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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及认知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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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宽恕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被认为是对冒犯者的亲社会化转变的过程，包括认知、情绪、动机和行为上的改变。本文回
顾了国内外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范式和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相关的成果，发现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范式能够揭示宽恕相关的心理过
程；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发现宽恕心理过程主要涉及负责社会认知、共情和认知控制等功能的脑区。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宽恕心理
行为测量范式的有效性和揭示内容的一致性、宽恕心理的认知和脑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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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日常社会交往中，不可避免的会经历来自他人
的冒犯或伤害，对于这些冒犯或伤害个体的反应可
能是愤怒、敌对、回避或报复，也可以选择放下怨
恨而宽恕他人。宽恕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对
其的界定不同研究者之间侧重不同 (Enright, 1991;
Worthington, 2005)，但多数认为宽恕是个体对冒犯
者的亲社会化转变的过程，包括认知、情感、动机
和行为上的改变 (McCullough, Pargament, & Thoresen,
2001; Riek & Mania, 2012)。研究发现宽恕不仅与个
体的心理健康显著相关，如个体的宽恕水平与其神
经 质 (Berry, Worthington, O'Connor, Parrott, & Wade,
2005)，抑郁 (Brown, 2003) 和沉浸水平 (McCullough,
Bono, & Root, 2007) 具有显著负相关，而且与主观
幸 福 感 的 提 升 (Bono, McCullough, & Root, 2008)、
人际关系的改善 (Worthington, 2005) 和愤怒反应的
降低 ( 陈晓 , 高辛 , 周晖 , 2017) 具有显著正相关；
同时宽恕与个体的生理健康也紧密联系。宽恕水平
较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血压、心率和压力感知水平
(Lawler-Row, Hyatt-Edwards, Wuensch, & Karremans,
2011)，同时伴有睡眠质量问题 (Cheadle & Toussaint,
2015)。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宽恕与个体多种情绪情感状
态存在密切关系，但目前有关宽恕的测量主要采用
问卷自我报告的形式。尽管自我报告的问卷测查能

较为直接的考察个体的宽恕反应结果，但也易于受
到反应偏差和回忆偏差的影响，且无法考察宽恕反
应的心理过程 (Dorn, Hook, Davis, van Tongeren, &
Worthington , 2014)。近年来研究者开发了多种宽恕
心理的行为测量范式来辅助和补充宽恕的自我报告
测量，为实验室环境下客观的测量宽恕心理反应提
供了新的视角。国内研究者之前就宽恕心理的理论
模型 (马洁, 郑全全, 2010)，
影响因素(张海霞, 谷传华,
2009) 和宽恕心理干预 ( 傅宏 , 2004) 等不同问题进行
了回顾，本文拟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对近十年出现
的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及认知神经基础研究进行回
顾，以期为实验室环境下探讨宽恕心理过程提供新
的视角，对宽恕心理的神经机制有个综合的认识。

２

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范式
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范式主要改编于以往的人

际互动任务，包括囚徒困境任务、独裁者任务、网
络掷球任务和泰勒攻击任务。通过任务操作，首先
使个体感受到被冒犯或伤害，然后再观察其对冒犯
者的行为反应，以此作为推断其宽恕或不宽恕的反
应指标。由于改编后的任务并未重新命名，为便于
区分，下面对宽恕心理行为测量范式的介绍仍采用
改编前范式的名称。
２.１ 囚徒困境任务
囚 徒 困 境 任 务 (prisoner's dilemma game) 被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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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于探讨个体的合作行为 ( 刘长江 , 郝芳 , 2014;

