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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内医疗环境日益严峻，伤医、杀医事件

时有发生，患者的攻击性行为对医护人员的人身安

全及医患关系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1，2]。研究表明

挫折是引起攻击性行为的重要因素，个体在遭受挫

折后更容易引发暴力倾向行为 [3-5]。挫折是干扰或

阻碍目标的外在刺激情境，这个阻碍可能是人为所

造成，也可能是物或自然环境、社会环境[6]。患者在

就医过程中如果遇到了干扰或阻碍就表示患者产生

了就医挫折经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挫

折事件包括求医过程的周折、自尊心受挫、误解、要

求未能得要满足等 [7]，患者的就医挫折经历可能会

引发一系列的情绪和行为效应。

修正的挫折—攻击理论认为挫折具有唤醒个体

侵犯情绪的作用，即当个体在既定环境中无法满足

自己的需要时就可能激发侵犯性愤怒[5]。挫折也被

认为是侵入性的负面情绪或是在某一特定期望被违

反后所经历的一种情绪反应，个体在遭遇挫折后可

能会产生焦虑、伤心等消极情绪[8-10]。研究发现挫折

经历会显著增加患者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而加重

患者的疼痛感受，因此挫折经历是影响患者情绪的

重要因素之一[11，12]。

挫折不仅会激发个体的消极情绪还会引起个体

的攻击性行为。研究发现长时间的等待即就医过程

的周折可能是患者攻击性行为的主要诱因[13]。患者

经历的就医挫折感越强，攻击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

更高[14，15]。患者在受挫后可能出现的攻击性行为包

括制造障碍、找岔子、辱骂医务人员及故意毁损医疗

器械等[16]。挫折不仅能够激发个体的外显攻击性，

而且能启动个体的内隐攻击性[16-20]。内隐攻击性是

个体通过内省或自我报告(意识层面上)无法识别

的，却对个体的行为产生潜在影响的侵犯他人的行

为倾向[21]。线索-唤醒理论认为挫折并不直接导致

攻击行为的发生，只是为攻击性行为提供了状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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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22]。研究发现受挫个体会有更强的内隐攻击性[23，

24]，内隐攻击性指标可能更能代表受挫患者的攻击

性。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就医挫折经历对患者内隐

攻击性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实

验法试图探讨就医挫折经历对患者情绪和内隐攻击

性的影响。本研究假设：（1）回忆操纵后，相比于无

就医挫折经历组，就医挫折经历组的患者正性情绪

水平显著降低，负性情绪水平显著提高。（2）在点探

测任务中，相比于无就医挫折经历组，就医挫折经历

组的患者对攻击性词汇产生注意偏向。

1 研究一：就医挫折经历对患者情绪的影响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研究对象为某三甲医院门诊部患者

68人，就医挫折经历回忆组 34人（男 16人，女 18
人），中性经历回忆组34人（男15人，女19人），年龄

分布在 20-40岁之间，测试前征得患者的同意并在

实验结束后给予患者一定的报酬。

1.1.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就医挫折经历为被试间变量，分为就医挫折经历/中
性经历两个水平。因变量为情绪自评卡的正性情绪

和负性情绪得分。

1.1.3 实验材料 情绪自评卡：本研究所使用的情

绪自评卡选取了 4个情绪形容词（愉快、开心、低沉

和悲伤）让被试进行正性和负性情绪的评估以检验

挫折操纵的效果。每个项目都采取 7 点计分，“1”为
一点也不，“7”为非常明显，正性情绪得分为愉快和

开心两个题目的平均分，负性情绪得分为低沉和悲

伤两个题目的平均分。各维度的克伦巴赫系数（α
1=0.94, α2=0.86)较好的显示了一致性。

回忆/想象范式：回忆/想象范式也被称为情绪

事件回忆技术，是通过让被试自由想象某些特定事

件或回忆亲身经历的事件发生时的感受以此来达到

诱发相应情绪的目的。本研究采用的是让被试回忆

就医过程中的挫折经历来诱发患者受挫的情绪。与

许诗琪[14]在实验中所采取的挫折操纵方式一致，即

就医挫折经历回忆组是让被试回忆最近两年内就医

过程中的挫折事件，中性经历回忆组是让被试回忆

最近两年内就医过程中的中性事件，两组患者在回

忆后都详细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和心理

感受。

1.1.4 实验过程 被试首先填写基本信息调查表，

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情绪自评表以及

在两年内是否有过就医挫折经历。接着根据被试的

回答分为就医挫折经历组和中性经历组，通过不同

的指导语操控被试的回忆事件。指导语如下，就医

挫折经历组：请您用几分钟时间回忆最近两年内就

医过程中的挫折事件，回忆结束后请详细记录下事

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和心理感受；中性经历回

忆组：请您用几分钟时间回忆最近两年内就医过程

中的中性事件，回忆结束后请详细记录下事件发生

的时间、地点、过程和心理感受。 最后两组被试再

进行一次情绪测评。

1.2 研究结果

挫折操纵前后，被试分别填写情绪自评卡，然后

统计被试自评量表的正性情绪得分和负性情绪得

分。情绪自评卡得分情况如表1。
表1 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自评分数的描述统计量（M±SD）

