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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疫情下涌现了大

量令人动容的亲社会行为。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有

助于群体在更短的时间内渡过难关，提升民族在危

机下的存活率，对于群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不同于一般的灾难事件，疫情不仅具有突发性、

紧急性等特点，而且具有高传染性和高隐蔽性两大

特征[1]，因此，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不仅需要牺牲个

体的自身利益，有时甚至需要冒生命风险，这可能使

得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不同于一般的灾难情境。深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避讳谈论死亡。然

而，疫情爆发以来，确诊病例、重症病例、死亡病例等

疫情相关信息让我们难以不想到死亡。因此，死亡

意识如何影响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值得关注。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认为，

人类动机的核心在于管理死亡意识引发的焦虑，实

现心理上的平静[2]。文化世界观和自尊是帮助人们

抵御死亡意识的重要防御机制[3]。由于亲社会行为

在大部分文化中都是被高度认可的价值观，遵循社

会认可的价值观能为个体提供自我价值感，认为自

己在这个有意义的世界里是有价值的一员[4]。因此，

亲社会行为是坚守世界观、获得自尊的重要方式，有

助于对抗死亡。尽管一方面有研究表明，死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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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恐惧管理视角，探讨死亡意识对疫情下不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法：采用2(启动：死亡启动、

对照)×2(亲社会行为：捐款、志愿服务)两因素被试间设计。通过死亡凸显范式启动死亡意识，要求被试评定疫情下

的捐款意愿或志愿服务意愿，随后测量被试的价值感和死亡想法可及性。结果：①相比对照组，死亡意识增加疫情

下的捐款意愿，但会降低疫情下的志愿服务意愿。②启动死亡意识后，个体的捐款意愿能预测随后的自我价值感，

而个体的志愿服务意愿能预测随后的死亡想法可及性。结论：死亡意识促进疫情下有助于恐惧管理的无生命风险

的亲社会行为，但会阻碍疫情下破坏恐惧管理的有生命风险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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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n the basis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how death awareness
would influence different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Methods: A 2(priming: mortality sa⁃
lience, control)×2(prosocial behaviors: donate money, volunteer service) 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 design was conduct⁃
ed. Mortality salience was used to activate death awareness, and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eir willingness to donate money or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during the epidemic. Sense of value and death-thought accessibility were measured in the
end. Results: ①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of death awareness activ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donate money but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 than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②When death awareness was activated，participants’
willingness to donate money could predict their sense of value, while participants’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volun⁃
teer service could predict their 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 Conclusion: Death awarenes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without potential infection risk during the epidemic to promote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 but reduces prosocial behavior
with potential infection risk during the epidemic to prevent death-related cognitions from undermining terror management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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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们更加贪婪 [5]、更关注积累财富 [6]，这可能是

