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年 第30卷 第1期

自我一直是心理学领域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因为自我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认知和行为[1，2]。大

量研究表明，自我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的认知结

构，至少包含三种基本的表征形式：个体自我(indi⁃
vidual self)、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集体自我(col⁃
lective self)。每一种自我都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密切

相关 [3]，并且每一种自我对于人类经验来说都很重

要[4]。个体自我主要强调自我相对于他人所具有的

独特性，关系自我强调自我与（重要）他人关系的价

值，而集体自我则注重个体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5]。

然而，在进行认知加工时，三重自我的相对优势性却

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这一问题，自我领域的研究

一直沿着两条相对独立的路线展开探索。一条“热

的”研究路线关注自我加工的动机性和情绪性成分

即自我的动机性视角，如自尊、自我动机、自我意志

情感等。一条“冷的”研究路线则关注自我加工的认

知层面即自我的认知加工视角，如自我图式、自我组

织、自我分类、自我与记忆、自我参照效应等[6]。

以往的研究者们对三重自我的动机性地位进行

的探索主要是从自我保护与自我提升两个自我动机

的角度提出了四个主要的理论假设：（1）个体自我首

要性假设(individual-self primacy)。该假设认为，个

体自我是最重要的自我，是人类经验的动机核心。

人们拥有强烈的维持或提升正面自我形象、抵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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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面自我形象的威胁的动机 [7，8]。（2）关系自我首

要性假设(relational-self primacy)。该假设认为，关

系自我是最重要的自我，是人类经验的动机核心。

人们想要拥有稳定的人际依恋，并且具有强烈的提

升自己的人际关系以及防止关系被破坏的动机 [9]。

（3）集体自我首要性假设 (collective-self primacy)。
该假设认为，集体自我是最重要的自我，是人类经验

的动机核心。人们对其所属社会集体一致性的认同

深刻地影响着自身 [10]。（4）情境性假设 (Contextual
Primacy)，主张个体所面临的情境决定着当前哪种自

我成为最重要的自我。有关工作自我概念和符号互

动论或者角色理论的研究都表明，自我表征会分别

随着规则显著性(norm salience)、角色重要性(role im⁃
portance)以及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 (fleeting social
circumstances)等情境性因素的改变而改变[11，12]。

当研究者单独考虑与考察上述的每一种理论假

设时，似乎每个假设都能得到支持。然而，这样的结

论并未直接解释三重自我的动机性地位问题。

Gaertner等人最早对个体自我假设、集体自我假设

和情境性假设进行了比较验证。他们创设了一种情

境，使得被试想要保护或者提升自我，进而对比了三

种自我受到威胁、批评、表扬或夸奖时个体的反应，

其实验结果支持了个体自我首要性假设[13]。其后，

大批系列实验及有关自我威胁和自我提升领域的研

究的元分析研究也发现，人们在个体自我受到威胁

时会加强集体认同，并且认为自己与集体有更多的

相似性；但在集体自我受到威胁时，则不会影响个体

自我认同[14，15]。这些结果同样支持了个体自我首要

性假设。在此基础上，Chen, Zhang, Zhong等采用三

类刺激 oddball范式，比较了个体自我和集体自我的

动机优势性，其研究结果依然支持个体自我首要性

假设[16]。

然而，同时考虑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

三者的相对地位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几个研究

也在结果上存在混淆。例如，Del Prado及其同事调

查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墨西哥被试的三

种自我的重要程度，其中被试所处的文化环境为情

境性因素。但却未能对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何者更

重要达成一致性结论[17]。Mamat等人采用自我参照

范式比较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的动机层

级，结果发现个体自我的动机水平显著高于集体自

我，但却与关系自我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18]。Huang,
Mamat, Shang等采用自我报告法，发现个体报告关

