从长期看是利是弊？对这些问

积极错觉可以促进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使人们能

题的回答（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不明朗。该

够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更有效。６］。Ｃｕｍｍｉｎｓ和Ｎｉｓ．

研究拟以记忆偏好为认知偏好的具体指标，以积极

ｒｉｃｏ的研究（２００２）也发现，自我相关的积极的认知

情感和消极情感为心理健康的可操作化指标，通过

·基金项目：东北师范大学校级优秀博士论文基金（１０８３５８０３４）。
通讯作者：张向葵，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ｋｕｉ＠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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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期的追踪调查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２．３研究程序

研究假设：如果不同认知偏好对被试的状态性

学期初（ＴＩ）：首先施测一般性ＰＡＮＡＳ—Ｒ；一

情感反应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能够持久或不断积

周后小组施测状态性ＰＡＮＡＳ—Ｒ（情感基线测量），

累，那么，１）被试在一学期之内各阶段测得的一般

每５～１０人一组，接下来进行记忆偏好测验，然后重

性情感健康应该与其认知偏好后的情感反应显著正

测状态性ＰＡＮＡＳ—Ｒ（情感反应测量）。两次状态

相关；２）有积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可能会随时间更

性情感测量中的题目一样但顺序不同（随机化），且

积极而有消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可能会随时间更消

强调被试当时当刻的心理感受。其中记忆偏好测验

极；３）不同认知偏好的被试之间在一般性情感健康

的施测程序如下：
在计算机屏幕中央首先呈现一个”＋”号，时间

上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有积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更健
康。否则说明认知偏好对个体情感的影响不能持久

为５００毫秒，然后依次呈现４４个形容词，每次呈现

或累积成稳定的情感健康差异，甚至可能有长期代

一个，前４个和后４个顺序固定，中间的３６个正式

价（比如有积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健康从长期看可

形容词顺序随机。参照以往研究¨。Ｊ，指导语要求

能更消极）。

被试尽量把电脑呈现的形容词想象为别人对自己的

２研究方法

真实评价（目的在于使之成为自我相关信息），为提

２．１

被试

醒被试想象，计算机屏幕左上角以较小字体呈现”

以院系为单位（文理兼顾）整群抽取大学生共

别人说我是……”。被试每看完一个单词后可以按

１８３人参加记忆偏好及情感问卷等的测量及其追踪

空格键看下一个单词，时间不限。全部词汇呈现完

研究，由于各种原因追踪到学期中去掉流失的被试

毕后即要求被试自由回忆电脑上呈现的词，回忆时

和无效数据后剩余有效被试１１０人；追踪到学期末

间为５分钟，以纸笔形式进行。

剩余有效被试９９人，其中男生２３人女生７６人，年
龄在１７—２４岁之间，平均年龄１９．４３，标准差１．２０。

学期中（１２）和学期末（ｒ乃）重测一般眭ＰＡＮＡＳ—Ｒ。
采用ＳＰＳＳｌ １．５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下面将以这９９人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３结果与分析