因为金钱有助于缓解死亡焦虑 [7]，但同时也有研究

表明，死亡凸显会提升个体对慈善组织的亲社会态

度，促进慈善捐款行为[8，9]。

但死亡凸显似乎并不能提升所有的亲社会行

为。死后器官捐赠是一种能造福于他人、备受社会

文化赞许的亲社会行为。根据前述推理，死亡凸显

应该也会促进死后器官捐赠。然而有研究发现，相

比对照组，死亡凸显降低了被试对器官捐赠组织的

贡献意愿，签署器官捐赠卡的被试比例更低[10]。根

据自我保护的利他假说，当亲社会行为提醒人们生

命的脆弱性和终将死亡的本质时会阻碍恐惧管理加

工，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凸显会降低亲社会回应[11]。

如果自我保护的利他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死亡凸显

应该会降低任何引发死亡意识的亲社会行为。

考察死亡威胁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已有研究大多

基于西方文化，且涉及的亲社会行为大多以慈善捐

款为主，对慈善捐款以外的亲社会行为的研究较为

缺乏。此外，这些研究中亲社会情境的设定通常基

于一般的日常情境，尚未涉及具有传染性的危机情

境，不需冒生命风险，且与个体的生活相离甚远。因

此，本研究基于与个体有紧密关联的真实情境——

新冠疫情，试图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死亡意识对疫

情下不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我们重

点关注疫情下最常见的两种亲社会行为：捐款和志

愿服务。这两种亲社会行为均要牺牲个体的自身利

益，前者需损失一定的物质资源，而后者往往使个体

面临感染风险，对个体的生命造成威胁。我们假设，

死亡意识对疫情下这两种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差

异，人们从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感和死亡想法可能是

导致这种差异性影响的原因。具体假设为：（1）相比

对照组，死亡意识增加疫情下个体的捐款意愿，但会

降低疫情下个体的志愿服务意愿；（2）死亡意识凸显

后，个体的捐款意愿越强，他们的价值感也越强；而

个体的志愿服务意愿越强，他们的死亡想法可及性

也越高。

1 方 法

1.1 被试

230人参与本实验，均为大学生。5名被试未按

要求完成启动任务(填写无、不知道或其他与启动任

务无关的内容)，1名被试怀疑志愿服务的真实性，因

而予以剔除，剩余 224名有效被试进入最终的统计

分析（男性43人），平均年龄20.53±1.65岁。所有被

试自愿参与实验，实验后获取适量报酬。

1.2 实验设计

采用2（启动：死亡启动、对照）×2（亲社会行为：

捐款、志愿服务）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1.3 研究材料和测量工具

1.3.1 自尊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 [12]。该量表

共包含10个题目(α=0.84)，采用4点计分，从“非常不

符合”到“非常符合”。

1.3.2 启动任务 死亡启动组采用经典的死亡凸

显范式操纵被试的死亡想法，要求被试想象自己的

死亡，并回答两个开放式问题：(1)想到自己死亡时，

你有怎样的想法和心情？(2)当死亡发生时，你的身

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该方法已被大量研究采用并

证明有效 [13，14]。对照组进行牙疼启动，要求被试想

象自己牙疼，并回答两个类似的开放式问题。牙疼

启动是以往研究中常用的对照条件，目的是为了控

制负性情绪可能产生的混淆作用。为测查启动操纵

是否有效，所有被试需评定在想象任务中有多大程

度想到死亡，采用11点计分，从“完全没有”到“非常

强烈”。

1.3.3 情绪 采用正性和负性情绪量表[15]。该量表

包含10个正性情绪形容词(α=0.89)和10个负性情绪

形容词(α=0.89)，采用5点计分, 从“几乎没有”到“非

常多”。

1.3.4 分心任务 该任务为20个计算题，被试需提

供每个计算题的答案。在经典的死亡凸显研究中，

通常会在死亡凸显和因变量测量之间加入分心任务

进行延迟，目的是为了让死亡想法从意识中消退，从

而实现在无意识层面引发远端防御[2]。

1.3.5 帮助意愿 参照以往研究在介绍慈善组织

后测量被试是否愿意提供帮助的做法[8]。为了使研

究情境符合现实情况，本研究选择了两个真实存在、

且在疫情期间筹款或招募志愿者的非营利公益组

织：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我

们告知被试本研究项目与以上公益组织合作，愿意

提供帮助的被试的联系方式将会提供给该公益组

织，以确定后续的帮助细节。捐款组被试首先阅读

介绍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短文，为增加真实性，我

们提供了该组织的官网。然后，我们告知被试该组

织发起了公益筹款项目，该项目与多个互联网募捐

平台合作，动员社会各界筹集资金。该项目筹集的

资金将用于国内高风险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被试

随即表明自己的捐款意愿(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

意)，并自愿留下联系方式。志愿服务组被试首先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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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介绍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短文，我们也提供了

