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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有研究中有关群际威胁对集体自尊是增强作用还是削弱作用存在矛盾结论，可能是不同研究采用了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
且情绪在群际威胁和集体自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作用所导致的。本研究通过情景启动的实验发现，现实群际威胁唤起了更高
水平的愤怒情绪，愤怒情绪越多，被试的集体自尊越高。而象征群际威胁唤起了更高水平的自卑情绪，自卑情绪越多，被试的集
体自尊越低。总之，群际威胁类型的不同对集体自尊产生不同的影响，情绪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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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Brumbaugh, 2015)。仔细分析上述研究差异，发现前

最近有关“南海争端”或者“中国游客被外媒

一个群际威胁采用的启动材料是内群体生命安全被

认为素质极低”的新闻时时见诸报端，这些新闻事

外群体侵害，是一种现实威胁。后两个研究所采用

件都可以看做是外国对中国的攻击和挑战。心理学

的材料更多的唤起的是内群体的各方面的素质能力

研究者将“一个群体的行动、信念或者特点挑战到

不如外群体的感受，这更偏向是象征威胁。由此我

另外一个群体的成就或者幸福感”的情况定义为群

们推测，可能是群际威胁类型的不同，导致了其对

际威胁 (Riek, Mania, & Gaertner, 2006)。现有研究普

集体自尊的影响结果相矛盾。

遍认为群际威胁至少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现实威

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群际威胁对情绪的影响

胁和象征威胁。现实威胁是指那些外群体对内群体

( 孙 连 荣 , 杨 治 良 , 2013; Kamans, Otten, & Gordijn,

的地理疆域、经济利益等的挑战，比如南海争端就

2011; Kauff & Wagner, 2012; Yang & Zhao, 2013)。

属于现实威胁。象征威胁是指那些和内群体的规

外群体所导致的现实威胁更多唤起害怕 (Kamans et

范、道德标准、习俗以及价值观不同的外群体对于

al., 2011)、 愤 怒 (Kuppens & Yzerbyt, 2012) 和 焦 虑

内群体文化产生的影响和挑战，指责中国游客素质

(Wohl & Branscombe, 2009)。而外群体所导致的象征

低下就属于象征威胁的体现 ( 张婍 , 冯江平 , 王二平 ,

威胁更多唤起害怕 (Davis, 2015)、愤怒 (Matthews &

2009; Stephan, Ybarra, & Rios Morrison, 2009)。

Levin, 2012) 和羞耻 (Lv, Xia, & Tian, 2015)。总之，

集体自尊是个体感知到普遍积极地评价自己

群际威胁可以唤起明显的负面情绪，且不同类型

所属社会群体的程度 (Crocker & Luhtanen, 1990)。

群际威胁唤起情绪种类有所差异。例如，Matthews

当外群体威胁到内群体的现实利益或文化安全感

和 Levin(2012) 发现，来自穆斯林的经济威胁感导

时，都会影响内群体的集体自尊水平。有研究发现

致了美国大学生更多的愤怒感，而来自穆斯林的文

群际威胁会使被试的集体自尊显著提升 ( 柏建鹏，

化威胁感导致了更多的蔑视感。Livingstone, Spears,

2014)，也有研究发现群际威胁情景会使集体自尊降

Manstead, Bruder 和 Shepherd (2011) 发现由群体事件

低 (Branscombe, & Wann, 1994; Dimofte, Goodstein, &

引发的不同情绪会引起不同的自我分类。那么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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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引发不同的情绪，进而

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t = 1.56 , p = .113), 说明这两类威

对集体自尊有不同影响？是否某些情绪使得集体自

胁能够唤起水平相当的威胁感。为了验证编制的新

尊升高，某些情绪使得集体自尊降低？

闻材料是否符合一般大众对于不同威胁的感知，研

目前鲜少有研究聚焦不同情绪和集体自尊关系

究者又请 31 位来自各行各业各省市的非心理学大众

的研究。不过有研究发现群际威胁、群体愤怒情

进行评估 ( 平均年龄 31.30 岁，SD =11.08 岁 ) 评估

绪和内群体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且群体愤

两份不同类型的高威胁感启动材料，
采用组间设计，

怒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 薛婷 , 陈浩 , 乐国安 , 姚琦 ,

每个人仅评估一份材料。结果显示 27 位被试均正确

2013)。Crocker 和 Luhtanen(1990) 认为集体自尊作为

评估到了材料的性质。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份材料在

成员对本群体的评价，因此也可以认为集体自尊就

一定程度上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对现实威胁和象征威

是一种内群体态度。据此我们推测由群际威胁引发

胁的判断，且能够唤起一定程度的威胁感。在确定

的愤怒也可能对集体自尊产生影响。此外有研究发

了研究材料的可靠性之后，70 名非心理学专业的大

现当群际威胁启动了自己的社会群体不如 (inferior)