２．２研究材料

３．１认知偏好类型的划分

２．２．１记忆偏好测验材料
包括３６个正式形容词和８个用于控制首因效

经统计，总体上，有６９．７％的被试回忆的积极
信息多于消极信息，表现出相对的积极信息记忆偏

应和近因效应的形容词。３６个形容词中，积极词、

好，有２０．２％的被试回忆的消极信息多于积极信

消极词和中性词各１２个，被试每正确回忆出一个正

息，表现出相对的消极信息记忆偏好，１０．１％的被试

式形容词得１分，若回忆出的形容词与原词意义相

对两类信息的回忆量相同，没有明显的记忆偏好。

同但有所出入（如，”胆小的”忆为”胆怯的”）则记

这说明总体而言大多数人都有相对的积极信息偏

为０．５分。如果被试对积极形容词的回忆量多于消

好。为便于组间差异的比较，尽量减少各组被试量

极词汇回忆量则表示他／她有积极记忆偏好，反之则

的不平衡问题，依据数据特征，将被试的认知偏好类

表示他／她有消极的记忆偏好，若二者回忆量相等则

型相对划分为三类：积极回忆量比消极回忆量多出

表示该被试无明显的记忆偏好¨２｜。

至少１．５分者为积极认知偏好；消极回忆量比积极

２．２．２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中文修订版（ＰＡ—

回忆量多出至少１分者为消极认知偏好；其余的为

ＮＡＳ—Ｒ）

无偏好。结果见表ｌ。

邱林修订的ＰＡＮＡＳ中文版，包括１８个情感形

经检验，三组被试在两个回忆量指标上均存在

容词，积极词和消极词各半，５点计分。研究表明该

极显著差异（积极回忆量：Ｆ（２．９６）＝１１．４６，Ｐ＜

量表的信效度以及两个分量表ＰＡ（积极情感分量

０．００１；消极回忆量：Ｆ（２．９６）＝４７．２７，Ｐ＜０．００１）。

表）和ＮＡ（消极情感分量表）的信效度都良好¨川。

事后比较发现，积极偏好组比消极偏好组和无偏好

采用该量表及其变式：一般性的ＰＡＮＡＳ—Ｒ和

组有显著更多的积极回忆量以及显著更少的消极回

状态性的ＰＡＮＡＳ—Ｒ（其区别在于指导语不同），前

忆量（所有Ｐ＜０．０１），消极偏好组比无偏好组有显

者用于测量一般性的情感健康，后者用于测量状态

著更多的消极回忆量（Ｐ＜０．００１）。结果表明该偏
好类型的划分基本合理。

性的情感反应，都分为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情感积

极性（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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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录梅等不同认知偏好对大学生情感反应的影响：短期利益和长期代价
表１

７５

三组被试在不同词汇回忆量上的平均数（标准差）

３．２认知偏好对状态性情感反应的即时影响

＜０．０５；在情感积极性上的主效应也显著，Ｆ（２．９５）＝

分别以三种情感基线（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情

４．０９，Ｐ＜０．０５。逐对比较发现积极偏好组的消极

感积极性）为协变量，对被试的三个情感反应指标依

情感反应明显少于消极偏好组，它和无偏好组的情

次进行协方差分析（事先分析发现总记忆成绩、年龄

感积极性也都高于消极偏好组，所有Ｐ＜０．０５；其余

与三个情感反应指标的相关均不显著，三个指标在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结果说明不同认知偏好对暂