系自我与个体自我同等重要，表现出相同的动机水

平[19]。Zhu采用赌博范式对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的

动机层级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没有支持个体自我

始终保持在动机层级顶端的结论。由此可见，当前

对于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究竟哪一个占据

动机的首要地位还未达成一致性结论[20]。

已有研究方法的弊端可能是造成这种研究结果

不一致的潜在原因。前人研究多采用情景威胁或提

升的实验任务或者自我报告的方法。例如，Gaertner
等人要求被试想象失去三重自我中的一个，之后评

价被试的情绪、对于生活的影响等[21]。一方面，“三

重自我”这个概念本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想象一个

抽象概念的消失这个任务可能十分困难。因此，在

这种情景威胁的实验任务中，这种想象是否真的在

进行、想象的效度以及被试的代入感如何保证等问

题都可能会影响实验结果。另一方面，采用自我报

告法研究三重自我的动机层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自我报告法极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22] 。

近年来，自我参照效价任务 (self-reference valence
task)作为一种自我积极偏差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

使用。在该任务中，被试被要求判断一系列积极效

价或者消极效价的人格特质词是自我描述的还是非

自我描述的(特质认同)。在特质判断的过程中，研

究者通常会记录判断的反应时。这个反应时代表了

自我提升动机的强度，反应时在探测自我提升动机

的过程中更为敏感[23]。本研究将自我参照效价范式

扩展到三重自我上，通过反应时指标直接探测三重

自我的自我提升动机是否存在差异，以此检测三重

自我的动机层级。

此外，父亲与母亲在关系自我中的作用是否相

同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有研究表明中国被试参

照父亲、母亲进行加工的与参照自己的记忆效果一

样好。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被试在进行自我参

照和母亲参照任务时，mPFC的激活程度没有差异，

同时显著高于父亲参照任务，而父亲参照与好友、名

人参照任务下，mPFC的激活没有差异[24，25]。本研究

还将探讨关系自我本身的信息特征（母亲、父亲、好

友）是否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干扰。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从三重自我动机层级的四

种假设出发，结合自我提升理论以及自我积极偏差

效应，采用自我参照效价范式，探究中国人的三重自

我的动机层级，以及关系自我的信息特征是否会对

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实验1初步考察中国人的三重

自我动机层级。实验2、3 旨在分离关系自我的个体

身份特征，并探究其对三重自我动机层级可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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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扰作用。

1 实验1 三重自我动机层级初探：三重自

我的自我积极偏差比较

1.1 方法

1.1.1 被试 有偿招募本科或研究生 39人，19男

20女，年龄 21-25岁(21.51±2.19)。所有被试均为右

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两名被试因小于

300ms的反应次数过多而被剔除，有效被试共 37
名。曾有研究表明抑郁情绪和低自尊会影响自我积

极偏差的出现[26，27]。本实验中被试的自我报告问卷

分数均在正常范围内：贝克抑郁量表分数(M=3.42,
SD=2.07)，罗森伯格自尊量表(M=19.25, SD=2.77)。
1.1.2 实验材料 贝克抑郁量表、罗森伯格自尊量

表分别用以测量被试的抑郁水平及自我价值感。根

据以往研究 [28，29]，从中国人人格特质形容词库中选

取80个积极词，80个消极词。然后分别让被试在5
点量表上对好恶度、效价、熟悉度和意义度进行评

定。选择的积极词(M=5.49，SD=0.39)与消极词（M=
2.58，SD=0.48)的好恶度差异显著，积极词的积极程

度与消极词的消极程度相似，即积极词距离平均水

平的程度(1.48)与消极词距离平均水平的程度(1.42)
之间无差异，t(158)=67.61，P<0.001, d=6.65。两组词

在熟悉度上无差异，t(158)=0.508，P=0.628；在意义度

上也无差异，t(158)=0.842，P=0.610。
1.1.3 实验设计 采用 2（特质词效价：积极、消

极）×2（信息的自我描述性：相符、不相符）×3（参照

对象：自己、母亲、中国人）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

量为特质词效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水平）、信息的

自我描述性（有相符和不相符两个水平）、参照对象

（有自我、母亲、中国人三个水平）。因变量为判断反

应时。

1.1.4 实验程序 实验前被试需阅读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随后填写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贝克抑郁量