学生被试参与了正式预实验，他们随机阅读四种材

别 人 的 认 知 时， 集 体 自 尊 会 减 少 (Dimofte et al.,

料中的一种。结果发现，两组高威胁组启动新闻，

2015)。那么是否有可能是因为唤起了“自己不如别

相比于同类型的低威胁组新闻，分别显著的启动现

人”的自卑感才导致集体自尊减少？总之就现有资

实和象征群际威胁感。高现实威胁组唤起了显著的

料来看，尚无研究采用实验方法检验群际威胁的类

愤怒 (M 高 =1.50, M 低 = .45, t = 3.20, p < .001, d =1.08)，

型、愤怒、自卑和集体自尊之间的关系。因此综上

高象征威胁组唤起了显著自卑情绪 (M 高 =.78, M 低 =

所述，本研究推论现实威胁之所以会使集体自尊增

.06 t =3.64, p < .001, d =1.21)，说明启动材料能够有

加，是因为引起了愤怒所致；而象征威胁之所以会

效启动威胁感、愤怒和自卑，在理论和操作上都可

使得集体自尊降低，是因为引起了自卑所致。本研

以作为正式研究的材料。

究拟用新闻材料启动这种情景性和生态效度高的实

２.２ 正式研究

验方法进行研究，以求在研究学理层面以及现实生

２.２.１ 被试

活的解释和应用上都能做出一些贡献。

２

方法和设计

２.１ 预研究
根据 Mashuri 和 Zaduqisti(2015) 的研究设计，将

本研究在某综合性大学随机选取大学生和研究
生为被试参与研究。从 96 份数据中剔除掉数据不完
整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数据 87 份 (48 男 39 女 )，
平均年龄 22.48 岁 (SD = 2.26)，其中低现实威胁组
22 人，低象征威胁组 20 人，高现实威胁组 23 人，

高威胁组作为实验组，低威胁组作为控制组，每种

高象征威胁组 22 人。

威胁类型各有高低两种水平，
因此共有高现实威胁、

２.２.２ 研究步骤

低现实威胁、高象征威胁和低象征威胁四个组别。

根据 Mashuri 和 Zaduqisti(2015) 的研究设计，采

根据 Stephan 等人 (2002) 研究中现实威胁的问卷内

用新闻情景启动方式，操控自变量群际威胁类型。

容，编制了高低两组现实威胁的启动材料。高现实

控制组阅读低现实威胁或低象征威胁材料，实验组

威胁新闻描述中国受到了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的

阅读高现实威胁或高象征威胁材料。被试被随机分

现实威胁，而低现实威胁新闻则描述中国受到的这

配到其中一种情景中阅读新闻报道，然后报告其被

些威胁在逐年减少。同理编制出高象征威胁和低象

唤起的威胁感和情绪程度，
最后填写集体自尊量表。

征威胁的启动材料新闻。总之，这四则启动材料在

实验结束后，
研究者送上小礼物并对被试表示感谢。

长度、内容、政治背景、措辞上都是两两对应的。

研究的自变量为群际威胁的类型 ( 现实 VS 象征 )，

启动材料都经过 2 位专家的审核和修改，之后请 15

中介变量为愤怒和自卑情绪，因变量为集体自尊。

位心理学研究生的评定。结果表明，现实威胁材料

２.２.３ 研究工具

和象征威胁材料都能被正确评估，说明编制的两类

（1）情景启动的新闻材料：采用预实验中所编

新闻能够体现各自应有的威胁特点。此外，高现实

制的四种情景 ( 低现实威胁、高现实威胁、低象征

威胁新闻和高象征威胁新闻均唤起了一定程度的威

威胁、高象征威胁 ) 的新闻材料。

胁感 (M 现实 = 2.80 , M 象征 = 3.18)，且两种威胁感之间

（2）威胁感和情绪唤起测量：在启动之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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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要报告是否体验到威胁感，采用 0~4 级评分，0

