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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通常被认为是协调和促进团体生活的规则

体系[1]。而道德动机是指个体基于对道德义务的理

解，愿意遵循道德规则，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2]。关于道德和道德动机的研究有一个相当长的历

史，经历了从单维到多维的发展。比如Kohlberg从
正义这个单维度出发，观察儿童理解正义的发展过

程，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理论[3]。Gilligan研究了公

平和关怀两个维度，提出了道德两元论[4]。Shweder
等人总结出了三种道德规范，分别为自治道德、群体

道德和神性道德[5]。最为著名的也是现在使用最为

广泛的还是Haidt提出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
dation theory，MFT）。该理论认为在道德规则系统

中有五种最基本的道德，分别为伤害/关爱，公平/欺

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纯洁/堕落 [6，7]。最近，

Janoff-Bulman在道德基础理论上提出了趋避道德

动机模型[1，8-12]

趋避道德动机模型是一个2×3的二维道德动机

模型。其中第一个维度是根据动机的调节方式是趋

近还是回避，把道德动机分为规范性道德和禁止性

道德。把人类的行为动机分为趋近和回避两种类

型，这在多个心理学研究领域都得到认同。比如，在

情绪与认知的研究领域，研究者认为存在行为激活

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其中行为激活系统是一种关

于趋近行为的喜好系统，而行为抑制系统则是一种

关于回避行为的厌恶系统[13]。另外，在行为规范的

研究领域，最早在 Tolman奖惩的驱动理论和Miller
的趋避学习过程中，就提及了趋近和回避两种动机
[14，15]。之后Higgins提出了双重规则系统，其中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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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是基于进步和关注积极结果，而阻碍方向是基

