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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忌是指在向上的社会比较中，个体由于意识

到他人拥有自己渴望拥有但实际上却缺乏的优势

时，产生的一种包含沮丧、自卑、怨恨等感受的痛苦

情绪 [1，2]。大部分研究者将敌意视为妒忌的必要成

分，认为只存在一种含有敌意的恶意妒忌 [3，4]，且研

究者主要关注妒忌情绪的程度[5，6]。但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当他人在某方面比自己优秀时可

能会诱发个体产生两种不同的行为效应：提升自己

以缩小与优势他人之间差距的多产效应和希望他人

失去所拥有优势来缩小差距的破坏效应。前者被称

为善意妒忌，后者被称为恶意妒忌，两种妒忌都会让

人产生沮丧感和消极感受[7]。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两

类妒忌情绪，且同样频繁 [8]。这两类妒忌情绪不仅

在诱发情境上存在差异，在个体的早期认知加工、情

绪体验、动机倾向和行为反应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

异，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8-11]。Falcon[12]研究进一

步支持妒忌情绪存在两种类型的观点。但目前对于

妒忌情绪的研究，基本都着重于探究妒忌程度的影

响因素，很少关注妒忌类型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

究除考察妒忌程度的影响因素外，更旨在考察诱发

个体产生的是多产效应(善意妒忌)还是破坏效应(恶
意妒忌)的影响因素。

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互动形成

的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是个体的归属需要，分为情

感型、工具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13]。个体通常会妒

忌在空间、年龄、性别和成就等方面与自己相近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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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优势他人，亲近意味着目标的相似性并了解他

人的优势所在，且经常与他人交往会大大增加社会

比较发生的可能性 [3]，故本研究主要关注情感型的

人际关系，即人际关系亲密度。目前关于个体间亲

密关系对妒忌情绪影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

致。Tesser和Collins[14]研究表明亲密度与妒忌情绪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Hofer和Busch[15]则发

现两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社交和

亲近需要抑制了妒忌情绪的产生。一方面已有研究

仅关注了亲密度对妒忌程度的影响，而没有关注其

对妒忌类型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的研究结论尚不

统一，这使得探究亲密关系对妒忌的影响成为重要

的研究方向之一[16]。本研究将操纵同学和朋友两种

典型的大学生人际关系，考察人际关系亲密度对妒

忌情绪程度及类型的影响。

此外，妒忌的测量方式一直被研究者关注，以往

关于妒忌的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外显的自我报告 [5]。

但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采用非直接测量的方式对妒

忌展开研究。例如，有研究者通过结合投射技术的

间接测量法，让被试评定情境中主人公的妒忌感受，

发现被试在间接条件下报告的妒忌感受比直接条件

更多[17]。可见，对妒忌采取不同测量方式可能会得

到不同的实验结果。为了更好地探究人际关系对大

学生妒忌程度及类型的影响，本研究拟分别采用直

接和间接两种测量方法进一步探究测量方法对研究

结果的可能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通过两种测量方法，探讨

人际关系亲密度如何影响大学生所体验到的妒忌情

绪程度及类型。

1 实验一

1.1 被试

选取武汉市某高校的本科生共60名，有效被试

为59名(文科生33名，理科生26名；大一12名，大二

20 名，大三 17 名，大四 10 名；年龄为 20.14±1.29
岁)。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其中高亲密组 30名(男生

14名)，低亲密组29名(男生13名)。所有被试的视力

或矫正视力均正常，且均为右利手。

1.2 实验材料

1.2.1 人际关系亲密度的启动情境 设置高、低两

种亲密度的人物关系，告诉被试情境中两个主人公

之间的关系，主人公与被试性别保持一致，命名为小

兰(女生)/小蓝(男生)。具体来说，通过指导语告诉被

试情境中的主人公是被试自己和小兰/小蓝，告诉被

试她/他和小兰/小蓝是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高亲密

组)/关系一般的同性同学(低亲密组)。
1.2.2 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 采用Aron等人编制