表，以排除极端低自尊和不良情绪对实验的干扰。

实验过程中，被试需在计算机上完成按键反应，分别

判断屏幕上出现的形容词（积极词或消极词）是否符

合自己、母亲或者中国人，符合按F，不符合按 J。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2.0编制，共有3个block，

每个block分别要求被试判断形容词能否描述自我、

母亲或中国人。每个block包含160个试次，包含80
个积极特质词试次，80个消极特质词试次。3个

block共 480个试次。每个 block中积极词和消极词

随机出现。每个block结束后，被试可以选择一段休

息时间再继续，Block顺序在被试间采用拉丁方平

衡。考虑到 trail数目较多，而且实验任务比较简单，

故没有设置练习。每个试次的流程如图1。

图1 实验1每个试次的流程图

1.2 结果

删除反应时大于3000ms或小于300ms的试次，

使用 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不同情况下的判断反应时(n=37，单位：ms)

对反应时进行2（特质词效价：积极，消极)×2（信

息的自我描述性：相符，不相符)×3（参照对象：自己，

母亲，中国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参

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2, 36)=
5.25, P=0.007<0.01, η2=0.13；特质词效价×自我描述

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2, 36)=45.60, P<0.001, η2=
0.56；参照对象×效价×自我描述性的三阶交互作用

显著，F(2, 36)=4.00, P=0.023<0.05, η2=0.10；其他主

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三阶交互作用显著，进一步进行简单交互作用

分析。结果显示，当被试判断积极词时，参照对象×
自我描述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 36)=0.97, P=
0.383, η2=0.03。但是，当被试对消极特质词做出判

断时，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交互作用显著，F(2,
36)=6.69, P=0.002，η2=0.157。进一步进行简单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当特质词效价为消极，参照对象为自

我或母亲时，自我描述性的主效应显著，相比于对消

极特质词做出符合自己的判断而言，被试做出不符

合自己的判断的反应时更短。而当特质词效价为消

极，参照对象为中国人时，自我描述性的主效应不显

著，P=0.088, 对消极特质词做出符合中国人的判断

和对消极特质词做出不符合中国人的判断反应时之

间无差异。

参照对象

自我

母亲

中国人

特质词效价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符合M(SD)
1081.72(380.73)
830.50(181.58)

1143.38(562.38)
866.16(214.13)

1067.96(371.32)
917.44(269.97)

不符合M(SD)
892.08(225.08)

1126.99(398.27)
834.98(198.99)

1108.33(411.67)
992.80(283.20)

1148.06(4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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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讨论

特质词效价和信息的自我描述性的交互作用显

著，当参照对象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或集体自我

时，相较于不符合个体自我积极偏差的特质词(如：

自我消极和非自我正面词)来说，被试对于符合个体

自我积极偏差的特质词(如：自我积极和非自我消

极)反应更快。证明了中国人受到自我提升动机的

驱使，表现出自我积极偏差效应。并且人们倾向于

将积极属性赋予个体自我、关系自我(母亲)和集体

自我，愿意认为自我的各个方面都是美好善良的[30，31]。

尽管人们对每一种自我都有自我积极偏差，但

其表现存在差异。当人们对积极特质词进行判断

时，相比于把积极词判断为与三重自我不相符合，人

们将积极词判断为与三重自我相符的反应时更短。

然而，当人们对消极词进行判断时，对于个体自我、

关系自我（母亲）而言，相比于把消极特质词判断为

与个体自我（或关系自我）相符，人们将消极特质词

判断为与个体自我（或关系自我）不相符的反应时更

短。但对于集体自我而言，把消极特质词判断为与

集体自我相符和不相符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表明，尽管个体自我、关系自我(母亲)、集体自我