致个体心理上的痛苦 (Sleegers, Proulx, & van Beest,

Nowak, 2006)。该任务中，两人均选择合作得到的

2017)，这与人际交往中的冒犯行为诱发了相似的心

收益要大于两人均选择背叛；如果一人选择合作

理感受 (Dorn et al., 2014)。改编后的 Cyberball 任务

另一人选择背叛，选择背叛的一方将得到最高的收

额外增加了一轮掷球互动，在此阶段，受害者可以

益，而选择合作的一方将得到最小的收益。在重复

选择将球传给先前的排斥者（冒犯者），也可以将

的囚徒困境任务中，双方要进行多次的博弈，一方

球传给新的参与者（控制组）。如果受害者将球传

的背叛将招致对方后续的惩罚，因此要想最终收益

给排斥者说明受害者需要克服之前被排斥的痛苦感

的最大化，双方最好的选择是合作 (Rand & Nowak,

受并表现出亲社会化的行为反应，这被认为是对冒

2013)。

犯者宽恕的过程 (Dorn et al., 2014)，可以作为宽恕的

改编后的囚徒困境任务，在任务最初的互动中

行为测量指标。Dorn 等人（2014）最早发现个体经

让被试经历来自对方的背叛，以此作为对被试的冒

历排斥后与被冒犯后具有相同的情绪感受状态，均

犯，同时在任务的中间，被试会收到对方的挑衅性

表现为对冒犯者亲密程度的降低和负性情感的增加；

的消息（“你就这点本事嘛？”），增强被试的被

同时个体宽恕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第一次选择向排斥

冒犯感受，在完成后半部分的任务中被试选择背叛

者传球，同时总的传球数上也较高，说明互动过程

的次数，向对方回复信息的情感色彩，以及金钱分

确实能够反映个体内在的宽恕心理过程。该研究说

配任务中向对方分配的金钱数额被作为宽恕的行为

明改编的 Cyberball 任务能够有效的诱发与宽恕心理

测 量 指 标 (Exline, Baumeister, Bushman, Campbell, &

反应同样的情感反应和外在行为表现，适合被用于

Finkel, 2004; Wallace, Exline, & Baumeister, 2008)。后

宽恕心理反应的研究 (Dorn et al., 2014)。

半段任务中能够观察到受害者对冒犯者会具有怎样

２.３ 独裁者任务

的心理变化过程，如果选择背叛则被推测为反映了

经典的独裁者任务中包含两个参与者，一个为

对冒犯者的惩罚，如果选择合作则反映了对冒犯者

“独裁者”，决定自己与另一名参与者（接受者）

的宽恕。合作被认为是一个亲社会化的过程，可以

如何分配一定数额的金钱或代币，而“接受者”无

被解释为对冒犯者的宽恕过程。Exline 等（2004）

其他选择，只能被动的接纳“独裁者”提出的分配

最 早 采 用 此 范 式 考 察 了 自 恋 权 益 感（narcissistic

方案 (Kahneman & Thaler, 1986)。

entitlement）对宽恕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恋权益

改编后的独裁者任务，首先让被试感到被排斥，

感与个体向对方分配更少的金钱有关，同时伴有更

诱发个体的被冒犯感受，然后独裁者任务中的“接

强的负性情绪。采用同样的范式，研究者探讨了宽

受者”一个是先前排斥受害者的个体，一个是接纳

恕行为是阻碍还是鼓励再次冒犯，结果发现，相对

受害者的个体，观察个体对排斥者和接纳者选择怎

于给予宽恕的受害者，个体更倾向于再次侵犯不宽

样的金钱分配方案 (Will, Crone, & Güroğlu, 2015)。

恕的受害者 (Wallace et al., 2008)。此结果也得到了国

受害者如果给排斥者选择公平的分配方案（如 5/5

内研究的支持，当受害者为熟人时冒犯者得到宽恕

分），被认为是向排斥者表现出亲善行为，符合宽

后倾向于不再伤害对方，当存在报复的可能或冒犯

恕心理的反应过程 (McCullough et al., 2001)，如果选

者为被迫进行侵犯时，无论是否得到宽恕，冒犯者

择利己的分配方案（如 8/2 分），被认为是对排斥

均不再侵犯受害者 ( 张田 , 傅宏 , 薛艳 , 2016)。

者的不宽恕或惩罚。Will 等（2015）采用该范式发现，

２.２ 网络掷球范式

个体的情绪状态在接纳条件下较高，而排斥条件下

经典的 Cyberball 范式被广泛的用于研究人际间

显著下降，完成独裁者任务后恢复到排斥前的水平；

的社会接纳和社会排斥 (Williams & Jarvis, 2006)。任

相对于接纳者，受害者向排斥者选择了更多的利己

务一般包含两个条件：社会接纳条件下，被试与其

的分配方案，相对于中等程度的利己分配方案（如

他两位个体均能得到相等次数的传球；社会排斥条

5/4 分），受害者对排斥者选择了更多的严重利己

件下，被试只在任务最初接到其他两位个体的各一

分配方案（如 8/2 分），同时受害者观点采择水平

次传球，之后再也不会接到他人传球而被排斥在互

与其利己分配方案的比率呈显著负相关。该范式说

动之外。

明个体遭受冒犯后仍能对冒犯者表现出亲善的反应

研究证实在 Cyberball 任务中被排斥或孤立会导

（选择公平的方案），反映了宽恕心理的反应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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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支持 (Will, Crone, van Lier, &