的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18]，检验关系亲密度操纵的

有效性。利用两个圆圈的重叠程度来反映情境中主

人公关系间的亲密程度，采用7点等级评定，分数越

高表明关系亲密度越高。

1.2.3 妒忌情绪的启动情境 当个体与相似他人

在对自我非常重要的领域进行比较，且他人比自己

优秀时，更可能被诱发出妒忌情绪[19]。本研究自编

的妒忌情境主要涉及的领域是大学生最容易产生妒

忌情绪的领域，即学业(成绩、奖学金)、社交(朋友、人

缘)和经济。具体情境如下(女生版本)：你和小兰是

大学期间的关系一般的同学/关系亲密的朋友，你和

小兰会相互比较，并觉得彼此在各方面水平相当，你

们都想在大学期间获得校级奖学金。但在之后的调

查显示，在上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小兰的平均学分

绩比你高。开学初院里举行一次评优评先活动，在

民主投票环节，由于小兰更受同学们的欢迎，小兰的

民主投票得分也比你高。最终，小兰获得了校级奖

学金，但你只获得院级奖学金。调查资料还显示，小

兰的家庭条件比你要好一些，小兰想买什么就能买，

而你很多时候要省钱才能买到自己想买的东西。情

境中的优势他人为小兰，其在学业、社交、经济条件

等方面均要优于被试。

1.2.4 妒忌的测量材料 测量妒忌程度的问题是

“你对小兰的妒忌程度是？”，采用7级评分，1表示毫

不妒忌，7表示非常妒忌。妒忌类型测量是先通过

指导语给被试介绍存在两种类型的妒忌，再主观报

告妒忌类型，从1(善意妒忌)至7(恶意妒忌)计分。介

绍妒忌类型的指导语及测量妒忌类型的问题(现在

请你回想在该情境中，你对小兰的妒忌类型是哪

种？)借鉴Ven等人 [8]的研究，该研究表明被试通过

指导语能明确区分善意妒忌和恶意妒忌这两种妒忌

类型。

1.2.5 消极情绪测量材料 消极情绪是恶意妒忌

和善意妒忌的共同特征 [9]，故本研究试图进一步考

察人际关系对个体因妒忌产生消极情绪的影响。共

三个项目，引自Crusius和Lange [9]编制用于评定消极

情绪程度的材料。采用 7点等级评定，分数越高表

明消极情绪水平越高。

1.3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组间(关系亲密度：高/低)设计，因变

量为实验情境下的妒忌程度和类型，对因变量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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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用直接测量法。以被试在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

上的得分作为关系亲密度操纵有效性的测量指标。

1.4 实验程序

首先，启动人际关系亲密度。告诉被试情境中

的主人公为被试自己和小兰/小蓝，两者为关系亲密

的同性朋友/关系一般的同性同学。

接着，完成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要求被试想

象自己与小兰/小蓝的关系，并通过这样的想象来判

断自己与小兰/小蓝关系的亲密程度。

然后，阅读妒忌情境并测量妒忌程度。被试仔

细阅读情境，并在确认理解情境描述的内容后判断

自己对小兰/小蓝的妒忌程度。

接着，测量妒忌类型。要求被试仔细阅读介绍

两种妒忌类型的指导语，并在确认能理解和区分这

两种妒忌类型后判断自己对小兰/小蓝的妒忌类型。

最后，完成消极情绪的测量。要求被试继续保

持对妒忌情境想象并判断自己的消极情绪程度。

1.5 结果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在亲密程度上，低亲

密组显著低于高亲密组，t(57) =6.08，P<0.001，d=
1.58，表明对人际关系亲密度的启动有效。在妒忌

程度得分上，高亲密组显著低于低亲密组，t(57)=
2.55，P<0.05，d=1.42。在妒忌类型上，高亲密组与低

亲密组差异不显著，t(57)=0.44，P>0.05，d=1.58，且两

者均倾向于善意妒忌。在消极情绪得分上，高亲密

组显著低于低亲密组，t(57)=2.36，P<0.05，d=0.99。
表1 直接测量条件下被试对不同亲密度

优势他人的各测量变量平均值(标准差)

1.6 讨论

结果发现，在直接测量条件下，个体对高亲密优

势他人的妒忌程度显著低于低亲密优势他人。一方

面可能是受到妒忌他人是不道德和不被社会认可的

内隐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亲密朋友对个体是

友善的、提供较多支持和帮助的，与其情感联系更为

紧密，且友谊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20]，因此承认对亲

密朋友产生妒忌而带给个体的不道德感和良心谴责

可能会重于对一般同学的，进而导致个体对亲密朋

友的妒忌程度显著低于一般同学。本研究结果还发

现被试对不同亲密度优势他人的妒忌类型均为善意

妒忌。这与van de Ven等人[11]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也

可能是由于被试受到社会称许性的影响而不愿意承

认有恶意妒忌情绪[21]，因此选择看似更为“积极”的

善意妒忌。

2 实验二

2.1 被试

随机选取武汉市某高校的本科生共60名，有效

被试为55名(文科生30名，理科生25名；大一11名，

大二16名，大三15名，大四13名；年龄为20.22±1.24
岁)。被试随机分为两组，高亲密组 29人(男生 13
名)，低亲密组26名(男生12名)。所有被试的视力或

矫正视力均正常，且均为右利手。

2.2 实验材料

将实验一中人际关系亲密度和妒忌情绪启动情

境中的两位主人公由被试和小兰/小蓝替换为小红/
小洪和小兰/小蓝。其余材料均与实验一相同。

2.3 实验设计

除对因变量的测量采用间接测量法外，其他均

与实验一相同。

2.4 实验程序

与实验一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在启动人际关系

亲密度时，告诉被试情境中的主人公为小红/小洪和

小兰/小蓝，两者为关系亲密的同性朋友/关系一般

的同性同学。

实验任务中，要求被试想象小红/小洪与小兰/
小蓝的亲密关系，然后依次判断小红/小洪与小兰/
小蓝关系的亲密程度、情境中小红/小洪对小兰/小
蓝的妒忌程度、妒忌类型及消极情绪水平。

