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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享（Social Share），也就是我们俗语说的

“晒”，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如人们通常愿意与他

人交流自己曾经的经历以及感受，特别是情绪事件

发生后，人们迫切地想要分享情绪体验。Rimé等[1，2]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社会分享

有助于改善个体的情绪体验。随后，这一观点也得

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如Skowronski等[3]使用情绪性

自传记忆作为实验材料，发现与他人分享能够降低

分享者对事件相关的负面情绪，提升积极情绪；Har⁃
ris等[4]研究也发现相对于单独回忆，小组分享回忆

降低了被试对事件的负面情绪体验。甚至有研究者

认为，当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让被试与他人进行社会

分享，会有助于降低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5]。

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了不同的结果。Zech等
[6]发现被试在与他人分享后仍不能降低负面情绪；

而Hicks等[7]的研究更是表明相对于陌生人，亲密人

（伴侣）之间进行负面情绪事件分享时，会促进彼此

的不愉快情绪。对这些不同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可能与分享时倾听者的反应有关。Pasu Pathi
等[8]研究发现，当分享者在叙述内容时，倾听者做分

心的事情（数学计算题的运算），则不利于分享者负

面情绪改善。Muir等 [9]研究发现，当要求倾听者与

分享者积极讨论所叙述内容时，则有助于提升分享

者的积极情绪，降低负面情绪。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分享是一个日常互动过程，倾听

者的反应会对分享者造成重要影响，比如给出建议、

握手、拥抱、不予理睬等 [1，8，9]。因此，在社会分享过

程中控制好倾听者的反应，对于探讨社会分享对分

享者情绪变化的影响就显得非常必要。

另外，也有研究探讨了社会分享对分享者记忆

的影响。在Raeya等[10]和Yaron等[11]研究中采用不同

类型的情绪事件进行社会分享时，发现分享组被试

的回忆总量高于单人组，但分享组对事件内部细节

的记忆低于单人组；Choi等[12]和Brown等[13]发现与他

人分享情绪事件时，会提高记忆的准确性，从而保持

事件的整体记忆。然而纵观前人研究发现，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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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探讨了社会分享对事件的总体记忆的影响，却很

少将事件的要义记忆和情景细节记忆分开[10-14]。值

得注意的是，在复杂的情绪性事件中，其记忆成绩不

仅仅是简单的正确或者错误所能反映的，即只研究

简单地记住或者遗忘该事件并不能反映记忆的真实

面貌。有关研究已经发现，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事件

产生的消极情绪体验更生动更难忘记[15]，但在复杂

的情绪性事件中，消极情绪记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

都得到了增强。如Loftus等[16]指出，目击者在指认凶

手时会更清楚地记得凶手的武器，但对他的衣着或

者面部特征的指认却会出现差错；Kensinger等 [15，17]

将其称为情绪记忆的权衡效应(trade-off effect)，即
人们对于比较复杂的情绪事件的一些要义或者中心

信息的记忆增强，而对某些细节或者背景信息的记

忆却受损。而也有研究表明，情绪会增强与事件相

关的内部细节信息，忽略与其无关的要义信息 [18]。

因此，在考察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的影响时，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社会分享对情绪事件的不同类型记忆

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中性、负性情绪性视频

作为实验材料，探讨社会分享对分享者情绪变化以

及对事件的细节记忆和要义记忆的影响。

1 实验方法

1.1 被试

56名本科生（其中男生10 人，女生46 人），平均

年龄为19.8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且未

参加过类似实验。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中性情绪组和

消极情绪组，每组28人。

1.2 实验材料

从视频情绪材料库中选取10个不熟悉的视频，

其中五个为负性视频，五个为中性视频。按照Faw⁃
cett 等［19］的方法对视频进行剪辑处理，去掉字幕和

音频，保持每个视频的时长均为 5分钟。然后由 20
名不参与本实验的学生对10个视频的情绪效价、熟

悉度和唤醒度进行7点量表的评分。最后根据评定

结果，选取了 4个视频作为实验材料。其中两个为

消极视频，主题分别是地震灾害(效价=1.550±0.686，
唤醒度=5.950±0.604，熟悉度=1.500±0.606)、雪崩灾

害(效价=1.750±0.716，唤醒度=6.150±0.670，熟悉度

=1.650±0.812)；两个为中性视频，主题分别是牙签

(效价=4.350±0.489，唤醒度=2.250±0.716，熟悉度=
1.650±0.745)、圆珠笔(效价=4.600±0.598，唤醒度=
2.550±0.510，熟悉度=1.450±0.510)。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表明：中性视频与消极视频的效价差异显著（t
(19)=-18.738，P<0.001，d=-6.45）；唤醒度差异显著（t
(19)=27.801，P<0.001，d=7.031）；熟悉度差异不显著