该组织的官网以增加真实性。然后，我们告知被试

该组织发起了志愿服务项目，该项目面向社会招募

志愿者参与国内高风险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志愿

服务主要包括协助运送处理疫情期间的医疗废弃

物、接送医护人员、帮助隔离群众解决生活问题等。

协会将会为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期间的基本生活保

障，但志愿服务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被试随即表

明自己的志愿服务意愿(1=非常不愿意，7=非常愿

意)，并自愿留下联系方式。

1.3.6 价值感 采用以下题项测量价值感：为此次

疫情防控捐款(提供志愿服务)让我觉得自己更有价

值(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
1.3.7 死亡想法可及性 采用残词补全任务测量

被试的死亡想法可及性。该任务在恐惧管理研究中

常被用于测量无意识层面的死亡想法[14]，且被用于

多种语言[16-18]。被试需补全22个残词，其中11个残

词既可补全为死亡相关词，也可补全为死亡无关词

(例如，“_材”可以补全为“棺材”或“木材”)，另外 11
个残词只可补全为死亡无关词。死亡想法可及性操

作化为被试在该任务中补全为死亡相关词的个数。

1.4 实验程序

实验前将被试随机分成四组。正式实验中首先

测量自尊，然后进行死亡启动或牙疼启动，启动后测

量情绪并完成分心任务，随后测量捐款意愿或志愿

服务意愿，并测量价值感和死亡想法可及性，最后测

量启动操纵有效性，被试填写性别、年龄、宗教信仰、

身边是否有人感染新冠等背景信息。实验结束后，

询问被试对本次实验的想法，并告知被试真实的实

验目的。

2 结 果

2.1 控制变量

各组被试的背景信息、自尊和情绪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1。为考察各组样本在以上变量上是否

匹配，我们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结

果显示，各组被试仅在性别分布上有显著差异，χ2

(3)=12.29，P<0.05，在其他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s>
0.10)。因此，在后续分析中我们只考虑性别的作用。

2.2 操纵检验

对死亡启动组和对照组的启动效果进行 t检
验，发现死亡启动组被试想到死亡的程度 (M=5.77，
SD=2.53)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M=3.21，SD=2.43)，t
(222)=-7.74，P<0.001，d=-1.04，说明死亡启动操纵

有效。

表1 各组被试的背景信息、自尊和情绪描述性统计结果

2.3 死亡意识对捐款意愿和志愿服务意愿的影响

以启动、亲社会行为为自变量，帮助意愿为因变

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主效应均不显著(Ps>
0.05)，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交互作用显著，F(1，220)=
12.34，P=0.001，ηp2=0.05。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当亲

社会行为是捐款时，死亡启动组被试的帮助意愿

(M=5.16，SD=1.12)显著高于对照组 (M=4.64，SD=
1.27)，F(1，220)=5.27，P=0.023；当亲社会行为是志愿

服务时，死亡启动组被试的帮助意愿(M=4.71，SD=
1.22)显著低于对照组(M=5.32，SD=1.21)，F(1，220)=
7.14，P=0.008。考虑到各组被试的性别分布有差

异，我们将性别纳入到模型中，发现性别、启动与亲

社会行为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1，216)=0.12，P>
0.05，但启动与亲社会行为交互作用仍显著，F(1，
216)=7.99，P=0.005，ηp2=0.04，故可排除性别对以上

效应的影响。

2.4 死亡意识、捐款意愿与价值感和死亡想法可

及性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死亡意识、捐款意愿与

价值感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2)，启动与捐款意愿

的交互作用对价值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为，

对于死亡启动组，被试的捐款意愿越高，他们体验到

的价值感越强(β=0.66，SE=0.15，t=4.46，P<0.001)；而
对于对照组，捐款意愿无法预测他们的价值感(β=
0.13，SE=0.14，t=0.94，P>0.05)。我们也采用同样的