于安全和关注消极结果[16]。当代心理学家更是明确

提出自我规范系统可以分为行为激活和行为抑制两

种系统。其中行为激活系统表现为个体采取趋近行

为，越来越接近目标；行为抑制系统表现为个体采取

回避行为，越来越远离目标[17]。在以上这些研究的

基础上，趋避道德动机模型认为与趋近动机相关的

规范性道德主要关注应该做什么，它要求个体拥有

做好事的动机。而与回避动机相关的禁止性道德则

关注不应该做什么，要求个体通过控制欲望达到不

做坏事的目的。研究者指出相对于规范性道德，人

们对禁止性道德要求更严苛，一旦违反将会受到更

严厉地谴责[1]。

趋避道德动机模型的第二个维度是三种道德背

景，包括了自我、他人和群体，分别指道德行为的对

象是自身、他人或群体。两类动机调节方式（规范性

道德和禁止性道德）和三种道德背景（自我、他人和

群体）相结合，形成了六类道德动机，分别为自我规

范、自我禁止、他人规范、他人禁止、群体规范和群体

禁止。其中，自我规范是通过积极行动使自己得到

提升，如努力/勤奋；而自我禁止是通过抑制行为和

控制情绪保护自我，如自我抑制/谦逊。他人规范是

努力帮助他人获得财富和幸福感，如帮助、捐赠等；

而他人禁止是通过规避和抑制自我的行为，使得群

体中的其他人得到保护，如禁止恃强凌弱、以大欺小

等。群体规范的目的是改善群体现状，帮助群体中

的其他人获得应有的利益，如社会正义、群体责任

等；群体禁止的目的是保护群体远离各种危险，保证

群体的安全，如社会规则、组织规定等。趋避道德动

机模型主张动机的调节方式和道德行为背景共同影

响个体的道德判断[18]。

相比于道德基础理论，趋避道德动机模型有以

下两点优势。第一，在禁止性道德基础上，提出了规

范性道德。在人性假设上，Haidt认为人是自私和自

利的，因此道德基础理论关注更多的是抑制个人的

欲望与渴求。该理论提出的五种道德主要是禁止性

道德[6，19]。比如，忠诚/背叛，权威/颠覆，纯洁/堕落是

以集体为背景的禁止性道德[1，20]。而 Janoff-Bulman
等认为人不只是自私，还会利他 [1]。因此她的趋避

道德动机模型加入了与利他相关的道德，即规范性

道德，比如平等、共享、帮助他人、为社会做贡献等。

第二，完善了道德背景。研究者认为道德基础中的

伤害/关爱和公平/欺骗属于他人背景，忠诚/背叛，权

威/颠覆和纯洁/堕落属于群体背景 [1]。趋避道德动

机模型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自我背景。把研究背景

分为自我、他人和群体，这种划分方式在心理学研究

中比较常见[21]。而最近Hofman及其同事[22]关于日常

道德行为的调查也发现存在以自我为导向的道德行

为。因此自我背景的加入使得道德研究更全面。

Janoff-Bulman及其同事[11]在提出趋避道德动机

模型后编制了相应的道德动机量表。经过多次修

订，最终的趋避道德动机量表包括自我抑制/自律

(Self-Restraint)/(Moderation)，勤奋（Industriousness），

不 伤 害（Not Harming），帮 助/公 平（Helping/Fair⁃
ness），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正义（Social Jus⁃
tice）六个分量表[10]。这 6个分量表分别对应前面提

到的6类道德动机：自我禁止，自我规范，他人禁止，

他人规范，群体禁止和群体规范。该问卷已经被用

于多个领域的多项研究。比如，Janoff-Bulman等使

用该量表发现自由党在社会正义维度上得分较保守

党更高，保守党在社会秩序维度上得分较自由党更

高[10]，说明自由党和保守党都遵从以群体为导向的

道德规范，不同的是前者重视社会正义，后者重视社

会秩序。该结果驳斥了Haidt等的观点[7，19，20]。Haidt
等认为自由党遵从以个体为导向的道德规范，保守

党遵从以群体为导向的道德规范。Stern 和West 验
证了 Janoff-Bulman等的发现 [23]。除此之外，Narto⁃
va-Bochaver等使用该问卷调查了家庭环境友好和

趋避道德动机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家庭环境越友

好，居民道德水平越高[24]。 Carnes等人探讨道德对

行为的约束力，发现社会秩序和帮助这两种道德动

机促进个体与集体保持内在同一性，激励个体为集

体做贡献[25]。

基于趋避道德动机模型及其量表在道德研究领

域的优势，本研究试图把该量表翻译成中文，并检验

其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适应性。另外，趋避道德

动机模型是在道德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

的。研究者认为道德基础理论中的伤害/关爱和公

平/欺骗主要关注道德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属于他人

背景。其中伤害/关爱是他人禁止，而公平/欺骗是

他人规范[1]。而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纯洁/堕落主

要关注道德行为对集体的影响，属于群体禁止[1，20]。

除此之外，Janoff-Bulman和Carnes认为规范性道德

与利他行为相关 [1]。因此，本研究选用道德基础问

卷和亲社会行为量表作为效标，检验趋避道德动机

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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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650名大学生作为被试，共发放和回收650
份问卷。删除缺失题较多、有规律作答的问卷，得到

有效问卷 633份。被试的年龄在 17-25岁之间（M=
19.51，SD=1.279）。其中男生215名，女生402名，性

别缺失16名；大一100名，大二396名，大三124名，

大四10名，年级缺失3名；城镇261名，农村364名，

生源地缺失 8名；独生子女 186名，非独生子女 438
名，独生子女缺失9名；两周后，对其中200名学生进

行重测，重测的被试的年龄在 18-25 岁之间（M=
19.74，SD=1.04），其中男生56名，女生144名。

1.2 研究工具

1.2.1 趋避道德动机量表（Model of Moral Motives
Scale） 由 Janoff-Bulman等编制[10]。该量表共30个
项目，包括自我抑制/自律，勤奋，不伤害，帮助/公
平，社会秩序，社会正义六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均

由5个项目组成，采用7级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

7表示非常同意。经 Janoff-Bulman同意，获得该量

表的使用权和中文版修订权后，由三名英语翻译专

业学生先将量表翻译为中文，经过十几名心理学专

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详细讨论，仔细修订，确

定初稿。然后由三名英语翻译专业本科生回译成英

文，最后由十几名心理学专业学生和老师以及一名

英语翻译专业的副教授讨论修改，形成初测量表。

对 226人进行初测，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

析发现社会秩序维度的第3题和不伤害维度的23题
因子载荷不高。原始问卷中的第3题为 It is harmful
to society when people choose radically new lifestyles
and ways of living；第 23题为 It is always wrong to kill
another human being。在第一稿中，第 3 题翻译成