都会“欢迎”积极属性的信息和自我关联，但并不都

“排斥”消极属性的信息与自我关联。对于集体自我

而言，其自我提升动机的水平似乎更弱，它只欢迎积

极属性的信息与之关联，却不拒绝消极属性的信息

与之关联。这表明集体自我在三重自我动机层级中

的地位低于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这一结果与前人

研究结果相同[20，21]。但无论就自我增强还是自我保

护动机而言，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的水平相当，这说

明三重自我的动机层级并非是如前人研究所说的个

体自我最占优势的模式，个体自我和关系自我的动

机水平相近。

实验1的结果表明，当选择母亲作为关系自我

的对象时，个体自我与关系自我具有相似的动机水

平，而集体自我的动机水平最弱。然而，母亲只是众

多亲密他人中的一个，其是否是关系自我中的一个

特例？当选择同样是亲属关系的父亲作为关系自我

的对象或非亲属的亲密好友时，该结论是否会发生

变化？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

2 实验 2 父亲身份引发的亲属关系特征

在三重自我动机层级中的作用

2.1 方法

2.1.1 被试 有偿招募本科或研究生 40名，20男

20女，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

常。两名被试因小于300ms的反应次数过多而被剔

除，有效被试 38 名，被试年龄 18- 26 岁 (21.03 ±
2.51)。实验开始前，被试完成贝克抑郁量表 (M=
3.38, SD=3.39)和罗森伯格自尊量表(M=20.25, SD=
3.39)。所有被试的分数都在正常范围内。

2.1.2 实验材料 与实验1相同。

2.1.3 实验设计 采用2(特质词效价：积极、消极)×
2(信息的自我描述性：相符、不相符)×3(参照对象：自

己、父亲、中国人)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特

质词效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水平）、信息的自我描

述性（有相符和不相符两个水平）、参照对象（有自

我、父亲、中国人三个水平）。因变量为判断反应时。

2.1.4 实验程序 实验前被试需阅读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随后填写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贝克抑郁量

表，以排除极端低自尊和不良情绪对实验的干扰。

实验过程中，被试需在计算机上完成按键反应，分别

判断屏幕上出现的形容词（积极词或消极词）是否符

合自己、父亲或者中国人，符合按F，不符合按 J。实

验流程与实验1相同。

2.2 结果

删除反应时大于 3000ms或者小于 300ms的试

次，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特质词效价(积
极/消极)、信息的自我描述性(相符/不相符)、参照对

象(自己/父亲/中国人)进行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自我描述性的主效应显著，F(1, 36)=
5.20, P=0.029, η2=0.13。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二

阶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2, 36)=3.00, P=0.056, η2=
0.08；效价×自我描述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著，F(1,
36)=75.96, P<0.001, η2=0.68；参照对象×效价×自我

描述性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F(2, 36) =8.04, P=
0.001, η2=0.18；其余主效应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情况下的反应时与标准差

进行简单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当被试判断积极

特质词时，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F(2, 36)=3.05, P=0.054, η2=0.08。但当被试对消

参照对象
自我

父亲

中国人

特质词效价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符合

1020.71(216.15)
783.42(126.95)

1009.11(348.57)
853.87(236.58)
905.57(356.03)
789.25(207.30)

不符合

851.99(152.52)
1043.28(126.95)
813.30(157.54)

1038.83(194.13)
898.09(221.15)
953.83(316.52)

··4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年 第30卷 第1期
极特质词做出判断时，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交

互作用显著，F(2, 36)=6.82, P=0.002, η2=0.16。
进一步进行简单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特质词