方法分析死亡意识、捐款意愿与死亡想法可及性的

关系。结果显示，交互作用不显著。

2.5 死亡意识、志愿服务意愿与死亡想法可及性

和价值感的关系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死亡意识、志愿服务意

愿与死亡想法可及性的关系。结果显示(见表3)，启
动与志愿服务意愿的交互作用对死亡想法可及性有

变量

n
男性比例

年龄(M±SD)
有宗教信仰

的比例

身边有新冠患者

的比例

自尊(M±SD)
正性情绪(M±SD)
负性情绪(M±SD)

捐款组

死亡启动组

57
28.07%

20.44±1.57
1.75%

0
26.79±3.61
2.88±0.67
2.35±0.68

对照组

55
9.09%

20.31±1.51
7.27%

0
27.15±3.54
2.81±0.51
2.55±0.70

志愿服务组

死亡启动组

56
28.57%

20.71±1.59
3.57%

1.79%
26.98±4.62
2.76±0.64
2.51±0.68

对照组

56
10.71%

20.64±1.90
1.79%

1.79%
27.43±3.44
2.95±0.65
2.55±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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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为，对于死亡启动组，被试的

志愿服务意愿越高，他们的死亡想法可及性越高(β=
0.26，SE=0.10，t=2.59，P=0.01)；而对于对照组，志愿

服务意愿无法预测他们的死亡想法可及性(β=-0.06，
SE=0.11，t=-0.55，P>0.05)。我们也采用同样的方法

分析了死亡意识、志愿服务意愿与价值感的关系。结

果显示(见表3)，启动与志愿服务意愿的交互作用显

著。具体为，对于死亡启动组，志愿服务意愿无法预

测他们的价值感(β=0.11，SE=0.14，t=0.74，P>0.05)；而
对于对照组，被试的志愿服务意愿越高，他们体验到

的价值感越强(β=0.55，SE=0.13，t=4.37，P<0.001)。

因变量

价值感

死亡想法可及性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自变量

性别

启动

捐款意愿

启动×捐款意愿

性别

启动

捐款意愿

启动×捐款意愿

R2

0.001

0.11
0.16
0.01

0.04
0.06

ΔR2

0.001

0.10
0.06
0.01

0.04
0.01

F
0.09

6.31**
7.42**
0.55

2.17
1.51

β
0.03

-0.06
0.34
0.24

-0.07
-0.01
0.20

-0.12

t
0.30

-0.66
3.54***
2.72**

-0.74
-0.08
2.03*

-1.23

因变量

死亡想法可及性

价值感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自变量

性别

启动

志愿服务意愿

启动×志愿服务意愿

性别

启动

志愿服务意愿

启动×志愿服务意愿

R2

0.02

0.03
0.08
0.07

0.16
0.19

ΔR2

0.02

0.01
0.05
0.07

0.08
0.04

F
2.32

0.73
5.61*
8.35**

5.39**
4.75*

β
0.14
0.05
0.12
0.22

-0.27
0.04
0.30

-0.19

t
1.52
0.52
1.18
2.37*

-2.89**
0.41
3.27**

-2.18*

3 讨 论

本研究探讨了死亡意识对疫情下两种常见亲社

会行为(捐款和志愿服务)的影响及可能的心理机

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与对照组相比，死

亡启动增加疫情下的捐款意愿，但会降低疫情下的

志愿服务意愿。此外，死亡启动后个体的捐款意愿

能预测随后的自我价值感，而死亡启动后个体的志

愿服务意愿能预测随后的死亡想法可及性。这说

明，死亡意识对疫情下不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

差异，人们从亲社会行为中获得的价值感和死亡想

法可能是产生这种差异性影响的内在机制。

由于疫情的高传播性和高隐蔽性，没有人能确

保自己幸免于难。在这种危机情境下，为自己积累物

质资源以备不时之需，而非将其赠予他人，可能是提

高自身生存机会、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然

而，本研究发现，面对死亡想法，疫情下人们表现得

更加慷慨，更愿意捐款。这一结果可以结合恐惧管

理理论和规范凸显假说来解释。根据规范凸显假

说，当价值观相互对立时，人们会根据当下最凸显的

社会规范做出反应 [19]。尽管亲自我价值观(例如积

累财富)与亲社会价值观(例如慈善捐款)都是人们所

追求和重视的，然而，后者在疫情下更受到社会文化

的推崇和重视。因此，死亡启动后，人们会更加坚守

疫情下凸显的亲社会价值观，表现为更愿意捐款。

本研究发现，死亡启动后被试的捐款意愿越高，

他们随后体验到的价值感越强；但在对照组并未观

察到这种联系。这可能是因为，捐款会损失一定的

物质资源，而疫情下的捐款则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可能使个体在未知的紧急状况下缺乏足够的储备

