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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参照效应是指与自我相关的刺激材料进行

编码的记忆效果和与母亲相关的刺激材料进行编码

的记忆效果无显著差异，均显著高于与陌生他人或

与语义相关的刺激材料进行编码的记忆效果[1]。脑

成像相关研究也发现了中国人与自我相关的加工和

与母亲相关的加工激活了相同的大脑区域-内侧前

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并且激活程度

一样；而西方人与自我相关的加工条件下该脑区激

活程度显著高于与母亲相关的加工条件下的激活程

度 [2，3]。对此，文化与自我的观点认为，受东方文化

影响的个体（如中国人）的自我图式包括了母亲、朋

友、恋人等较为亲密的他人，称之为互依型自我概

念；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个体的自我图式更多地维

护自我的完整性且具有排他性的特征，属独立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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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母亲是否健在这一变量对中国儿童、青年人以及老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的影响。方法：采用三

个2（参照条件：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2（母亲状况：健在和离世）的混合实验设计。结果：（1）对于中国4岁儿童，母

亲是否健在对其母亲参照效应没有产生影响。（2）对于中国青年人，母亲是否健在对其母亲参照效应也没有产生影

响；R判断条件下表现出自我参照效应，K判断条件下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3）对于中国老年人，母亲是否健在对

其母亲参照效应产生了影响；在R判断条件下母亲健在组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母亲离世组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

在K判断条件下母亲健在组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母亲离世组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结论：母亲是否健在对中国老

年人的自我结构产生了影响，说明中国人的自我具有动态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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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mother was alive could influence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among Chi⁃
nese. Methods: We adopted 2(Reference condition: Self-reference processing vs. Mother-reference processing) × 2(Moth⁃
er- condition: Living vs. Dead)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Results: (1)For Chinese 4-year-old children, whether their
mother was still alive had no effect on their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2)For young Chinese, whether the mother was still
alive had no influence on their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too. Th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 judg⁃
ment showed Self Reference Effect, and the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 judgment showed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3)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whether the mother was still alive had an impact on Mother’s Reference Ef⁃
fec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 judgment, the results showed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in the group of mothers living, and
showed Self Reference Effect in the group of mothers dy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 judgment, the Self Reference Effect
occurred in the group among which the mother was alive, and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occurred in the group where the
mother died. Conclusion: Whether the mother is alive or not has an impact on the self-structure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suggesting that the Chinese self is dynamic.
【Key words】 Children; The young; The old; Mother’s referenc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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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概念[4]。