效价为消极，参照对象为自我时，自我描述性的主效

应显著，F(1, 36)=26.49, P<0.001, d=0.90，相比于判

断消极特质词符合自己而言，被试判断消极特质词

不符合自己的反应时更短。当参照对象为父亲时，

自我描述性的主效应显著，F(1, 36)=17.67, P<0.001,
d=0.71，相比于对消极特质词作出符合父亲的判断

而言，被试判断消极特质词不符合父亲的判断反应

时更短。但当参照对象为中国人时，自我描述性的

主效应不显著，P=0.874。
2.3 讨论

当参照对象为个体自我(自己)、关系自我（父

亲）或集体自我（中国人）时，相比于对于不符合自我

积极偏差的特质词(自我消极和非自我正面词)来
说，被试对于符合自我积极偏差的特质词(自我积极

和非自我消极)反应更快。

对比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可以发现，无论选用

“父亲”或“母亲”来代表关系自我，关系自我的动机

水平都处在和个体自我类似的状态，人们接受积极

的信息与之关联，同时排斥消极信息与之关联。这

一结果表明“母亲”在关系自我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

是一个最强的特例，“父亲”作为与“母亲”平等的亲

属关系也能起到相同的效果。Taylor等人的研究中

指出，在与陌生人、名人以及伴侣的面孔识别相比较

时，只有在识别父母面孔时出现额上回的激活，额上

回涉及自我意识、亲缘识别和处理自我相关信息的

加工处理[32]，这表明在关系自我中父亲与母亲起到

相同的作用[33]。为了进一步探究非亲属亲密关系的

作用，作为基线水平与亲属关系形成比较，我们进行

了实验3。
3 实验 3 好友（非亲属）的亲密关系特征

在三重自我动机层级中的作用

3.1 方法

3.1.1 被试 有偿招募本科或研究生40名，男生20
名，女生20名，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

力正常。两名被试因小于300ms的反应次数过多而

被剔除，有效被试38名，年龄21-28岁(22.29±3.57)。
实验前，被试完成自我报告问卷，所有被试的分数均

在正常范围内，贝克抑郁量表分数 (M=2.90, SD=
2.06)，罗森伯格自尊量表(M=19.98, SD=3.17)。
3.1.2 实验材料 与实验1材料相同。

3.1.3 实验设计 采用2(特质词效价：积极、消极)×
2(信息的自我描述性：相符、不相符)×3(参照对象：自

己、好友、中国人)的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特

质词效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水平）、信息的自我描

述性（有相符和不相符两个水平）、参照对象（有自

我、好友、中国人三个水平）。因变量为判断反应时。

3.1.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前要求被试阅读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随后填写罗森伯格自尊量表和贝克

抑郁量表，排除极端低自尊和极端不良情绪对实验

的干扰。接着，要求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按键反

应。实验过程中会出现若干积极词和消极词，要求

被试分别判断这些形容词是否符合自己、最好的好

友或者中国人，符合按F，不符合按 J。其余实验流

程与实验1相同。

3.2 结果

删除反应时大于 3000ms或者小于 300ms的试

次，使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对判断反应时进

行 2（特质词效价：积极，消极）×2（信息的自我描述

性：相符，不相符）×3（参照对象：自己，好友，中国

人）的三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特质词

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1, 37)=23.43, P<0.001, η2 =
0.39；特质词效价×自我描述性的二阶交互作用显

著，F(2, 37)=45.85, P<0.001, η2 =0.55；参照对象×效
价×自我描述性的三阶交互作用显著，F(2, 37)=4.13,
P=0.024<0.05, η2=0.19；其他的主效应与交互作用

均不显著，Ps>0.05。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情况下被试的反应时与标准差

简单交互作用分析发现，当被试对积极特质词

做出判断时，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F(2, 37)=0.27, P=0.762, η2=0.01。但是，当被试

对消极特质词做出判断时，参照对象×自我描述性

的交互作用显著，F(2, 37)=4.43, P=0.019, η2=0.19。
进一步进行简单简单作用分析发现，当特质词

效价为消极，参照对象为自我时，自我描述性的主效

应显著，F(1, 37)=24.31, P<0.001, d=0.71, 相比于对消

极特质词作出符合自己的判断而言，对消极特质词作

出不符合自己的判断反应时更短，当参照对象为好友

参照对象
自我

好友

中国人

特质词效价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消极

积极

符合

1198.34(364.95)
883.52(220.29)