务则是从惩罚与攻击的心理变化过程来解释宽恕。

Güroğlu, 2016)。

可见，虽然各个任务均将其涉及的心理变化过程描

２.４ 泰勒攻击性范式

述为宽恕的心理反应过程，但每一任务反应宽恕心

TAP 被 用 于 实 验 室 环 境 下 诱 发 攻 击 性 行 为

理的潜在过程仍有一定差异。当前，宽恕心理的行

(Taylor, 1967)。该任务中，被试认为其正在与对手

为测量范式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同任务在反映宽恕

一起完成一个反应时的竞争任务，即当某一刺激（如

心理过程上具有哪些差异？各个任务的有效性有多

白点）出现时反应最快的为胜利者，胜利者可以选

大？这些可能的问题均促使未来更多的研究去发明

择不同强度的厌恶刺激来惩罚失败者。

更为有效的操作，使得实验室环境下的宽恕测量更

改编后的 TAP 任务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为被动阶段，被试只能被动的接受惩罚（冒犯性事
件），而无选择惩罚对手的权利；第二个阶段为主

为有效和可靠。

３ 宽恕心理的神经基础

动阶段，被试可以对反应慢的对手施加不同强度的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像事件相关电位

厌恶刺激。Beyens, Yu, Han, Zhang 和 Zhou (2015) 采

（ERP）、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功能磁共

用该范式，在第一个阶段结束后向被试（受害者）

振成像（fMRI）等技术逐渐被用于探讨宽恕心理的

道歉，考察了道歉对受害者给予冒犯者惩罚强度的

认知神经机制。早期有关宽恕心理神经机制的研究

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未道歉的冒犯者，个体对道

多采用宽恕判断或想象宽恕的范式。如 Farrow 等人

歉的冒犯者给予了更低强度的厌恶刺激。研究认为

(2001) 最早采用 fMRI 通过呈现潜在的犯罪情境，考

个体对冒犯者选择厌恶刺激强度的高低反应了其对

察了被试就不同的犯罪事件做宽恕判断时的脑活动

冒犯者不同的宽恕反应倾向，厌恶刺激的强度越低

模式。结果发现，相对于一般控制任务，宽恕判断

对冒犯者的宽恕反应水平越高。

更多的激活了额上回、
眶额叶皮层、
后扣带及楔前叶。

通过对以上四种宽恕行为测量范式的介绍，可

采用同样的范式，研究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个体

以看出实验室环境下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具有一定

作出宽恕判断时与其内侧前额叶和后扣带回的激活

的共同性。均是通过先创设冒犯情境，来诱发受害

有关 (Farrow et al., 2005)。研究者采用 PET 技术考察

者对冒犯者的消极情绪反应。然后，在后续互动任

了个体经历道德冒犯（欺骗）后宽恕判断的神经机

务中，受害者的角色处于主动的位置。如泰勒攻击

制，行为结果发现冒犯者的不诚实和冒犯情境的严

任务中受害者先是处于被动反应后变为对惩罚强度

重程度均显著的降低了个体的宽恕意愿；PET 结果

的主动控制。在此互动中，受害者由于亲社会动机、

发现，个体对不诚实的反应与腹内侧前额叶激活有

归属的需要、和解的渴求与自身的收益等因素表现

关，反映了个体对冒犯者欺骗行为的识别；轻度冒

出对冒犯者消极情绪情感反应的降低，同时可能伴

犯情境与严重冒犯情境相比更多激活了右侧额中回

有积极情绪情感反应的增加。宽恕反应的行为测量

和尾状核，反映了对额叶控制系统的功能需求增加；

任务倾向于将宽恕心理过程等同于对冒犯者不加报

内侧前额叶激活调节不诚实行为与冒犯严重程度的

复。这种倾向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宽恕的心理反应过

共同作用，影响个体对道德冒犯的宽恕判断 (Hayashi

程，这也与以往将宽恕描述为受害者对冒犯者的亲

et al., 2010)。也有研究让被试想象诱发痛苦情绪的

社会化转变的过程的假设一致 (Enright, 1991)。虽

社会情境，然后分别想象宽恕或想象记恨冒犯者。

然不同范式均将具体任务中个体的心理变化过程描

fMRI 结果发现，想象宽恕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积极情