（t(19)=0.188，P>0.05，d=0.037）。而两个相同情绪视

频在效价、唤醒度及熟悉度上差异均不显著。

1.3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分

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混合实验设计。其中

分享类型为被试内变量，情绪类型为被试间变量，因

变量为被试的情绪变化和对事件的要义回忆率、细

节回忆率。

1.4 实验程序

整个实验分为两个 blocks，每个 block均由学习

阶段、分享阶段、干扰阶段和测验阶段组成。

学习阶段：随机将被试分为中性情绪组和消极

情绪组，两组被试分别观看中性情绪视频或消极情

绪视频，每个视频播放时间均为 5分钟。被试观看

视频结束之后，填写主观情绪评定表，从 1(非常恐

惧)到7(非常平静)评估现在情绪的体验强度，以确保

视频内容真正唤醒被试的情绪[9]。

分享阶段：学习阶段结束后，被试进行不同类型

的分享。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中一半的被试首

先进行社会分享，另一半的被试首先进行单独分

享。根据 Muir 等[9]及Pasu Pathi等[8]的做法：在社会

分享条件下，要求被试与“倾听者”分享影片的内容

与体会。为了控制无关变量（与他人随意谈论无关

的话题）并且保证被试的分享体验，我们采用了“倾

听者”为假被试的方法。假被试为一男一女，以控制

被试与倾听者性别一致。在被试分享期间，假被试

不仅要认真聆听分享者所叙述的内容，不能打断被

试的分享，而且要对分享者的感受和分享内容进行

点头认同和简单的语言回应，但是假被试不能分享

自己的感受和谈论相关的内容。在单独分享条件

下，要求被试独自在实验室中出声叙述影片内容与

体会。时间均为 5分钟，并且用录音机来记录被试

的分享过程。结束之后，被试再次各自填写主观情

绪评定表。

干扰阶段：分享阶段结束后进行 5分钟的干扰

任务，要求被试在 A4 纸上进行 30道数学计算题的

运算。

测验阶段：让每个被试单独在实验室回忆之前

所学习的内容，并将所观看影片内容详细地写在A4
纸上，不做时间限制的要求。

测验阶段结束后被试休息 5分钟，进行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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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的实验。实验程序与第一个 block相同，不同

之处为：一是在学习阶段要求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

绪组的被试继续观看另一个中性情绪或消极情绪的

视频；二是在分享阶段，首先做社会分享的被试在第

二个block做单独分享，而首先做单独分享的被试在

第二个block做社会分享。在实验中，对被试观看视

频的顺序以及不同分享类型的顺序都进行了平衡。

2 结 果

2.1 情绪诱发检验的结果

被试对两个中性情绪视频（牙签、圆珠笔）的情

绪评定得分分别为（5.678±.818、5.285±1.013），两个

消极情绪视频（雪崩灾害、地震灾害）的情绪评定得

分分别（2.392±1.370、2.642±1.591）。分别对中性情

绪组和消极情绪组在两个中性视频（牙签、圆珠笔）

和两个消极视频（雪崩灾害、地震灾害）的平均分进

行独立样本 t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被试对消极情绪

视频在情绪评定上得分（2.428±1.184）显著低于中

性情绪视频（5.571±0.588），t=-12.576, P<0.001，说
明视频情绪诱发成功。

2.2 分享者的情绪变化

我们参照 Muir等[9]及 Skowronski等[3]的做法，将

被试在分享视频后（T2）的情绪评定得分与被试在

观看完视频后（T1）的情绪评定得分相减（T2-T1），

作为情绪变化指标。计算得到正值表示情绪强度下

降，负值则表示情绪强度上升，见表1。

中性情绪组

消极情绪组

T1
社会分享

5.892±1.10
2.107±0.566

单独分享

5.250±1.530
2.750±0.887

T2
社会分享

5.321±1.218
4.257±1.083

单独分享

5.214±1.343
4.107±1.370

T2-T1
社会分享

-0.571±0.920
2.218±1.055

单独分享

-0.036±1.290
1.357±0.989

表1 不同分享类型下分享者的情绪变化（T2-T1）（M±SD）

对情绪变化进行2（分享类型）×2（情绪类型）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分享类型的主效应

不显著，F（1，54）=0.663，P=0.419，ηP2=0.012。情绪

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54）=83.367，P<0.001，ηP2=
0.607，消极情绪组的负面情绪下降程度显著高于中

性情绪组。两者交互作用显著，F（1，54）=14.961，P<
0.001，ηP2=0.21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中