然而，在以东方人为被试的研究中并不是在所

有的认知过程都会出现母亲参照效应。Sui等人在

实验中要求中国被试将简单的几何图形与自己或他

人联系起来（例如，三角形代表你自己；正方形代表

你的母亲），结果发现相比于母亲配对组或陌生配对

组，对自己配对组刺激的感知匹配速度增强，敏感度

更高 [5]，与前人研究认为中国人自我属于互依型自

我，自我包括母亲等亲密他人 [4]的研究结果不符。

但与Zhu等人认为通过不同的实验操作可以诱发出

中国人不同的自我建构的观点一致 [3]，即中国人自

我建构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买热巴·买买提和吴艳

红认为，个体的自我建构不能按照前人研究的二重

分类（独立型自我与互依型自我）或三重分类（集体

自我、关系自我与个体自我）进行静态地简单划分，

随着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的改变，个体

的自我建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6]。尽管母亲参照效

应在受互依型文化影响的中国青年被试中存在一定

的稳健性，但也可能会随着生活环境（如母亲的离逝）

而发生改变。本文将以母亲是否健在为核心变量探

究其对以互依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人母亲参照效应

的影响，为自我建构的动态性特征提供实证依据。

中国人母亲参照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成年人被

试，目前国内外关于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的研究基

本上无人涉及。Mohan认为婴儿通过看护者的照

料，首先对看护者建立起表征，然后婴儿与看护者逐

步心理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婴儿在对看护者的表征

的周围建立起对自我表征 [7]。由此可知，儿童是先

有看护者（母亲）表征然后才有自我表征。周爱保等

人通过简化实验材料与任务程序，发现中国 4岁儿

童具有自我参照效应，3岁儿童没有出现自我参照

效应[8]。说明对于中国儿童，在其4岁时自我表征已

经从看护者（母亲）表征中分离出来。那么受互依型

文化影响的中国儿童，在其 4岁时自我表征中是否

会再次包括自己的母亲呢？对于长期生活在福利院

的儿童，在其1岁之前母亲已逝或不知去向，由福利

院的看护者养育，在其 4岁时自我表征中是否就不

会包括自己的母亲呢？因此，在本研究中将母亲是

否健在这一变量纳入，探讨母亲是否健在对中国 4
岁儿童母亲参照效应的影响。我们的假设 1是：对

于母亲健在的 4岁儿童，自我表征从母亲表征中分

化出来后由于受中国互依型文化的影响，其自我表

征中会包括自己的母亲从而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

而对于婴儿期母亲离世的 4岁儿童，其自我表征从

看护者的表征中分离出来后，由于母亲概念的缺失

不会出现母亲参照效应。

大量研究发现，中国青年被试具有母亲参照效

应[1-3]，老年被试没有出现母亲参照效应[9]。然而，这

些研究均未考察母亲是否健在这一变量对青年人与

老年人母亲参照效应的影响。左全顺研究了母亲去

世时间是否会影响中国青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他

将母亲去世时间分为大于5年和小于5年两个水平，

结果发现母亲去世时间不会影响中国青年人的母亲

参照效应[10]，与有关研究认为东亚与中国人父母去

世不会影响其在子女心理上的重要性[11，12]的论述不

谋而合。但是，将5年作为去世时间区别有点太短，

可能不足以让母亲概念从其自我概念中淡出。本研

究采用母亲去世时间均在 10年以上的青年人为被

试，进一步验证母亲是否健在不会影响中国青年人

的母亲参照效应。综上所述，我们的假设2是：无论

是母亲离世还是健在，中国青年人均会出现母亲参

照效应。此外，尽管杨红升等人的研究中提出中国

老年人不会出现母亲参照效应，但他们意识到自我

结构具有动态性这一特点，以及老年人大多已长期

与母亲分开生活或其母亲已经去世等因素会影响母

亲参照效应的发生 [9]。因此，本研究还将考察母亲

是否健在这一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母亲参照效应的影

响。我们的假设3是：对于母亲离世的中国老年人，

其自我结构中不会包括自己的母亲从而不会表现出

母亲参照效应；对于母亲健在的中国老年人，由于长

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仍然会表现出显著的母亲参

照效应。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在4周岁时自我表征从（抚

养人）母亲表征中脱离，由于受互依型文化的影响到

青年期其自我表征中又将母亲纳入表现出明显的母

亲参照效应，直至到老年期自我表征中再次不包括

自己的母亲从而没有出现母亲参照效应，但均未考

察母亲是否建在这一变量的影响，本研究拟探究母

亲是否健在这一变量对中国人母亲参照效应的影

响，从发展的视角了解中国人的自我结构。

1 实验一 母亲是否健在对儿童母亲参照

效应的影响

1.1 实验设计

采用2（参照条件：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2（母

亲状况：健在和离世）混合实验设计，被试内变量为

参照条件，被试间变量为母亲状况，因变量为正确的

自由回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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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被试