“人们选择前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会对社会造

成危害”，第 23题翻译成“杀人永远是不对的”。这

两题因子载荷不高可能是因为存在语义混淆。于是

我们再找了大约 30名被试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了简

短的访谈，发现被试对第 3题中的“前卫”更多从时

尚、潮流的角度进行理解。而原始问卷中“radically
new lifestyles and ways of living”指的是全新的，与常

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反复讨论确定把“前卫”

改为“标新立异”。因此第二稿中第 3题改译成“人

们选择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会对社会造

成危害”。另外，第23题中把“wrong”翻译成“不对”

可能还不能表达原意。这道题是原问卷作者

Janoff-Bulman从五因素道德基础问卷中“It can nev⁃

er be right to kill a human being”改编而来，特别强调

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把“wrong”直接翻译成“错的”会

更合适。因此第二稿中第23题改译成“杀人永远是

错的”。修改之后确定了正式量表。

1.2.2 道德基础问卷（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
naire） 由Haidt等编制[7]，查晓坤等修订[26]。该问卷

由 20个项目 5个因素构成，分别是：伤害/关爱，公

平/欺骗，忠诚/背叛，权威/颠覆，纯洁/堕落。该问卷

采用7级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在本次调查中，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2。
1.2.3 亲社会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
sure） 由Carlo等编制[27]，丛文君等修订 [28]。该量表

共有 23个题项，由六个分量表组成，分别测量公开

的、匿名的、利他的、依从的、情绪性的、紧急的亲社

会倾向。在本次调查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0.836。
1.3 统计方法

采用 LISREL8.8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使用 SPSS 24 对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重测信度和效标关联效度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结构效度

对趋避道德动机量表的六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此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较为理

想 ：χ2/df=3.26，RMSEA=0.063，NNFI=0.94 和 CFI=
0.95，SRMR=0.056。该结果支持中文版趋避道德动

机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2 效标关联效度

以道德基础问卷、亲社会倾向量表作为效标，检

验趋避道德动机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见表1）。
趋避道德动机量表和道德基础问卷各分量表的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1）自我背景下的两类道德动机

（即自我抑制/自律和勤奋）与伤害/关爱呈显著负相

关，而与公平/欺骗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勤奋与纯洁/
堕落有显著正相关。2）他人背景下的两类道德动机

（即不伤害和帮助/公平）与伤害/关爱呈显著正相

关，而与公平/欺骗相关不显著。并且不伤害与忠

诚/背叛、纯洁/堕落呈显著负相关，而帮助/公平与纯

洁/堕落呈显著正相关。3）群体背景下的群体抑制

（即社会秩序）与权威/颠覆、纯洁/堕落有显著正相

关。而群体背景下的群体规范（即社会正义）与伤

害/关爱、忠诚/背叛、权威/颠覆有显著正相关。

趋避道德动机各分量表和亲社会行为的相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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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显示：1）自我背景下的自我禁止（即自我抑

制/自律）与他人背景下的他人禁止（即不伤害）与亲

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2）他人背景下的他人规范

（即帮助/公平），以及群体背景下的两类道德动机

（即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与亲社会行为都有显著

正相关。

2.3 分量表相关及其信度

对趋避道德动机总量表及其分量表得分进行相

关分析，结果如表2。采用Cronbach’s α系数评估趋

避道德动机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可靠程度（见表 2
对角线括号里的数字）。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分量表之间存在中等程

度的相关（0.445-0.662），而各分量表与总量表存在

较高的相关（0.726-0.827）。
信度分析结果（见表2对角线括号里的数字）显

示：趋避道德动机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4，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466-0.739之间。另

外，对 200名大学生两周后重测。对前后两次的道

德动机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653，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517-0.666之间。

表2 趋避道德动机总量表及其分量表相关和信度分析

量表

自我抑制/自律

勤奋

不伤害

帮助/公平

社会秩序

社会正义

总量表

1
（0.739）
0.662
0.540
0.626
0.445
0.531
0.815

2

（0.700）
0.552
0.579
0.453
0.448
0.782

3

（0.601）
0.511
0.473
0.496
0.763

4

（0.692）
0.552
0.584
0.827

5

（0.466）
0.506
0.726

6

（0.605）
0.768

7

（0.894）

重测信度

0.517
0.565
0.560
0.566
0.575
0.666
0.653

注：对角线括号里的数字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

3 讨 论

本研究以中国大学生群体为被试，对 Janoff-
Bulman等编制的趋避道德动机量表[10]的信度和效度

进行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趋避道德动

机量表的六因素模型拟合良好，说明该量表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分析结果发现，趋避