满足自身的需求。因此，在对照组，尽管大多被试都

体验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感，但这种感受并未随着

捐款意愿的增加而增强。然而，面对死亡想法时，人

们通过坚守当前情境下凸显的价值观感受到自己是

社会中有价值的一员，有助于缓解死亡恐惧。由于

捐款是疫情下凸显的价值观，因此，死亡启动后，人

们能从更高的捐款意愿中获得更强的价值感。

表2 启动、捐款意愿与价值感和死亡想法可及性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
表3 启动、志愿服务意愿与死亡想法可及性和价值感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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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启动增加疫情下捐款意愿的发现与前人研

究一致 [8]，更重要的是，本研究进一步证明，即使在

危机情境下，死亡启动也会促使人们表现得更加慷

慨，而且，死亡启动后人们能从疫情下的捐款中获得

更强的自我价值感，这有助于理解为何死亡意识会

增加疫情下的捐款意愿。

本研究还发现，死亡启动后，人们在疫情下更不

愿意参加志愿服务。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先前

研究发现，死亡启动导致人们更不愿意死后捐赠器

官，对坐在轮椅上请求帮助的人的积极回应更少[10]，

对老年人的态度更负面[20]，男性对残疾人更少同情[21]。

这表明，死亡启动后人们表现出更冷漠负面的态度

和趋于回避的行为反应，死亡意识并非总能提升人

们的亲社会性。

有研究显示，启动癌症想法后，个体更不愿意进

行癌症相关的身体检查[22]。如果一种非传染性疾病

的相关想法让人如此不安，宁愿回避及早发现及早

治疗的正确行为，那么，传染性疾病应该会产生更大

的威胁，更容易促使人们产生趋于回避的行为反

应。本研究中，不同于一般的日常情境下的志愿服

务，疫情下的志愿服务由于存在被感染的风险，对个

体的生命造成威胁，极易引发死亡想法，这可能是为

什么死亡启动导致人们在疫情下更不愿意参加志愿

服务的原因。与上述解释一致，本研究发现，死亡启

动后，被试的志愿服务意愿越高，他们的死亡想法可

及性也越高，而在对照组并未观察到这种联系。类

似地，前人研究发现，老年人照片[20]、残疾人短文[21]、

癌症词语[22]、死后器官捐赠[10]，均会提升个体的死亡

想法可及性。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当助人事件提醒

人们生命的脆弱性和终将死亡的本质，诱发死亡想

法时，死亡意识会降低人们的亲社会性。此外，本研

究在死亡启动组中并未发现志愿服务意愿与价值感

之间的显著相关性，却在对照组中发现两者之间的

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死亡启动后，疫情下个体的志

愿服务意愿所伴随的死亡想法可及性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破坏了个体从志愿服务中获得的价值感体验。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死亡意识对疫情下不

同亲社会行为的差异性影响及可能的心理机制。当

疫情下的亲社会行为无生命风险时，死亡意识会增

加亲社会行为，以提升个体的正面心理效用进而提

供象征性的自我保护、实现恐惧管理；而当疫情下的

亲社会行为有生命风险时，死亡意识会降低亲社会

行为，以阻止高度活跃的死亡想法破坏恐惧管理。

本研究首次从生存动机的角度考察疫情下趋近和回

避亲社会行为的两难困境，有助于理解疫情下人们

的矛盾心理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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