56名 4岁儿童（3.50岁—4.70岁之间），平均年

龄4.12±0.56岁，其中母亲健在组男生14名，女生16
名，平均年龄 4.01±0.38岁，均与自己的母亲长期生

活在一起；母亲离世组男生14名，女生12名，平均年

龄 3.93±0.41岁，来自某市三个福利院，无残障等缺

陷，被试的母亲均在其1岁之前离世或不知去向。

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为12张黑白图片，每个图片上印有一

个物品，图片尺寸为 8cm×8cm，来自周爱保等人的

研究[8]中。

1.4 实验程序

准备阶段：上述12张印有物品的黑白图片按物

品种类进行匹配后被分成两组，每组图片有一半标

有“¤”记号，一半标有“○”记号。为了使标记在所有

被试间平衡，一半被试被告知“¤”记号代表自我，

“○”记号代表母亲；另一半被试则被告知“○”记号

代表自我，“¤”记号代表母亲。实验开始前主试用洗

扑克牌的方法将12张图片洗10次，洗完后按以下两

个标准核查图片顺序：1.没有三张记号相同的图片

连续在一起；2.第一张与最后一张记号不同。符合

标准后再开始实验，并按核查后的顺序依次呈现给

被试；不符合标准要求重洗，直到符合为止。

学习阶段：要求被试报告主试所呈现的图片上

的内容，如“这是我的鞋子”或“这是妈妈的衣服”，

用于区分不同的参照条件；随后主试将图片递给被

试，要求被试接过图片后重复上述报告，最后将图片

放入标有相应记号的纸盒里。

回忆阶段：图片呈现结束后要求被试边唱歌边跳

舞作为分心测验，然后自由回忆刚刚呈现过的图片。

1.5 结果分析

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表 1），自由回忆率的母

亲状况主效应不显著，F(1, 54) =0.62，P>0.5；自由回忆

率的参照条件主效应显著，F(1, 54) =11.45，P<0.005，
ηp2=0.25，自由回忆成绩在自我参照条件下要显著高

于在母亲参照条件下；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54) =0.89，P>0.05。
表1 母亲健在组与离世组儿童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自由回忆率的描述统计（χ±s）