对两组被试挫折操纵前后的正性情绪进行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就医挫折经历主效应显

著，F（1, 66）=4.39，P<0.05，η2p=0.062，表明就医挫折

经历组被试的正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中性经历组。

时间主效应显著，F（1, 66）=22.99，P<0.001，η2p=
0.258，表明两组被试正性情绪后测得分均显著低于

前测。时间和就医挫折经历交互作用显著，F（1,
66）=14.36，P<0.001，η2p=0.17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

析发现，在回忆操纵前就医挫折经历组被试正性情

绪得分与中性经历组相比差异不显著（M 挫折组=3.84，
M 中性组=3.93，P=0.814）；在回忆操纵后，就医挫折经

历组被试正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中性经历组（M 挫折

组=2.46，M 中性组=3.76，P<0.01）。
对两组被试挫折操纵前后的负性情绪进行重复

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就医挫折经历主效应显

著，F（1, 66）=7.84，P<0.01，η2p=0.106，表明就医挫折

经历组被试的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中性经历组。

时间主效应不显著，F（1, 66）=2.63，P=0.110；时间和

就医挫折经历交互作用显著，F（1, 66）=4.97，P<
0.05，η2p=0.070，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回忆

操纵前就医挫折经历组被试的负性情绪得分与中性

经历组相比差异不显著（M 挫折组=2.54，M 无挫折组=2.03，
P=0.120）；在回忆操纵后，就医挫折经历组被试的负

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中性经历组（M 挫折组=3.10，M 无挫

折组 =1.94，P<0.01）。

正性情绪

负性情绪

回忆操纵前

就医挫折经历

3.84±1.67
2.54±1.63

中性经历

3.93±1.39
2.03±0.99

回忆操纵后

就医挫折经历

2.46±1.67
3.10±1.58

中性经历

3.76±1.34
1.9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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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讨论