(M =87.09，p < .001，d = 1.08)。

为“完全没有这种感觉”，4 为“完全就是这种感受”。

３.２ 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然后询问被试感知到多大程度的愤怒感觉和自卑感

为了探寻在不同群际威胁的情景中，情绪如何

受，计分方式同上。此外还询问被试是否相信这则

影响集体自尊，在这里仅采用感知到威胁且唤起了

新闻材料，计分同上。

情绪的两个高威胁组的 45 份数据进行中介分析。

（3）集体自尊测量：采用最常用的 Luhtanen

愤怒的中介作用：对群际威胁类型、愤怒和集

和 Crocker (1992) 编制的集体自尊问卷进行测量，

体自尊三者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将现实威

问卷含 16 个题目，1~7 级评分。本研究中该问卷

胁和象征威胁这个二分自变量转化成虚拟变量，

Cronbach’s α 系数为 .81，信度良好。

0 为现实威胁，1 为象征威胁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4）威胁感操纵效果的检验：为检验是否成功

首先，群际威胁类型能显著预测集体自尊 ( △ R 2 =

唤起被试的群际威胁感，对现实威胁高低组进行独

.13, β = .36, p < .05)，群际威胁类型也能显著预测愤

立样本 t 检验，发现低威胁组 (M = 2.23, SD = 1.21)

怒感 ( △ R 2 = .08, β = .37, p =.05) , 当加入了愤怒情

的威胁感显著低于高威胁组 (M =3.39, SD = 1.08, t =

绪后，群际威胁对于集体自尊的影响不显著了 (β =

-3.15，p < .001, d = - .93)，说明操纵有效启动了被试

.26 , p = .07)，而愤怒对于集体自尊的影响依旧显著

的现实威胁感。对象征威胁的高低组进行独立样本

( β = .35, p < .05)。为了重复回归分析的结果，采

t 检验，发现低威胁组 (M =1.15, SD = .49) 的威胁感
显著低于高威胁组 (M =1.68, SD = .89, t = -2.69，p <
.05, d = - .74)，说明操纵有效启动了被试的象征威胁
感。此外可信度均值 (M = 2.23, SD = 1.04) 超过中位
数 2，因此可认为被试相信材料的真实性 (Mashuri
& Zaduqisti, 2015)。
（5）情绪差异的检验：对现实威胁的两组情绪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愤怒存在显著差异，
自卑差异不显著。高威胁组愤怒 (M =1.87, SD =1.33)
显著高于低威胁组愤怒 (M = .41, SD = .80, p < .001, d
= 1.34)。对象征威胁的两组情绪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高威胁组愤怒 (M = 1.14, SD =1.14) 显著高于低
威胁组愤怒 (M = .15, SD = .34, p < .05, d = .61)。高
威胁组自卑 (M = .77, SD = .81) 显著高于低威胁组自
卑 (M = .05, SD = .22, p < .001, d = .83)。最后，对研
究结果采用共同偏差方法检验，结果发现本研究结
果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用 prcoess 程序进行 bootstrap 分析，样本量选择在

３

结果

３.１ 群际威胁类型对集体自尊的影响
对现实威胁的两组集体自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 结 果 发 现， 高 威 胁 组 的 集 体 自 尊 得 分 (M =
94.39, SD = 9.74) 显著高于低威胁组 (M = 88.86, SD =
8.47, p < .05，d = .60)。对象征威胁的高低组的集体
自尊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低威胁组的
集体自尊得分 (M = 88.40, SD = 13.26) 与高威胁组 (

M =87.09, SD = 9.37) 没有显著差异。最后，高现实
威胁组集体自尊 (M = 94.39) 显著高于高象征威胁组

5000。结果发现，愤怒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
为 [-6.0782, - .0893]。根据 Edwards 和 Lambert (2007)
介绍的 bootstrap 的检验规则，若置信区间不包含零
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说明此处愤怒的中介效果显
著。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1.9956。其次，在控制了愤
怒这个中介变量之后，群际威胁类型对于集体自尊
的作用不显著，置信区间为 [-10.9824, .3729] 中包含
0，因此说明愤怒在群际威胁类型对集体自尊的影响
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具体见图 1：

图１

愤怒在群际威胁类型和集体自尊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

自卑的中介检验：同样对群际威胁类型、自卑
和集体自尊三者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同上。同
样，群际威胁类型能显著预测集体自尊 ( △ R 2 = .13,