研究一发现无论是母亲健在组还是母亲离世组

儿童，通过母亲状况的主效应分析均表现出显著的

自我参照效应；母亲状况与参照条件两个变量之间

的交互作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母亲是否健

在这一变量对中国四岁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没有产

生影响，假设1没有得到完全验证。

2 实验二 母亲是否健在对青年人母亲参

照效应的影响

2.1 实验设计

采用2（参照条件：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2（母

亲状况：健在和离世）混合实验设计，被试内变量为

参照条件，被试间变量为母亲状况，因变量为R/K判

断的正确再认率。

2.2 实验被试

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60名，母亲健在组 30名，平

均年龄21.23±1.29岁，其中男生16名，女生14名；母

亲离世组 30名，平均年龄 21.05±1.22岁，其中男生

13名，女生 17名，其母亲离世时间均在 10年以上

（11年-22年）。

2.3 实验材料

选取积极与消极人格特质词各80个，让20名在

校大学生对其进行情绪效价与唤醒度的7点量表评

定。最后，所选作为实验材料的词语为：情绪效价平

均得分小于2分的40个人格特质词作为消极（贬义）

词，情绪效价平均得分大于6分的40个人格特质词

作为积极（褒义）词，两者的唤醒度得分均大于 5
分。将两组人格特质词分别进行相似程度与效价匹

配后分成4组（每组20个人格特质词，其中积极人格

特质词与消极人格特质词各一半）。4组人格特质

词都有可能与自己的名字或母亲的名字一起出现或

作为干扰刺激从而达到实验材料充分平衡的效果。

2.4 实验程序

学习阶段：采用E—Prime 2.0编程软件。在计

算机上随机呈现4组人格特质词中的2组（字体为黑

体，字号为160，颜色为黑色），其中一组人格特质词

在自己名字（字体为黑体，字号为 72，颜色为红色）

的上方或下方20毫米处随机呈现，另一组人格特质

词在母亲名字的上方或下方20毫米处随机呈现，具

体呈现过程如下：1.空白屏幕1000ms；2.在屏幕中央

呈现“+”字定位 300ms；3.在“+”位置呈现自己的名

字或母亲的名字（区分不同参照条件）500ms；4.名字

与作为实验刺激的人格特质词同时呈现3000ms，在
此期间要求被试根据人格特质词与名字的空间位置

作出按键反应（如果人格特质词在名字的上方呈现

要求被试按“1”键或“9”键，如果人格特质词在名字

母亲状况

母亲健在组

母亲离世组

n
30
26

自我参照

0.37±0. 21
0.36±0.17

母亲参照

0.31±0.20
0.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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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呈现要求被试按“9”键或“1”键）；5.按照上述循

环模式，直到所有的人格特质词呈现完毕。

进行2分钟的分心测验后，进入再认阶段，在屏

幕中央随机呈现80个人格特质词，要求被试作出是

否刚才见过的判断，如果认为见过则继续对该人格

特质词做R/K判断，判断时间均为2000ms。
2.5 结果分析

2.5.1 R判断条件下的结果分析 对R判断条件下

的正确再认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再认率的参

照条件主效应显著，F（1, 58）=21.81，P<0.001，ηp2=0.27，
自我参照条件下的R判断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母

亲参照条件下；再认率的母亲状况主效应不显著，F
（1, 58）=0.94，P>0.05；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8）=0.09，P>0.05（如表2）。
表2 母亲健在组与离世组青年被试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R判断正确率的描述统计（χ±s）

实验二在R判断条件下发现无论是母亲健在组

还是母亲离世组，通过参照条件的主效应分析均出

现了自我参照效应，与前人有关青年人母亲参照效

应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2，3]，假设 2也没有得到验证。

此外，母亲状况与参照条件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

用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母亲是否健在这一变

量对中国青年人R判断条件下的母亲参照效应没有

产生影响。

2.5.2 K判断条件下的结果分析 对K判断条件下

的正确再认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再认率的

参照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 58）=0.14，P>0.05；再认率

的母亲状况主效应不显著，F（1, 58）=0.10，P>0.05；两者

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8）=2.07，P>0.05（如表3）。
表3 母亲健在组与离世组青年被试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K判断正确率的描述统计（χ±s）

在K判断条件下对青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进行

分析发现，无论是母亲健在组还是母亲离世组，自我

参照条件下再认的正确率与母亲参照条件下没有显

著差异，说明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假设 2得到验

证；两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也说明母亲是否

健在对K判断条件下青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也没有

产生影响。

3 实验三 母亲是否健在对老年人母亲参

照效应的影响

3.1 实验设计

采用2（参照条件：自我参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

工）×2（母亲状况：健在和离世）混合实验设计，被试

内变量为参照条件，被试间变量为母亲状况，因变量

为R/K判断的正确再认率。

3.2 实验被试

选择55岁以上的老年被试60名，其中母亲健在

组30名，平均年龄57.31±2.13岁，男性14名，女性16
名，均来自某高校离退休教师中心；母亲离世组 30
名，平均年龄 57.01±1.97岁，男性 12名，女性 18名，

母亲离世时间均在 10年以上（7名被试来自某高校

离退休活动中心，23名来自某乡镇离退休活动中

心）。已有研究表明，城乡差异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均不会影响中国老年人的自我建构[13]。

3.3 实验材料

同实验二。

3.4 实验程序

同实验二，所不同的是分心测验改为与老人聊

天，谈论的主题是关于他们的生活情况。

3.5 结果分析

3.5.1 R判断条件下的结果分析 对R判断条件下

的正确再认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再认率

的参照条件主效应显著，F（1, 58）=13.00，P<0.05，ηp2=
0.18，自我参照条件下的R判断的正确再认率显著

高于母亲参照条件下的正确再认率；再认率的母亲

状况主效应不显著，F（1, 58）=3.12，P>0.05；两者之间的

交互作用显著，F（1, 58）=8.92，P<0.05，ηp2=0.13。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母亲离世组自我参照条件下R判断