道德动机量表与道德基础问卷与亲社会行为量表的

关系基本符合趋避道德动机理论的相关假设。最

后，信度分析结果表明，趋避道德动机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较好。因此，趋避道德动机量表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

研究者认为道德基础理论中伤害/关爱属于他

人禁止，公平/欺骗属于他人规范；而忠诚/背叛，权

威/颠覆和纯洁/堕落属于群体禁止[1，20]。与该观点一

致，本研究发现伤害/关爱和他人禁止（即不伤害）显

著正相关，而权威/颠覆和纯洁/堕落与群体禁止（即

社会秩序）显著正相关。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公

平/欺骗与他人规范（即帮助/公平）有显著相关。另

外，相关分析还表明忠诚/背叛与社会秩序相关不显

著，而与社会正义相关显著。该结果说明道德基础

理论中的忠诚/背叛更多反映的是群体规范而不是

群体禁止。这与 Janoff-Bulman等[1]的观点是不一致

的，因为 Janoff-Bulman等认为忠诚/背叛反映的是群

体禁止。道德基础中的忠诚/背叛主要测量的是对

内群体的忠诚，为了组织或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

人或其他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对这一类道德规范的

理解可能存在中西文化差异。在美国，每年的 6月
14日，全国人民要在国旗下进行忠诚国家的宣誓
[29]。忠诚宣誓写进法律并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而在中国，为国家或集体利益而牺牲

个人利益被认为是一种优良传统美德。因此，道德

表1 趋避道德动机与道德基础和亲社会行为的偏相关（n=633）

伤害/关爱

公平/欺骗

忠诚/背叛

权威/颠覆

纯洁/堕落

亲社会行为

自我抑制/自律

-0.111**
0.195***
0.058

-0.034
0.011

-0.107**

勤奋

-0.079*
0.091*

-0.031
0.068
0.106**
0.033

不伤害

0.276***
0.078

-0.093*
0.078

-0.082*
-0.095*

帮助/公平

0.121**
-0.028
-0.005
0.036
0.092*
0.189***

社会秩序

0.052
0.002
0.047
0.148***
0.124**
0.171***

社会正义

0.108**
-0.028
0.137**
0.088*
0.060
0.180***

注：*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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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中的忠诚/背叛在美国被认为是群体禁止，而在

中国被认为是群体规范是可理解的。另外，伤害/关
爱与他人禁止（即不伤害）和他人规范（即帮助/公
平）都相关显著。同样的，权威/颠覆也与群体禁止

（即社会秩序）和群体规范（即社会正义）都相关显

著。这说明道德基础中的伤害/关爱与权威/颠覆两

类道德可能既有禁止性道德的成分也有规范性道德

的成分。但该结论还需要更多研究支持。

Janoff-Bulman和 Carnes认为规范性道德与利

他行为相关 [1]。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研究

发现，他人规范（即帮助/公平）和群体规范（即社会

正义）与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相关；而自我禁止（即

自我抑制/自律）和他人禁止（即不伤害）与亲社会行

为呈显著负相关。该结果非常好的体现了禁止性道

德和规范道德与利他行为的关系。但是与 Janoff-
Bulman等的观点[1]不一致的是，群体禁止（即社会秩

序）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该结果说明越遵

循社会秩序本身会有越多的亲社会行为，比如不标

新立异，尊重传统的人可能亲社会行为会更多。 另

外，信度分析结果表明，趋避道德动机总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0.894，重测信度为0.653，说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除社会秩序为 0.46外，其余在 0.601-0.739之

间，重测信度在0.51-0.67之间。部分分量表信度不

高的原因可能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分量表的条目较

少。条目的多少会影响量表的信度[30]。趋避道德动

机量表每个分量表只有5个项目。二是中美文化差

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可能对同一道德现象

的理解存在差异 [31]。比如，社会秩序量表中的第 3
题“人们选择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会对

社会造成危害”，可能对于我国大学生来说很难理解

“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是怎么样的。部

分分量表信度不高提示今后有必要根据中国文化修

订或编制趋避道德动机量表。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趋避道

德动机量表的因子结构与西方研究中呈现的结构是

一致的。中文版趋避道德动机量表总体上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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