β = - .36, p < .05)，群际威胁类型也能显著预测自卑
( △ R 2 = .29, β = .53 , p < .01) , 当加入了自卑情绪后，
群际威胁对于集体自尊的影响依旧显著 ( β = - .54,
p < .01)，而自卑对于集体自尊的影响边缘显著 ( β =
.32, p = .06)，是一个部分中介模型。为了重复回归分
析的结构，并且确认自卑是否存在显著中介作用，
采用 prcoess 程序进行 bootstrap 分析发现，自卑感
的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为 [ .3350, 7.1883]，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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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大小为 3.0047。此外，在控制了自卑这个中

注。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研究中所采用的群际

介变量之后，群际威胁类型对于集体自尊的作用依

威胁的来源多是黑人、穆斯林等普遍比较落后或者

旧显著，置信区间为 [-16.9751, -3.6351] 中不包含 0，

是“ 低 等”(inferior) 的 族 群 (Corenblum & Stephan,

说明自卑在群际威胁类型对集体自尊的影响中发挥

2001; Matthews & Levin, 2012)。这些族群所唤起的

了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见图 2：

群际威胁，很难让西方被试特别是白人被试产生
“劣等感”(interiority)，更多的是害怕、焦虑或者愤
怒。这可能就是很多研究中较少发现群际威胁会唤
起自卑情绪的原因。确实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会影
响群际威胁所唤起的情绪类型 (Piazza, 2015)。不过
也有西方研究发现，当群际威胁启动了自己的社会
群体不如 (inferior) 别人的认知时，集体自尊会减少

图２

４
４.１

自卑在群际威胁类型和集体自尊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

讨论
不同群际威胁所引起的愤怒、自卑以及集体自

尊的差异

(Dimofte et al., 2015)。所以群际威胁，特别是象征威
胁是否会唤起自卑感这一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性，还
需要更多跨文化研究来进行检验。
本研究通过启动群际威胁情景发现集体自尊受
到情绪的影响。Cooley(1902) 很早就提出的镜像自

首先本研究发现，高现实威胁相对于控制组能

我 (looking-glass self) 的概念，可以供我们试着去理

够唤起更高水平的愤怒情绪，而高象征威胁相对于

解情绪是如何影响集体自尊。他认为镜像自我是指

控制组能够唤起更高水平的自卑情绪。其次，本研

人们通过对外界评价，获得评价性反馈和情绪性反

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对集体自尊产生了不同

馈，进而来感知自我。集体自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的影响。受到现实威胁的被试集体自尊显著高于受

