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年 第27卷 第3期

宽恕是指个体受到侵犯后的一系列亲社会动机

的转变过程，主要表现为受害者报复和回避动机的

减少 [1]。宽恕有助于修复人际关系，提升受害者的

心理健康水平，减少冒犯者再次冒犯的概率等 [2，3]。

因而如何促进宽恕，一直是心理学者的研究热点。

研究发现，冒犯者的道歉是促进宽恕的一个有效策

略，并且道歉所表达的羞耻、内疚情感能在更大程度

上发挥道歉的有效性。原因是：羞耻、内疚均表明冒

犯者承认了错误，为此经历着负性情感的煎熬，亦增

加了道歉的真诚性，进而有助于受害者做出宽恕[4]。

虽然羞耻和内疚都是冒犯者违背道德原则而产

生的负性情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两者却存

在显著差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Lewis提出的

“自我和行为”观点，他认为：羞耻是个体将消极结果

归于自身的内在缺点，其倾向于责备整体的自我；内

疚是个体将消极结果归于自身的行为，其倾向于责

备具体的行为[5，6]。可见羞耻、内疚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情感，故当冒犯者表达羞耻、内疚时，人们的感知

亦会不同[7]。但在Hareli等人的研究中却发现两者

并无差异[4]。后续的研究指出其原因在于仅从情感

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冒犯者特征、冒犯者与受害者

双方关系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如当冒犯者为外群体

成员时，与表达内疚相比，其表达羞耻时被较少的责

骂 [8，9]。尽管后续研究增进了我们对其影响机制的

了解，但其较少考虑到受害者特征这一方面。研究

表明，道歉的有效性既取决于道歉本身，亦取决于受

害者，正所谓因人制宜，道歉的内容应结合受害者特

征，投其所好，才能更大程度的发挥道歉的有效性，

从而促进宽恕[10]。据此，本文将结合受害者视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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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解释水平这一代表受害者认知特征的变量。探

讨受害者的解释水平与冒犯者表达羞耻、内疚的道

歉对宽恕的影响。

解释水平是指人们对事件的表征有不同的抽象

水平。抽象程度高的为高解释水平，特点是抽象、一

般化的；抽象程度低的为低解释水平，特点是具体、

细节化的。该理论认为解释水平取决于人们所感知

的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可划分为时间

距离、空间距离、社会距离、概率性四种维度。当个

体感知与事件的心理距离越远时，对事件解释水平

会越高，反之越趋向于采用低解释水平[11]。因此在

研究中, 解释水平可以通过直接(对心理距离的操

纵)、间接(与解释水平相关的事件操纵)两种方式进

行操作[12，13]。

研究发现，解释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个体的判断、

决策等认知活动，在判断和决策时个体更加关注与

自身解释水平相匹配的信息，即解释水平匹配效应
[14-16]。因此，高解释水平的个体更容易被抽象和一

般性的信息所影响；低解释水平的个体更容易被具

体和细节性的信息所影响[17]。目前解释水平理论被

广泛应用于营销、消费者行为等领域，但在人际影响

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18]。而解释水平影响人际宽恕

的逻辑是成立的，即不同解释水平的受害者可根据

冒犯者道歉表达的情感来进行宽恕抉择。原因是：

个体在高解释水平下聚焦于信息的抽象、一般化特

点，在低解释水平下聚焦于信息的具体、细节化特

点；羞耻的评价焦点为整体自我，内疚的评价焦点为

具体行为。结合解释水平、羞耻和内疚的特点可判

断羞耻属于高解释水平内容，内疚属于低解释水平

内容 [19，20]，故受害者的解释水平与冒犯者道歉表达

的羞耻、内疚情感可构成解释水平匹配效应。

综上，本研究假设：当受害者为低解释水平时，

冒犯者表达内疚的道歉比表达羞耻的道歉更能促进

宽恕；当受害者为高解释水平时，冒犯者表达羞耻的

道歉比表达内疚的道歉更能促进宽恕。

1 实验1

探讨当采用直接法(社会距离)操作被试解释水

平时，冒犯者不同情感的道歉对宽恕的影响。

1.1 被试

选取某高校大学生172人，有效被试168人。被

试随机分成四组，其中近社会距离羞耻组 43人（男

性21人，女性22人）、近社会距离内疚组42人（男性

26人，女性16人）、远社会距离羞耻组41人（男性21

人，女性 20人）、远社会距离内疚组 42人（男性 21
人，女性21人）。

1.2 实验材料

1.2.1 冒犯情境脚本 采用改编自Struthers等人的

冒犯材料[21]：老师安排一个与你不太熟悉且不同班/
关系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通过明确受害者与冒犯