1210.91(504.18)
870.64(166.87)

1129.15(271.16)
908.09(258.62)

不符合

975.43(254.59)
1151.43(359.86)
1068.34(231.43)
1117.91(353.50)
1058.67(240.96)
1124.05(3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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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时，自我描述性的主效应不显著，Ps>0.05。
3.3 讨论

与实验 2不同，对于关系自我(好友)而言，把消

极特质词判断为与自我相符和不相符的反应时不存

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当选择好友关系作为关系自我

的表征对象时，相比“亲属关系”而言，其动机层级有

所下降。当选择好友关系作为关系自我的表征时，

人们仅表现出自我增强动机，而自我保护动机却消

失，其作用模式与集体自我的自我提升相类似。这

一结果说明亲属关系在关系自我中可能存在特殊作

用，当选择非亲属亲密关系表征关系自我时，三重自

我的动机层级结构会发生变化。

4 总讨论

4.1 关系自我的个体身份特征在三重自我动机层

级中的作用

关系自我的个体身份特征会对三重自我动机层

级关系产生影响，当关系自我被“父亲、母亲”等亲属

关系表征时，三重自我的动机层级表现出：个体自我

=关系自我>集体自我。而当关系自我被“好友”等

亲密非亲属关系表征时，三重自我的动机层级则表

现出西方的研究结果中所报告的模式：个体自我>
关系自我>集体自我。

这一研究结果与领域中新进的研究结果一致。

Zhu, Wang, Yang 等的研究中要求被试为自己、父

亲、母亲和最好的好友进行赌博，在获益情况下表明

被试对于自我获益的动机水平与父亲获益和母亲获

益相同，但是在为好友赌博时却没表现出相似强度

的动机水平，由此表明三重自我的动机水平可能会

受到关系自我个体身份特征的影响[20]。此外，该结

果也可能存在另一个解释，对于中国被试而言，因为

与父母共享经济资源，所以为父母赢钱就是为自己

赢钱，所以动机水平更强烈。然而，为好友赢钱的条

件下则不会产生这种动机，所以动机水平更弱。除

此以外，本研究也表明“父亲”和“母亲”作为关系自

我中不同的个体身份，都具有“亲属”身份特征，并未

对三重自我的动机层级产生影响。

关系自我的个体身份特征在三重自我动机层级

中的不同作用可能表明，相比于好友而言，家庭自我

对于中国人而言尤其重要。

4.2 三重自我动机层级：情境性假设得到支持

综合实验结果，有理由认为三重自我动机层级

的情境性假设得到支持。情境会对三重自我的动机

层级产生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带

有不同特征的关系自我表征会影响三重自我动机层

级：当关系自我被“家庭关系”所表征时，三重自我的

动机层级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而当

关系自我被“好友关系”所表征时，则三重自我动机

层级为：个体自我=关系自我>集体自我。另一方

面，文化会影响三重自我动机层级关系：当前的研究

发现对于中国被试而言三重自我动机层级并非一直

不变，而西方的研究中所发现的个体自我始终最占

优势。

事实上，情境对于三重自我动机层级在上述两

个方面的影响又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的不同作用。一

方面，在同一种文化内部，文化选择了关系自我的表

征核心，继而影响三种自我的动机层级。也就是说，

“家庭关系”是中国人关系自我的核心，这种关系的

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亲密关系，一旦关系自我被家

庭关系表征时，无论是特殊的二元关系还是更抽象

的“家人”概念，这种家庭我与个体我表现出一种同

构性。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文化调节了三

重自我动机层级的表现模式，使得三重自我动机层

级的表现模式在不同文化之间有所区别。情境性假

设得到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文化作为广泛的情境因素

对于个体自我动机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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