就是借由他人的评价来构建集体自我形象。我们透

到象征威胁组的集体自尊。最后，本研究将愤怒和

过他人对我们集体的评价来获得情感，情绪性反馈

自卑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从情绪的层面解释了前人

会影响我们对自身的看法。这一理论解释正符合本

有关群际威胁类型对于集体自尊影响的矛盾结论：

研究中情绪对于集体自尊的影响机制。另外，虽然

当现实威胁唤起了人的愤怒感时，集体自尊会显著

本研究中高象征威胁组的集体自尊没有显著低于低

升高。但是当象征性威胁唤起人的自卑感时，集体

象征威胁组，这是否意味着象征群际威胁对集体自

自尊则会降低，从而揭示了之前有关不同群际威胁

尊没有负面影响？由于本研究为了能够和前人研究

导致了集体自尊的变化存在差异是唤起了不同的情

结果有所对比，因此在因变量集体自尊的测量也同

绪所导致的。以上是本研究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本

样采用了集体自尊量表，但是这一量表可能更多的

研究的现实意义是，现实威胁的出现可以提升集体

是测量一种稳定的状态，对于集体自尊在某些临时

自尊，但是象征威胁却不能。若要保护或提升集体

状态下的改变很可能不那么敏感，所以导致了测量

自尊，则应减少象征威胁的曝光率，增加现实威胁

不出显著差异。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就是，由于集

的曝光率。不过因为正式研究的结果均来自于在校

体自尊涉及到对自己集体积极看法的部分，因此是

学生样本，因此在推广这一结论时仍需谨慎。

否个体已经通过某种途径修复了集体自尊，因此导

４.２

致高威胁和低威胁组没有差异，这也是值得去思考

群际威胁类型经由情绪对集体自尊产生影响的

机制分析

的一个路径。此外，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现实威胁

现实群际威胁会唤起高水平的愤怒，进而使集

和象征威胁因为唤起了不同的情绪类型，导致了集

体自尊升高，这一研究结论和前人研究是一致的 ( 薛

体自尊变化的差异性，是否会导致个体行为反应的

婷等 , 2013)。此外，象征群际威胁会唤起的高水平

差异性？例如，2011 年发生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游

的自卑，进而使得集体自尊降低。之前有关群际威

行的直接起因就是日本侵占钓鱼岛的事件，这就是

胁和群体情绪的研究中，愤怒、焦虑等情绪经常被

现实群际威胁所产生集群行为。
可是，
有关外国辱华，

关 注 (Kamans et al., 2011, Kuppens & Yzerbyt, 2012,

声称中国人素质差等象征性威胁，却很少能够直接

Wohl & Branscombe, 2009)，相反自卑情绪很少被关

导致集群行为。这种行为的差异性的背后究竟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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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什么心理机制是尚未讨论清楚的？这些问题都值得
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５

结论

科

学

Kamans, E., Otten, S., & Gordijn, E. H. (2011). Power and threat in intergroup
conflict: How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responses depend on amount and
content of threat.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4(3), 293-310.
Kauff, M., & Wagner, U. (2012). Valuable therefore not threatening: The influence
of diversity beliefs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immigrants. Social Psychological

(1) 不同类型的群际威胁会引起不同的情绪。现
实威胁唤起了更高水平的愤怒情绪，象征威胁唤起
了更高水平的自卑情绪。(2) 不同群际威胁类型对集
体自尊的影响受情绪的中介作用。愤怒在群际威胁
类型和集体自尊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愤怒情绪越
多，集体自尊越高。自卑在群际威胁类型和集体自
尊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自卑情绪越多，集体自尊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6), 714-721.
Kuppens, T., & Yzerbyt, V. Y. (2012). Group-based emotions: The impact of social
identity on appraisals, emotions, and behaviors.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4(1), 20-33.
Livingstone, A. G., Spears, R., Manstead, A. S. R., Bruder, M., & Shepherd, L.
(2011). We feel, therefore we are: Emotion as a basis for self-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action. Emotion, 11(4), 75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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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行等 ： 不同群际威胁类型对集体自尊的影响：愤怒和自卑的中介作用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group Threat
on Collective Self-Estee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wo Kinds of Emotions
Lv Hang1, Zhong Nian1, Tian Bo1, Shu Shouli2
1

( Wuh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ilosophy, Wuhan, 430072)(2Anhu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fei, 241000)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seek to identify how intergroup threats could conduct different emotions. Previous studies
resulted in th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group threat on the collective self-esteem. In some studies
intergroup threats could promote collective self-esteem, but in other research the reduction effect appeared. Moreover, there were
salient relations between intergroup threat, emotion and intergroup attitude. Therefore, we suggested that emotion could result in th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group threat on the collective self-esteem.
Four paragraphs selected from news primed the participants’ feeling of the intergroup threat, which contained one condition
among low realistic threat, high realistic threat, low symbolic threat or high symbolic threat information. 87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organized into four groups. Firstly,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ad one kind of the news and then they were asked to describe
which kinds of emotion were aroused after reading the news. Finally they finished the questionnaires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We used the independent t-text with the feeling of threat. The result show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feeling of threat: people
in the high threat groups had a stronger reaction than those in the low threat groups. The emotions aroused in the threat group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ose aro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More specifically, anger in the high realistic threat group wa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low realistic threat group and high symbolic threat group. But comparatively, inferiority in the high symbolic
threat group was strong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hree. In brief, different kinds of emotions were aro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threa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meditating effect in different intergroup threat types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medi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ger mediated the full effect between different intergroup threats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Interiority
mediated the partial effect. In particular, realistic threat aroused the stronger anger, and the stronger anger was related to the higher
collective self-esteem. While on the contrary, symbolic threat aroused stronger inf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was related to the lower
collective self-esteem. Different intergroup threats conducted the different emotions. Realistic threat could arouse strong anger and
symbolic threat could arouse strong inferiority. Furthermore, anger could fully medi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lective self-esteem
under different intergroup threats and anger could partially mediate.
Key words intergroup threat, collective self-esteem, realistic threat, symbolic threat, anger, inferi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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