2.5 结果

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在亲密程度上，低亲

密组显著低于高亲密组，t(53) =7.87，P<0.001，d=
2.13，表明对人际关系亲密度的启动有效。在妒忌

程度得分上，高亲密组显著高于低亲密组，t(53)=
2.38，P<0.05，d=1.42。在妒忌类型上，高亲密组与低

亲密组差异显著，t(53)=3.62，P<0.001，d=1.55，被试

对高亲密优势他人为善意妒忌，而对低亲密优势他

人则为恶意妒忌。在消极情绪得分上，高亲密组显

著低于低亲密组，t(53)=2.22，P<0.05，d=1.03。
表2 间接测量条件下被试对不同亲密度

优势他人的各测量变量平均值(标准差)

亲密程度

妒忌程度

妒忌类型

消极情绪

低亲密优势他人

2.83(1.10)
4.31(1.34)
2.45(1.24)
4.92(0.86)

高亲密优势他人

4.77(1.32)
3.37(1.50)
2.27(1.86)
4.31(1.10)

亲密程度

妒忌程度

妒忌类型

消极情绪

低亲密优势他人

2.73(1.00)
3.50(1.63)
4.65(1.47)
5.29(0.74)

高亲密优势他人

5.21(1.29)
4.41(1.21)
3.14(1.62)
4.6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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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讨论

实验二采用的间接测量方法是借鉴Habimana
和Massé[17]研究中的投射方法，被试将自己潜意识的

想法投射到故事主人公身上。结果发现，高亲密组

妒忌程度显著高于低亲密组，可能原因如下：一方

面，个体与高亲密他人更为亲近，更容易知道他人的

优势所在、促进社会比较的发生[3]，向上的社会比较

是诱发妒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个体和高亲密他

人在价值取向、兴趣爱好、水平能力和目标追求等方

面更为相似[21]，个体与优势他人越相似，体验到的妒

忌感受越强烈[19]。

研究还发现个体对高亲密优势他人的妒忌类型

倾向于善意妒忌，对低亲密优势他人则倾向于恶意

妒忌。一方面，相比同学，亲密朋友对个体更为友

善，会提供更多学习和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20]，更愿

意与个体分享其获得优势的方法和经验，这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个体努力提升自己。这与已有研

究结论一致，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有利于提

高个体的学业动机和学业投入 [22，23]。另一方面，相

处时间越长，关系越亲密，获得他人信息的数量和质

量也会越高[24]，即关于亲密朋友为获得优势所付出

的时间和努力等信息也更为可靠，因此个体对获得

优势的可控性更高，在主观上认为他人获得优势的

应得程度也更高，容易产生一种“它可以是我的”的

心理，因此可能导致对亲密朋友倾向于产生善意妒

忌。对于低亲密组被试来说，一般同学与个体情感

联系比较薄弱，个体获取的相关信息较少，主观上认

为他人获得优势的应得程度较低，容易产生一种“它

本应该是我的”的心理，因此可能导致对一般同学倾

向于产生恶意妒忌。

3 总讨论

本研究旨在通过两种测量方法，探讨人际关系

亲密度如何影响大学生妒忌情绪程度及类型。结果

发现两种测量条件所得到的结果不一致，在间接测

量条件下，高亲密组的妒忌程度显著高于低亲密组，

这与直接测量条件下的结果恰好相反。另外，在直

接测量条件下，个体对优势他人的妒忌类型均为善

意妒忌；而在间接测量条件下，对高亲密优势他人的

妒忌类型为善意妒忌，对低亲密优势他人则为恶意

妒忌。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测量方法测量到的是妒忌

的不同层面，其中直接测量可能测得了妒忌的外显

层面，而间接测量则测得了其更为内隐的层面 [5]。

直接测量中由于被试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妒忌正在被

测量，因此带来的社会期望效应可能会使得被试倾

向于少报告自己的感受；而在间接测量中被试被要

求报告的是他人的妒忌感受，个体可能并没有意识

到所测量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妒忌感受。这种没有受

到抑制的妒忌测量结果可能会更为真实准确。

本研究还发现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测量条件，

高亲密组的消极情绪水平均低于低亲密组。这可能

是由于前面提到妒忌情绪的影响因素，包括人际帮

助、情感支持、自我提升动机和高可控性等，都是富

有积极意义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个体因

不具有他人优势而产生的消极情绪。而间接测量条

件下两组被试的消极情绪水平均较直接测量条件更

高，则进一步地反映间接测量法可能比直接测量法

对消极情绪的测量更为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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