者的关系来操纵社会距离的远近)协助你完成一个

作品，如果你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该作品，你们将

有很大机会获得省级奖项以及一笔丰厚的奖金，尤

其是对于主要负责人的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

会。在着手任务前，你将部分内容分配给该同学，要

求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且该同学也向你做出了

保证。但是该同学却没有在规定时内完成自己所负

责的任务，所以你们错失了这个机会。

1.2.2 不同情感的道歉材料 采用改编自Giner-
Sorolla等人[8]、Ran等人的道歉材料[22]。表达内疚的

道歉：该同学向你道歉，对于自己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任务，感到非常的抱歉。懊悔自己没能完成任

务，错失了机会，亦给你造成伤害，为此很内疚。表

达羞耻的道歉：该同学向你道歉，对于自己没有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感到非常的失败。认为自己是

一个违背诺言、不遵守信用，且非常无能之人，为此

很羞耻。

为了验证情感操作的有效性，在正式实验前对

51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进行了测查，被试随

机分配到表达羞耻(26人)、内疚的道歉组(25人)。在

被试阅读完材料后，被试评定道歉在多大程度上表

达了羞耻、内疚。借鉴Ran等人的检验方法[22]，内疚

的测查包括三个题目：“你认为冒犯者的道歉在多大

程度上表达了内疚、懊悔、自责”，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7；羞耻的测查包括两个题目：“你认为冒犯者

的道歉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羞耻、丢脸”，采用 7级
评分，1为一点都没有，7为非常，Cronbach’s α系数

为0.87。结果表明，在羞耻组中，羞耻的得分显著高

于内疚的得分，M 羞耻(SD)=5.17(1.33)，M 内疚(SD)=4.01
(1.27)，t（50）=3.21，P<0.01，d=0.89；在内疚组中，内疚

的得分显著高于羞耻的得分，M 内疚(SD)=5.03(1.03)，
M羞耻(SD)=4.08(1.26)，t（48）=2.91，P<0.01，d=0.83。即对

情感的操作是有效的。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不同情感的道歉除了表达

的情感不同之外，受害者感知的真诚度亦会存在差

异 [4]。因而，为了检验本研究中受害者对两种情感

的真诚度感知是否存在差异，我们做了一个补充实

验。选取了65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被试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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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配到表达羞耻(31人)、内疚的道歉组(34人)，评
估方法借鉴Hareli等人的研究[4]：“你在多大程度上

感受到了该同学道歉的真诚度”，采用7级评分，1为
一点也不真诚，7为非常真诚。结果显示，受害者对

不同情感的道歉所感知的真诚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M 羞耻真诚度(SD)=4.52(1.18)，M 内疚真诚度(SD)=4.65(1.45)，t
（63）=0.40，P>0.05。即本研究中的两种道歉主要表达

的是情感的不同，在真诚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1.2.3 宽恕的测查工具 选用McCullough等人编

制的人际侵犯动机量表。量表包括12个题目，其中

5个题目用来测量报复动机，7个题目用来测量回避

动机，采用5级评分，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

结果以反向计分。陈祉妍等人将该量表翻译成了中

文版，Cronbach’s α系数为0.87[23]。

1.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 2(社会距离：远，近)×2(不同情感：羞

耻，内疚)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情境下的宽恕得

分。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情境材料，尽可能将自己想

象为故事的主人公。在阅读完材料后，首先通过 7
级评分法让被试对社会距离的远近(在情境中，你所

感知的与该同学的关系亲密程度是？1为一点都不

亲密，7为非常亲密)、情感的类别进行评定(你认为

该同学的道歉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内疚、羞耻？1
为一点也不内疚或羞耻，7为非常内疚或羞耻 )，然
后再测量被试的宽恕水平。

1.4 结果

1.4.1 操作性检验结果 首先对社会距离、情感操

作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不同社会距离

下被试的社会距离评定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近社会

距离组的得分显著高于远社会距离组的得分，M 近

(SD) =5.47(1.12)，M 远 (SD) =4.52(1.21)，t（166）=5.29，P<
0.001，d=0.81。表明对社会距离的操作有效。不同

情感组中被试的情感评定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在羞

耻组中，羞耻的得分显著高于内疚的得分，M 羞耻

(SD)=5.23(1.14)，M 内疚 (SD)=4.14(1.26)，t（166）=5.83，P<
0.001，d=0.91；在内疚组中，内疚的得分显著高于羞