性别之间也无显著差异，所有Ｐ＞０．０５，故不再考虑

时的情感反应是有影响的，而且主要体现为对消极

这些变量的影响），结果（参见表２）发现，认知偏好

情感反应的作用。因此，下面将继续探讨这种影响

类型在积极情感反应上的主效应不显著（ｐ＞０．０５），

能否持久或者能否积累成稳定的情感健康差异以考

在消极情感反应上的主效应显著，Ｆ（２．９５）＝２．２７，Ｐ

察这种影响的长期性。

表２

不同认知偏好的被试在各情感反应指标上的平均数（标准差）

表３

被试在三个时间点上测得的一般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ｎ＝９９）

３．３认知偏好对情感反应的长时效应

相互之间均有极显著的正相关，所有Ｐ＜０．００１，且

３．３．１在Ｔ１、１２、１３测量到的一般情感与Ｔ１测得的

相关程度基本都在０．５０以上。说明被试在一个学

情感反应之间的相关

分别控制不同情感基线之后，被试在Ｔｌ、ｒ１２和

期内一般情感很稳定，并不受暂时具体事件影响。
分别对三组不同认知偏好的被试在一学期内的

Ｂ的一般性情感健康得分与三种情感反应指标的

情感变化进行相关样本ｔ检验，结果发现，积极偏好

得分均无显著相关，ｒ的绝对值在０．０１—０．１８之间，

组的积极情感疋显著多于Ｔ１，ｔｆ４６１＝２．８４０，Ｐ＜

所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被试的一般情感与其在使

０．０１，但其消极情感死和乃都明显多于Ｔ１，ｔ㈨）＝

用认知偏好之后的暂时性情感反应并无明显关联。

２．２９７，Ｐ＜０．０５；ｔｆ４５１＝２．９４４，Ｐ＜０．０１；无偏好组

３．３．２被试在一个学期之内的情感稳定性

的积极情感乃明显多于挖和ＴＩ，ｔｆ３ｌ、＝２．２１７，Ｐ

为便于区分，下面的分析中将分别把三个时间

＜０．０５；ｔ（３１１＝２．１０１，Ｐ＜０．０５，但消极情感乃也多

点测得的三个一般情感指标标识为对应名称的ｌ、

于Ｔ１，ｔ（３１）＝２．８２３１，Ｐ＜０．０１；但这两组被试的整

２、３。由表３可见，三个积极情感得分相互之间、三

体情感积极性在一学期之内的变化并不显著，所有

个消极情感得分相互之间以及三个情感积极性得分

Ｐ＞０．０５，说明积极偏好组和无偏好组其积极情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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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消极情感随时间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多，但其整体的