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母亲健在组，F（1, 58）=5.93，P<
0.05；母亲健在组与母亲离世组在母亲参照条件下

R判断的正确再认率差异不显著，F（1, 58）=0.97，P>
0.05；母亲健在组在两种参照条件下R判断的正确

再认率没有显著差异，F（1, 58）=0.19，P>0.05；母亲离世

组在自我参照条件下R判断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

母亲参照条件，F（1, 58）=21.77，P<0.001（如表4）。
首次探讨母亲是否健在对老年人母亲参照效应

的影响，结果发现，在R判断条件下将母亲健在组与

母亲离世组进行比较时，母亲离世组的老年人出现

了自我参照效应，母亲健在组的老年人出现了母亲

参照效应，说明母亲是否健在对中国老年人的母亲

母亲状况

母亲健在组

母亲离世组

n
30
30

自我参照

0.37±0.19
0.33±0.17

母亲参照

0.29±0.18
0.25±0.18

母亲状况

母亲健在组

母亲离世组

n
30
30

自我参照

0.25±0.12
0.24±0.11

母亲参照

0.24±0.14
0.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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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效应产生了影响，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4 母亲健在组与离世组老年被试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R判断正确率的描述统计（χ±s）

3.5.2 K判断条件下的结果分析 对K判断条件下

的正确再认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再认率

的参照条件主效应不显著，F（1, 58）=3.20，P>0.05；再认

率的母亲状况主效应不显著，F（1, 58）=3.50，P>0.05；两
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 58）=7.53，P<0.05，ηp2=
0.1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自我参照条件下母亲健

在组K判断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母亲离世组，F（1,

58）=5.56，P<0.05；母亲参照条件下母亲健在组与母亲

离世组 K判断的正确再认率差异不显著，F（1, 58）=
1.72，P>0.05；母亲健在组在自我参照条件下K判断

的正确再认率显著高于母亲参照条件下K判断的正

确再认率，F（1, 58）=10.27，P<0.05；母亲离世组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K判断的正确再认率差异不显著，F（1,