不同组别的情绪自评得分显示，在回忆操纵后，

就医挫折经历组的患者正性情绪水平显著低于中性

经历组患者，就医挫折经历组患者的负性情绪水平

显著高于中性经历组。这说明就医过程中的挫折经

历对患者的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与前人研究结

果一致[11，25]。另外有研究发现就医挫折经历不但显

著增加了患者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同时也会加重患

者的疼痛感受[8，12]。虽然本研究中患者回忆的是两

年内就医过程中的受挫经历，挫折事件发生的时效

性减弱。但过去挫折事件的经历依然诱发了患者的

消极情绪，这个结果需要引起重视。很多患者就医

过程中长时间的排队候诊，甚至是不必要的等待不

同程度地引起了他们对就医的不满情绪，这些使患

者逐渐失去耐心，也成为了引发医患冲突的一个潜

在原因 [1]。患者去医院就医并非一次性消费，有过

挫折经历的患者在挫折事件中的情绪状态将影响患

者对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印象。虽然当时可能没有发

生冲突事件，但很可能会使患者在日后的就医过程

中更容易启动挫折回忆，激发消极情绪，影响他们未

来与医务人员的互动行为。Liberman等人[26]认为医

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如果产生困难会为患者攻

击性行为埋下隐患。因此，受挫的患者不仅可能产

生消极情绪，而且可能导致医患沟通困难等破坏和

谐医患关系的事情的发生。

2 研究二: 就医挫折经历对患者内隐攻击性

的影响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研究对象为某医院门诊患者共59人，

就医挫折经历回忆组30人（男12人，女18人），中性

经历回忆组29人（男16人，女13人），年龄在20岁-
40岁之间。测试前征得其同意并在实验结束后给

予一定的报酬。

2.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 2（经历：就医挫折经

历/中性经历）*2（词汇类型：攻击性、非攻击性）的混

合实验设计。经历为被试间变量，词汇类型为被试

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按键的反应时。

2.1.3 实验材料 回忆/想象范式同实验一。

点探测任务：本研究采用点探测范式来测量患

者对于攻击性词汇的注意偏向特征。在点探测任务

中要求患者对随机出现在攻击性词汇或非攻击性词

汇一侧的点进行按键反应，若与非攻击性词汇相比

患者对攻击性词汇的按键反应更快，则说明患者对

攻击性词汇产生了注意偏向。实验程序采用 E-
Prime 2.0 软件编制。点探测任务中正式实验前有

10次练习，练习中的词汇与正式实验的词汇不同。

练习部分正确率达到 90%后才能开始正式实验。

在正式实验中，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 500ms 的

注视点“+”，接着在屏幕左右呈现一对“攻击性—非

攻击性”词汇刺激，呈现时间为 500ms。接着刺激对

消失，探测点出现在之前呈现词汇刺激对的任一位

置，要求患者对探测点进行反应，探测点出现在注视

点“左侧”，则用左手食指按“F”键，出现在“右侧”则

用右手食指按“J”键。按键后探测点消失，下一个

trial开始，程序自动记录患者的反应时与正确率。

正式实验中每个被试要完成 4个 blocks，每个 block
共有20个 trials。实验在某医院门诊部进行，本实验

中采用的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词汇选自于宋文霞的博

士论文。实验中正式实验部分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词

汇各有 20 个，练习部分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词汇各有

5对，以下是具体词对信息：

（1）正式实验词对（攻击性—非攻击性词对）

欺负—安置、侵犯—采用、绑架—挂号、袭击—

打字、鞭打—得分、破坏—担任、争吵—开办、围攻—

访问、毒打—到达、毁坏—穿衣、撂倒—安排、杀害—

报名、辱骂—提出、夺取—搬迁、欺凌—订做、侵略—

汇报、进攻—寄存、报复—办公、伤害—查阅、攻打—

讨论

（2）练习词对（攻击性—非攻击性词对）

抨击—填充、诅咒—挥手、激怒—定居、剥夺—

符合、诬蔑—乘坐

2.1.4 实验程序 被试首先填写基本信息调查表，

信息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情绪自评表以及

在两年内是否有过就医挫折经历。接着根据被试的

回答分为就医挫折经历组和中性经历组，通过不同

的指导语操控被试的回忆事件。指导语如下，就医

挫折经历组：请您用几分钟时间回忆最近两年内就

医过程中遇到的挫折事件，回忆结束后请详细记录

下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和心理感受；中性经

历回忆组：请您用几分钟时间回忆最近两年内就医

过程中遇到的中性事件，回忆结束后请详细记录下

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和心理感受。 最后要

求被试完成点探测任务。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解释实

验目的，并给予一定的酬劳和致歉。

2.2 研究结果

就医挫折经历回忆组和中性经历回忆组两组被

试点探测任务反应时的描述统计值见表2。对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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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反应时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词汇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57）=0.82，P=0.369。就

医挫折经历主效应不显著，F（1,57）=0.38，P=0.538。
词汇类型和就医挫折经历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7）=4.55，P<0.05，η2p=0.074，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就医挫折经历组被试对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

显著短于非攻击性词汇（M 攻击性词=418.53，M 非攻击性词=
436.52，P<0.05）；中性经历组被试对攻击性词汇与

非攻击性词汇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M 攻 击 性 词=
442.32，M 非攻击性词=435.06，P=0.360）。
表2 两组被试点探测任务的平均反应时（M±SD）（ms）

2.3 讨论

研究二发现词汇类型和就医挫折经历的交互作

用显著，就医挫折经历组患者对攻击性词汇的反应

时显著短于非攻击性词汇，即相对于非攻击词汇信

息，就医挫折经历组患者更容易选择关注环境中带

有攻击性含义的刺激信息。负性信息会引起个体优

先注意[27]，所以相比于非攻击性词汇，攻击性词汇更

容易引起有过就医挫折经历患者的注意并占有更多

认知资源。根据反应性攻击理论的观点，当一个人

受到厌恶性刺激时（挑衅、挫折等）都可能促进攻击

性行为的发生[28]。Anderson等人[29]的研究发现个体

遇到的挫折没有任何人为或不公平因素，即使是高

温、噪音、令人不适的气味等厌恶性刺激，个体依然

会攻击别人甚至是与挫折不相关的人。在医院就诊

的患者如果因为医生正在抢救其他急诊病人或者医

院现实医疗条件的限制产生不满和受挫感，患者甚

至是患者家属都容易产生挫折情绪从而产生攻击性

反应 [30，31]。综上所述，就医挫折对患者的攻击性有

重要影响，有挫折经历的患者可能更容易对攻击性

信息存在注意偏向，从而产生攻击性倾向或攻击性

行为。

3 总讨论

本研究发现就医挫折经历会造成患者的消极情

绪，引发患者的内隐攻击性。Donkelaar 等人[11]认为

患者受到挫折后会产生消极情绪，对攻击性信息产

生注意偏向。这一结果符合情绪一致性效应，即当

个体处于负性情绪时，由于情绪一致性效应的影响，

个体会优先注意负性信息，从而引发负性情绪，继而

加剧负性信息的注意偏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32，

33]。同时这也符合 Smith 提出的消极模式理论，受挫

患者产生了消极主导模式，在消极模式主导下个体

就会对消极刺激产生注意偏向[34，35]。因此本研究认

为有就医挫折经历的患者在挫折操纵后会引发负性

情绪，导致患者对攻击性信息的警觉性提高，所以对

攻击性词汇优先加工。

本研究对就医挫折经历对患者情绪和内隐攻击

性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于改善医患冲

突、缓和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挫折

的就医经历产生的负性体验会使患者产生质疑和不

信任，患者就医的挫折经历越多，其对医生的信任度

越低，导致其对医生的态度就越消极，从而引发患者

的攻击性行为造成不和谐医患关系 [1，36-39]。研究发

现理性情绪行为疗法、音乐治疗等方法对受挫个体

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有良好的干预效果，理性情绪行

为疗法可以通过改变错误认知信念、改善挫折情绪

等方式提高个体对挫折的容忍度。音乐治疗可以通

过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减少个体在挫折情境中对

消极信息的注意偏向从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40-45]。

因此，如何有效的干预受挫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反应

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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