耻的得分M内疚(SD)=5.18(1.25)，M羞耻(SD)=4.04(1.37)，t
（166）=5.65，P<0.001，d=0.87。表明对情感的操作有

效。

1.4.2 实验结果 然后以社会距离、情感为自变

量，以被试的宽恕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社会距离主效应不显著，F（1，164）=
0.41，P>0.05。情感主效应不显著，F（1，164）=0.01，P>
0.05。社会距离与情感交互作用显著，F(1, 164)=12.91，

P<0.001，η2p=0.0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近社

会距离下，内疚组被试的宽恕得分显著高于羞耻组

被试的宽恕得分，F(1，164)=6.81，P<0.05，η2p=0.04；远社

会距离下，羞耻组被试的宽恕得分显著高于内疚组

被试的宽恕得分，F（1，164）=6.11，P<0.05，η2p=0.04。具

体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社会距离和不同情感下的宽恕分值(M±SD)

上述结果表明，社会距离与道歉表达的情感共

同影响宽恕：当受害者感知与冒犯者处于近社会距

离时，冒犯者表达内疚的道歉比表达羞耻的道歉更

能促进宽恕；当受害者感知与冒犯者处于远社会距

离时，冒犯者表达羞耻的道歉比表达内疚的道歉更

能促进宽恕。

2 实验2

探讨当采用间接法操作被试解释水平时，冒犯

者不同情感的道歉对宽恕的影响。

2.1 被试

选取某高校大学生170人，有效被试160人。被

试随机分为4组，其中低解释水平羞耻组40人(男性

19人，女性 21人)、低解释水平内疚组 41人(男性 16
人，女性25人)、高解释水平羞耻组40人(男性18人，

女性 22人)、高解释水平内疚组 39人(男性 18人，女

性21人)。
2.2 实验材料

除了改变解释水平的启动材料(删除了情境材

料中冒犯者身份的具体信息)，其它材料与实验1一
致。

操作解释水平高低的任务：采用思维推理启动

任务法[13]。启动高解释水平的操作是思考某一事件

“为什么要这样做”，启动低解释水平的操作是思考

“具体怎么完成此事件”。本实验的事件为“锻炼身

体”。

以高解释水平为例：接受高解释水平操纵的被

试首先需写出三种“锻炼身体”能达成的目标，并依

次判断此事件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上述三种目标，

采用5级评分，1为非常少，5为非常多；然后再填写

一个图表，被试需写出“锻炼身体”的某一原因，如

“为了让身体更健康”，紧接着写“为什么让身体更健

康”，以此类推，写满四个为止。

社会距离

近社会距离

远社会距离

情感

羞耻

3.59±0.68
3.88±0.69

内疚

3.95±0.59
3.5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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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设计与程序

实验采用 2(解释水平：高，低)×2(不同情感：羞

耻，内疚)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情境下的宽恕得

分。除去对被试解释水平的操作先于阅读情境材

料，其它步骤与实验1一致。

2.4 结果

2.4.1 操作性检验结果 首先对解释水平操作的

有效性进行了检验，此方法借鉴了钟毅平等人的研

究[24]：由两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进行判断，根据被试

对为什么或怎么做的回答来测量每个人的解释水

平。若被试的回答是最初描述“锻炼身体”的下位概

念，则赋值-1分；若被试的回答是“锻炼身体”的上

位概念，则赋值+1分；若被试的答案不满足任一标

准，则赋值0分。最后，将每一被试四个答案的评分

加起来形成一个解释水平指标(低解释水平最佳指

标为-4分，高解释水平最佳指标为+4分)。结果显

示，两位判断者的评分呈较高相关 r=0.81，最后结果

取两者评分的均值。结果显示，比起回答“怎么做”

问题的被试，回答“为什么”问题的被试有显著更高

的解释水平，M 高解(SD)=3.36(0.76)，M 低解(SD)=-3.09
(0.81)，t(158) = 51.68，P<0.001，d=8.22，即对解释水平的

操作有效。

然后对情感操作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情感组中被试的情感评定结果存在显著差

异：在羞耻组中，羞耻的得分显著高于内疚的得分，

M 羞耻(SD)=5.24(1.33)，M 内疚(SD)=4.13(1.41)，t(158)=5.13，
P<0.001，d=0.81；在内疚组中，内疚的得分显著验高