58）=0.46，P>0.05（如表5）。
表5 母亲健在组与离世组老年被试在两种

参照条件下K判断正确率的描述统计（χ±s）

K判断条件下母亲健在组与母亲离世组的老年

人的分析结果与R判断条件下正好相反，其中母亲

健在组表现出了自我参照效应，母亲离世组出现了

明显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是否健在对中国老

年人母亲参照效应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假设 3没有

得到支持。

4 讨 论

本研究从自我发展性的角度探讨母亲是否健在

这一变量对中国 4岁儿童、青年大学生以及老年人

的母亲参照效应，结果发现母亲是否健不影响中国

4岁儿童和青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影响中国老年

人的母亲参照效应。

4.1 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

本研究从 4岁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入手，发现

母亲是否健在对4岁儿童的母亲参照效应没有产生

影响。无论是母亲健在组还是母亲离世组的自我参

照加工记忆成绩均显著高于母亲参照加工，出现了

自我参照效应，从而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关于儿童母

亲参照效应的空白。对于母亲健在组4岁儿童显示

出自我参照效应，正如周爱保等人的研究所发现，中

国4岁儿童具有自我参照效应，而中国3岁儿童没有

出现自我参照效应 [8]。说明对于中国儿童而言，自

我参照效应的发生年龄为 4岁，而本研究采用的被

试均为 4岁，其自我表征刚刚完全从母亲表征中分

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自我结构，由于受中国互依型

文化影响的时间较短，其刚独立的自我表征中还未

再次纳入其母亲，因此没有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

而对于一岁前母亲已离世的 4岁儿童，尽管生命伊

始就没有母亲表征，但在福利院内也有类似母亲的

看护者，其自我表征也从看护者表征中分离了出来，

也形成了独立自的我表征，这一结果与Mohan的观

点一致[7]。自我参照是自我的中心[14]，自我参照效应

的发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童自我概念的丰富

和发展以及逐渐增长的自我方面的知识[15]。随着社

会关系的日益扩张和复杂化，儿童在对自我进行探

索的过程逐渐形成比较清晰的自我概念[16]。因此，

儿童的自我结构随着年龄的增加不断的发展，其自

我结构还存在不稳定性，后续可能会受社会文化等

因素的影响呈现动态性特点。

4.2 青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

实验二将个体的母亲是否健在这一变量纳入到

青年大学生母亲参照效应的研究中，结果显示，母亲

是否健在这一变量对中国青年大学生的母亲参照效

应没有产生影响。无论是母亲健在组还是母亲离世

组，R判断条件下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K判

断条件下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这一结果与前人研

究发现中国青年被试R判断条件下具有母亲参照应
[2，3]的研究结果相悖。对此，Turk等人认为加工深度

与随意编码条件下自我对认知的影响可能由两个完

全独立的通道组成，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可

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即当刺激与参照条

件产生联系时意识参与程度不同[17]。加工深度研究

范式中采用人格特质词评价的方式意识参与程度较

高，而随意编码研究范式中采用判断两者空间位置

关系而创立联系意识参与程度低，即两种不同的方

式诱发了不同的自我表征形式。加工深度研究范式

诱发出中国青年大学生的互依型自我，而随意编码

范式诱发出中国青年大学生独立型自我，即验证了

Zhu等人认为中国人自我表征具有动态性特点，通

过实验范式可以诱发中国人不同的自我结构[3]。多

重记忆系统理论认为，基于情境记忆的R判断是外

母亲状况

母亲健在组

母亲离世组

n
30
30

自我参照

0.18±0.22
0.32±0.22

母亲参照

0.17±0.26
0.23±0.17

母亲状况

母亲健在组

母亲离世组

n
30
30

自我参照

0.44±0.23
0.27±0.33

母亲参照

0.38±0.24
0.2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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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自我结构，而基于语义记忆的K判断是内隐的

自我结构[18，19]。实验二对中国青年大学生母亲参照

效应的研究发现，中国青年大学生外显记忆表现出

自我参照效应，内隐记忆中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进

一步说明中国人动态的自我结构，尽管通过不同实

验条件可以诱发出中国青年大学生不同的自我结

构，但其母亲概念已深入其内心深处并成为无意识

自我的组成部分，说明中国青年大学生具有互依型

自我，自我包括亲密的他人（母亲），即使母亲离世了

也不例外，证明了中国青年大学生动态性自我建构

的坚实性。

4.3 老年人的母亲参照效应

对于中国老年人，母亲健在组在基于外显反应

的R判断条件下出现了明显的母亲参照效应，而母

亲离世组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参照效应，说明母亲是

否健在这一变量对中国老年人母亲参照效应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支持了杨红升等人认为老年人由于父

母离世且长期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以至于母亲

概念从自我概念中脱离的观点 [9]。因此，实验三中

采用的母亲健在组的老年被试，由于长期与父母生

活在一起其母亲概念仍会植根于中国老年人的自我

结构中从而表现出明显的母亲参照效应，进一步证

明了中国人的自我具有动态性特点，同时也支持了

文化的情境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自我概念

是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会伴随着不同生活情境的改

变（如母亲的离世）而变化，从而表现出动态性的特

征[20]。此外，中国老年被试基于内隐反应的K判断

条件下的记忆成绩则正好相反，从内隐的层面说明

了母亲是否健在可以影响中国老年人自我结构中是

否包括自己的母亲，进而证明中国人一直伴随着两

种自我结构，如果在外显上诱发出一种自我结构，那

么内隐上必然会表现出另一种自我结构，从意识层

面为中国老年人动态性自我建构的特点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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