指标的差异都不显著，Ｆ值在０．０９—０．７７之间，所

情感积极性很稳定；消极偏好组的任何情感变化都

有Ｐ＞０．０５。各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４。

不明显。所有Ｐ＞０．０５。

上述结果说明，被试的一般情感与其使用认知
偏好后产生的情感反应并无明显相关，有积极认知

上述结果说明被试可能并没有因认知偏好而积
累出更积极或更消极的一般情感。

偏好的被试其情感也没有随时间更积极，不同偏好

３．３．３不同认知偏好组之间在一般情感上的差异

的被试之间在一般情感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发现三组有不同认知偏好

的被试之间无论在ｒ。、疋还是乃其三种一般情感

从长期看，不同认知偏好对情感反应的影响是暂时
的，既没有积累成质的差异，也没有产生代价。

表４有不同认知偏好的被试在三个一般情感指标上的平均数（标准差）

４讨论

异。这些结果都说明尽管不同认知偏好对个体的情

结果发现，被试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记忆）

感反应有不同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仅仅是暂时的。

是有不同偏好的，而且不同认知偏好对被试状态性

这可能与认知偏好的性质有关。研究表明，不同个

情感反应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积极偏好组的消

体之间对自我相关信息的不同认知偏好乃是一种认

极情感反应明显比消极偏好组少，而情感积极性比

知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或提升自尊Ｊ ４Ｉ，被试在维

消极偏好组高。无偏好组的情感积极性也高于消极

护或提升自尊的同时可能也缓解了由自尊压力带来

偏好组，但三组被试在积极情感反应上未发现显著

的焦虑和其它消极情绪情感，但这一策略并未真正

差异。这说明不同认知偏好主要作用于消极情感并

解决问题（比如如何去除自尊压力），某种程度上属

进而影响其整体情感积极性。该结果与研究的预期

于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因此，积极偏好可暂时

基本一致，也与以往关于社会认知偏好的研究结

缓解消极情绪情感，但从长期看对情感健康并无多

果一’８１相吻合。该结果提示，大多数人都有或多或少

大益处。

的积极偏好，而积极偏好引发了较少的消极情感反

尽管如此，从长期看这些不同的认知偏好也没

应。因此，大多数人会保持一种相对良好的情感状

有带来情感方面的代价。这似乎不支持社会认知领

态，保持一种相对的心理健康，这与Ｂｒｏｗｎ关于“积

域内关于认知偏好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第二种观点，

极错觉”的论述旧。相吻合，也似乎支持前述一些学者

即积极偏好带来的心理利益是暂时的，从长期看更

提出的有些认知偏好是适应性偏好的说法。

有心理代价。但是，心理代价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

然而，接下来的分析发现，从长期看，研究结果

该研究并没有考察被试在其它方面的变化，比如自

并不支持上述观点，因为被试在一学期之内各阶段

主性、人际关系等¨０｜，故还不能说明认知偏好是否

测得的一般性情感健康与其认知偏好后的情感反应

仍有其它方面的代价，这有待以后的研究探讨。综

并无显著相关，有积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也并没有

上所述，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偏好可能只是一种

随时间更积极，有消极偏好的被试其情感也没有随

暂时的认知策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当某种

时间更消极，而是趋向于稳定。同样，有不同认知偏

信息（如消极信息）威胁到自尊时，人们倾向于忽略

好的被试之间在其一般性情感健康上也没有显著差

它们或者仅进行浅加工，以保护自我不受伤害，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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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录梅等不同认知偏好对大学生情感反应的影响：短期利益和长期代价
Ｓｅ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７４（５）：１１８１一１１９６．

正是Ｇｒｅｅｎ等人提出的记忆忽略模型的核心思想所

３田录梅，张向葵．不同自尊者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记忆偏

在。１ ４｜。引发较少的消极情感反应可能正是这种自

好．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８，２４（２）：９１—９６．

我保护动机带来的副产品。然而，保护或增强自尊
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努力，还停留在维护”面子”层

４

ｄｕｃｔｉｏｎ

力。因此，这种认知偏好只会影响到被试当时的情

感反应，时过境迁其影响也烟消云散，并未撼动其更

Ｓ

Ｄ。Ｂａｌｄｗｉｎ Ｍ Ｗ．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ｊｅｃ－

ｔ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ａｓ

面，个体在实际行动中可能并未付出真正的改善努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３（４）：５８４—６０２．

５陈少华，郑雪．人格特质对选择性加工偏向的影响．心理

一般更稳定的情感健康。不过，就对个人情感的影

科学，２００５，２８（５）：１１３５一１１３８．

响而言，积极认知偏好应该是有利无害的，是适应性

６乔纳森·布朗．自我．陈浩莺，薛贵，曾盼盼译．北京：人民
邮电出版社，２００４．

的，尽管效果短暂。
７

最后，该研究有两个待改进之处：一是认知偏好

来研究可考虑人为划分法（比如引导被试产生某种
类型的认知偏好）以考察绝对偏好类型对被试情感
反应的影响；二是由于各种原因被试流失量较大，导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Ｒ Ａ。Ｎｉｓｔｉｃｏ Ｈ．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类型的划分是相对的，目前还缺乏一个绝对标准，未

２００２．３：３７—６９．

应．心理学报，２００５，３７（２）：２４０—２４５．
９

Ｒｏｂｉｎｓ Ｒ

Ｗ，Ｂｅｅｒ Ｊ 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应予改进。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５结论

１０

与其他组被试相比，积极认知偏好组产生了更

Ｃｒｏｃｋｅｒ

ｃｏｓ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８０（２）：３４０—３５２．

Ｊ．Ｐａｒｋ Ｌ Ｅ．Ｔｈｅ ｃｏｓｔｌｙ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Ｐｓ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４，１３０（３）：３９２—４１４．

ｅｈｏｌｏｇｉｅａｌ
１ｌ

少消极情感反应和更高情感反应积极性。

ｂｉ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８张向葵，田录梅．自尊对失败后抑郁、焦虑反应的缓冲效

致样本偏小，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未来研究

５．１

Ｄａｎｄｅｎｅａｎ

Ｔｅｎｎｅｎ Ｈ．Ａｆｆｌｅｃｋ

Ｇ．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ｆ

５．２认知偏好对个体情感反应的不同影响是暂时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Ｒ Ｆ

的，从长期看，既没有累积成稳定的情感健康差异也没

ｚｌｅ ｏｆ Ｌｏｗ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Ｂａｕｍｅｉｓｔｅｒ。Ｅｄ．ＳｅＩｆ—ｅｓｔｅｅｍ：Ｔｈｅ

Ｓｅｌｆ—Ｒｅｇａｒｄ．Ｎｅｗ

Ｐｕｚ－

Ｙｏｒｋ：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２４ｌ

一２６２．

有产生情感代价。

１２田录梅，张向葵．不同自尊者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记忆偏
好．心理发展与教育，２００８，２４（２）：９ｌ一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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