性情绪组，社会分享与单独分享之间的情绪变化程

度差异显著，F（1，54）=4.238，P<0.05，表现为社会分

享后比单独分享后被试对中性事件的情绪强度上

升。而在消极情绪组，社会分享后的消极情绪下降

程度显著大于单独分享后，F（1，54）=10.849，P<0.05。
2.3 分享者的回忆率

首先参照 Wessel 等[14]和黄丽弦等[20]的做法，请

两名评分人员对每个被试的总回忆成绩进行统计，

得出总的回忆成绩，然后计算每个被试的总回忆

率。然后，要求评定人员根据 Christiansons等[21]关于

细节和要义的划分方式对每个被试的回忆内容进行

编码转换，如细节主要指包含了与事件中心人物有

关的信息以及与中心人物无关的背景信息（比如，妇

女抱着孩子走了、妇女身后是一个栏杆），而要义则

是指视频内容的主要情节和对事情的梗概信息（比

如，这个视频讲的是一个地震场景）。将每个被试所

回忆的内容划分出分句并且标记为“要义记忆”、“细

节记忆”，得出每个被试的细节回忆率和要义回忆

率，见表 2。我们对评分人之间统计结果进行了

Pearson相关分析，2 名助手对细节信息评定的相关

性显著，r=0.853，P<0.001；2 名助手对要义信息评定

的相关性显著，r=0.964，P<0.001。
对总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独

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54）=
30.706，P<0.001，ηP2=0.362，单独分享时的总回忆率

显著高于社会分享时。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
（1，54）=9.283，P<0.05，ηP2=0.147，消极情绪组的总

回忆率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1，54）=0.041，P=0.841，ηP2=0.001。
对要义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

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4）=0.010，P=0.921，ηP2=0.000。情绪类型的主效应

显著，F（1，54）=8.160，P<0.05，ηP2=0.131，中性组的

要义回忆率显著高于消极组。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1，54）=0.245，P=0.623，ηP2=0.005。
对细节回忆率进行 2（分享类型：社会分享、单

独分享）×2（情绪类型：消极、中性）的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发现分享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54）=
30.817，P<0.001，ηP2=0.363，单独分享时的细节回忆

率显著高于社会分享时。情绪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54）=10.574，P<0.05，ηP2=0.163，消极情绪组的

细节回忆率显著高于中性情绪组。两者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F（1，54）=0.081，P=0.777，ηP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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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对于分享者的情绪变化，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单

独分享，社会分享后分享者对中性事件的情绪强度

明显提高，而对于负性事件的情绪强度明显降低。

这表明在社会分享的过程中，倾听者在场是分享者

情绪变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与Kraut[22]等和

Muir等[9]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说明在社会分享的过

程中，倾听者的在场会让分享者感到安慰和被理解，

从而他们会以最大限度减少负面情绪来向倾听者描

述一个事件，所以在分享后个体的情绪体验要好于

分享之前[22，9]。

本研究同时也探讨了社会分享对分享者记忆的

影响，结果显示，单独分享的整体记忆好于与他人分

享的记忆，消极情绪的记忆好于中性情绪的记忆。

这表明个人独自进行分享回忆时，整体记忆的回忆

效果较好。同时也发现了情绪对记忆的增强效应。

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复杂情绪事件来说，情

绪不能促进记忆的所有方面的增强。

对于分享者的细节回忆，本研究发现个体单独

回忆要高于与他人分享回忆，说明与他人分享会降

低个体对事件中的细节记忆。这与 Raeya等 [10]及

Yaron等[11]研究结论相一致。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产

生的原因，一是分享者在分享过程中要考虑倾听者

是否可以理解自己所叙述的内容，也就是说当分享

者在与他人分享时，为了能够让倾听者理解自己所

叙述的内容，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叙述方式，从而影响

个体在与他人分享后进行回忆时，记住的更多是分

享中提到的事件内容细节，忘记在分享中没有提到

的相关细节[23，24] 。第二，分享者在与他人进行分享

时，需要保证叙述的完整性和流畅性，才能让倾听者

理解分享的事件内容，因此分享者在叙述时更倾向

于叙述事件内容的梗概和主旨，而忽略部分情景细

节，以便倾听者理解。这样在分享后的回忆中，会遗

忘分享时没提到的情景细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

来说，个体在单独分享时，由于不需要考虑倾听者是

否能理解等因素，因此可能不按照事件主旨而自由

地进行回忆，从而使得对某些情景细节信息的回忆

较多。而且，在本研究中，分享者与倾听者之间是陌

生关系，所以在分享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分享者产生

紧张感从而影响分享者对事件细节的记忆。那么，

在倾听者与分享者之间具有亲密关系时，比如朋友

或者伴侣间的社会分享是否会影响分享者的记忆，

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除此之外，本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社会分享还是

单独分享时，消极情绪组的细节回忆率均高于中性

组，而情绪类型对分享者的要义记忆影响则刚好相

反，即中性组的要义回忆率高于消极组，出现了要义

记忆和细节记忆之间的相互权衡[15，17，18]。这一结果

说明，相对于非情绪信息，情绪信息更有助于个体进

行细节记忆编码，这与Kensinger等[18]的研究结论一

致。然而，由于负性情绪增强了对细节记忆的编码，

则同时减少了对事件要义的记忆，因此在本研究中

消极情绪的细节记忆得到了增强，而要义记忆则受

到了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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