述为宽恕反应的心理过程，但也应看到不同任务分

绪，同时更多的激活了楔前叶、顶下小叶和背外侧

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宽恕心理过程。囚徒困境任

前额叶等与心理理论、共情和认知情感调节相关的

务中的研究者从合作与背叛的角度来探讨宽恕的心

脑区 (Ricciardi et al., 2013)。

理过程，受害者对冒犯者采取背叛反应的次数或金

除宽恕判断或想象宽恕等研究方法以外，近些

钱分配的多少被用于衡量其宽恕水平。改编后的独

年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宽恕行为测量范式，尝试从宽

裁者任务中，对冒犯者选择公平的分配方案作为宽

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角度考察了宽恕心理过程的认知

恕反应的指标。网络掷球任务更多的是从社会接纳

神经机制。Brüne, Juckel 和 Enzi (2013) 采用改编的

与排斥的角度来解释宽恕。而改编后的泰勒攻击任

独裁者任务，通过 fMRI 考察个体对冒犯者给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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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反应时的认知神经基础。结果发现，相对于不宽

et al., 2016; Mitchell, Banaji, & Macrae, 2005)，负责认

恕反应，选择宽恕的个体更多的激活了右侧背外侧

知控制和调节的背外侧前额叶和顶下小叶 (Niendam

前额叶 (Brüne et al., 2013)，这与以往宽恕心理过程

et al., 2012)，以及负责共情反应和心理理论的前扣带

的假设相一致，即个体需要抑制情感上的优势反应

回和颞顶联合区 (Will et al., 2015)。神经影像的结果

（如愤怒，报复）而在认知上选择宽恕 (Will et al.,

支持了以往研究对宽恕心理过程的认识，如宽恕干

2016)，反映了给予宽恕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努力来

预的两个主要理论模型均假设宽恕反应过程包含对

抑制对冒犯者的负性情绪反应。另有研究者采用类

伤害事件的体验、共情反应、知觉对他人的伤害以

似的范式考察了个体经历排斥后给予宽恕反应的神

及克服阻碍宽恕的因素等重要环节 ( 宗培 , 白晋荣 ,

经基础，结果发现，对冒犯者给予宽恕反应的个体

2009; McCullough et al., 2001; McKay, Hill, Freedman,

更多的激活了双侧颞顶联合区、背内侧前额叶、背

& Enright, 2007)。另外，也应看到虽然不同研究均

侧前扣带回和背外侧前额叶等区域，这些区域的激

采用了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指标，但因基于不同的

活被认为与社会认知加工、共情反应能力和认知控

行为任务，所涉及的脑激活区域也有一定差别，即

制功能相关 (Will et al., 2015)。Fatfouta, Meshi, Merkl

尽管不同任务均将个体对冒犯者的心理变化过程解

和 Heekeren（2016）从脑功能连接的角度考察了人

释为宽恕的过程，但反映受害者心理变化过程的具

际关系亲密程度调节宽恕反应的认知神经机制。结

体行为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比如独裁者任务以往主

果发现，与无关他人相比，宽恕亲密他人更多的激

要用于研究公平加工，在探测宽恕行为反应的独裁

活了内侧前额叶，同时内侧前额叶与背侧前扣带回

者任务中也主要激活了参与公平加工的区域，如背

的功能连接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个体对亲密他人的

外侧前额叶，内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 (Fatfouta et al,

宽恕倾向，说明内侧前额叶负责的心理理论能力在

2016; Sanfey, Rilling, Aronson, Nystrom, Cohen, 2003;