于羞耻的得分，M 内疚(SD)=5.35(1.32)，M 羞耻(SD)=4.00
(1.38))，t(158)=6.32，P<0.001，d=1.00。即对情感的操作

有效。

2.4.2 实验结果 之后以解释水平、情感为自变

量，以被试的宽恕得分为因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解释水平主效应不显著，F（1，156）=
0.02，P>0.05。情感主效应不显著，F（1，156）=0.06，P>
0.05。解释水平与情感交互作用显著，F(1, 156)=10.33，
P<0.01，η2p=0.06。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高解

释水平下，羞耻组被试的宽恕得分显著高于内疚组

被试的宽恕得分，F（1，156)=5.93，P<0.05，η2p=0.04；低解

释水平下，内疚组被试的宽恕得分显著高于羞耻组

被试的宽恕得分，F（1，156)=4.45，P<0.05，η2p=0.03。具

体结果见表2。
结果表明，解释水平与道歉表达的情感共同影

响宽恕：对于低解释水平受害者，冒犯者表达内疚的

道歉比表达羞耻的道歉更能促进宽恕；对于高解释

水平受害者，冒犯者表达羞耻的道歉比表达内疚的

道歉更能促进宽恕。

表2 不同解释水平和不同情感下的宽恕分值(M±SD)

3 讨 论

近年来，解释水平理论逐渐为众多研究者与应

用者所追捧，解释水平的出现，为多学科、跨领域的

研究提供了一种机制性的、富有整合性的理论框

架。甚至，在解释和理解一系列评价和行为的影响

上很少有理论可以与之媲美[14，25]。基于其简洁而又

强大的解释力，我们实施了本研究。

综合实验 1，2的结果可认为，当冒犯者道歉表

达的情感与受害者的解释水平相匹配时，将有助于

宽恕。对于高解释水平受害者而言，其倾向于使用

抽象的、本质的表征解释事物，此时，具有抽象表征

的羞耻情感更容易被强化，故冒犯者表达羞耻的道

歉更有助于宽恕；对于低解释水平受害者而言，其倾

向于使用具体的、表面的表征解释事物，此时具有具

体表征的内疚情感更容易被强化，故冒犯者表达内

疚的道歉更有助于宽恕。同时，研究发现解释水平

直接操作的效应量略高于间接操作的效应量，即在

一定程度上基于心理距离的直接操纵效果优于对解

释水平相关事件的间接操作效果，且此结果也与已

有的研究一致[26]。其原因可能是：心理距离的远近

会使个体对事件的了解程度产生差异，从而有效引

起抽象表征水平的变化[12]；而间接法是基于抽象表

征程度变化的任务操纵，其本身代表性有待商榷[26]，

根据实验 2的操作检验结果可知，高低解释水平下

均未达到最佳启动水平。但是，解释水平间接操作

形式多样[27]，本文也只采用了思维推理任务法，未来

研究可以比较不同方法下的差异，从而选择一种最

具代表性的操作范式。此外，研究还发现受害者对

两种道歉的真诚度感知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此结果

与Harlie等人的研究不一致[4]，其原因可能是被试的

文化差异(西方被认为是内疚取向的文化，东方被认

为是羞耻取向的文化)[28]、情感材料的不同(在Hreli
的研究中，材料间的区别在于情感词语的不同；本研

究的材料是基于相关文献的整合，其包含了个体在

不同情感下的认知)。我们期待，今后的相关研究能

对这一变量做进一步探究。

解释水平

低解释水平

高解释水平

情感

羞耻

3.37±0.66
3.70±0.56

内疚

3.66±0.60
3.3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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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个体评价 、行

为等方面的解释水平匹配效应 [19，29]，但在人际影响

方面的研究仍然缺乏[18]，本文发展了先前的研究，将

这一效应拓展到人际宽恕领域，并为日后在不同人

际冲突下的解释水平匹配效应提供了依据。同时，

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宽恕的内部机制：受害者是

否会做出宽恕，一方面取决于冒犯者道歉所表达的

情感，另一方面取决于受害者自身的解释水平。故

而，促进宽恕的途径之一是以匹配受害者解释水平

来进行道歉。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很难评估个体

的解释水平。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依赖于一

个直观、明确的指标，即心理距离。在本文中，心理

距离的有效性也得到了验证。即当受害者与冒犯者

处于较远的心理距离时，受害者倾向于对事件形成

高解释水平表征，此时表达羞耻的道歉更为有利，反

之则表达内疚的道歉更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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