宽恕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调节着背侧前扣带

Will et al., 2015)。虽然其他行为测量任务暂无神经影

回对面临冒犯情境时内心情绪冲突的反应 (Fatfouta

像的结果出现，但基于不同的任务形式可以推测其

et al., 2016)。也有研究者采用 ERP 技术和泰勒攻

有可能涉及任务改编前的神经激活模式，这也促使

击性范式考察了个体受到冒犯后，道歉行为对冒

更多的研究来对宽恕心理过程的神经基础进行探讨。

犯者给予宽恕反应的神经电生理机制 (Beyens et al.,

但由于宽恕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同时受多重因素的

2015)。结果发现，与未道歉的冒犯者相比，对道歉

影响，未来对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和神经机制的研

的冒犯者个体具有更多的宽恕反应倾向，同时诱发

究中仍有以下问题需要思考和探讨。

了更大的晚期正成分，该成分的激活被认为与个体
的情感和动机反应有关。

４ 小结与展望

首先，宽恕相关行为测量反映的心理过程易受
任务类型的影响。不同的行为测量任务在冒犯事件
的操纵和宽恕相关的行为测量指标上均存在差异，
不同的实验任务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宽恕相关的心理

综上所述，宽恕的行为测量范式能够在一定程

过程，基于不同实验任务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和

度上揭示宽恕心理的反应过程。此类范式基于特定

可重复性，简单的行为反应能否反映高级的心理过

的任务诱发对个体的冒犯或伤害，然后考察个体宽

程均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的探讨。

恕相关的行为反应，
以此作为宽恕心理反应的指标。

其次，宽恕相关心理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需要

实验过程中被试很难知道实验的目的性，可以说是

进一步探讨。宽恕心理反应加工中激活了负责不同

从内隐的层面揭示了个体受到冒犯后对他人的宽恕

心理功能的脑区，但这仅是从心理推论的角度出发

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我报告宽恕测量

得出的结论，仍需进一步验证不同心理功能如何影

的社会赞许性效应。同时，宽恕心理的行为测量范

响个体宽恕心理反应；同时负责不同心理功能的脑

式也为实验室环境下考察宽恕心理的反应过程及其

区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来影响个体的宽恕给予也

神经机制提供了新的方法，这从宽恕神经基础的研

需进一步的探讨。

究中也得到了支持。此外，宽恕心理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宽恕心理相关的脑神经基础仍不清楚。

的研究发现，宽恕心理过程主要激活了负责社会认

近年来随着多种脑成像技术的发展，使得从个体差

知加工的内侧前额叶、后扣带回和楔前叶 (Fatfouta

异角度探讨大脑结构和静息态功能连接与认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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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未来研究需要
从多个角度去探讨宽恕心理相关的脑功能和脑结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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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Behavioral Measures of Forgiveness and its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Li Haijiang, Lu Jiame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Forgiveness is regarded as a complex phenomenon, and researchers have no consensus on the definition of forgiveness. However, most

researchers agree that forgiveness involves a prosocial change toward the offender which concerning a decrease in negative thoughts, emotion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toward a transgressor,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positive thoughts, emotions,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s toward a
transgressor.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forgivenes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increas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negatively related to neuroticism, depression, and rumination. Forgiveness is also found to be related to physical health. All these factors
make forgiveness become an interesting research subject for psychologists.
In the present article, we reviewed evidences concerning behavioral measures of forgiveness and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forgiveness. We
introduced four behavioral measures paradigm of forgiveness including revised Cyberball task, revised Dictator game, revised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nd revised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The results of behavioral paradigm found that these behavioral measures could elicit the same feeling as
a transgression in laboratory and might be useful to assess forgiveness which was supported b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reported forgiveness
and behavioral response. Imaging studies examining cortical responses to forgiveness have implicated several brain regions, including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entrolateral and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nd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ypically those associated with social cognition, cognitive control, empathy and theory of mi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behavioral measures on forgiveness process. Which aspect of forgiveness is assessed by each of the behavioral measures of forgiveness and
whether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of forgiveness overlap? Whether simple behavioral responses among different measures can reflect and uncover the
mechanism of high psychological process like forgiveness?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forgiveness remains unclear and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How different cortical activations to forgiveness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o facilitate individuals’ forgiveness after experiencing
transgression? How ot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cognitive control influence forgiveness? what’s th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control on forgiveness? Finally, the brain basis associated with forgiveness is still unknow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mode imaging methods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ructural MRI,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brain structural and brain spontaneous activity associations with cognition, emotion and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 Thu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brai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substrate of forgiveness.
Key words forgiveness, offences, behavioral measure, cognitive neural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