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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 个实验探讨情感强度不同正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情感和行为反应的影响。发现：
（1）面对复合正性生活事件 (1 高正 +1 低正 )，
个体会感觉比面对 1 个单独的高正性情感强度事件的正性感受更低，出现平均效应，2 个正性生活事件不如 1 个好；进一步研究发现：
（2）当复合正性生活事件为异类时，出现平均效应；当事件为同类时，出现累加效应；（3）当复合正性生活事件有明显的时间特点时，
个体加工符合峰 - 终定律的解释。
关键词 正性生活事件 情感反应 行为选择 多重加工假说

１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经历各种生活事件，生

活事件也在时时刻刻影响着每个人。生活事件是指
那些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并要求人们对其进行
适应和应对的各种社会生活情境和事件。根据性质
不同可分为正性生活事件和负性生活事件。一般认
为，负性生活事件会使人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损
害人的身心健康；而正性生活事件则能让人产生愉
悦的情绪体验，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如晋升、提
拔及受奖等（陈红敏，赵雷，伍新春，2014; Holmes
& Rahe, 1967）。
目前在学界，由于长期以来心理学更多关注的
是人的各种“心理问题”，采取的是一种“治问题”
的消极心理学研究取向。因此，生活事件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负性生活事件，而对正性生活事件的研究
较少。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当前心理学研究越
来越重视人心理的积极方面，重视积极心理体验对
提升人心理健康和完善人格塑造的重要价值。基于
此理念，研究正性生活事件对个体心理的影响，具
有重要和独特的价值。
在人们的常识中，一般认为正性生活事件越
多，人们的情感体验越好、越积极，人们也愿意经

历更多的正性事件，如打折越多越好。但也有研究
发现了与人们的这种常识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
Seta，Haire 和 Seta（2008）在研究中使用情感强度
不同的正性事件作为实验材料，检验个体的情感和
行为反应，结果发现，与 2 个正性生活事件（1 个
高和 1 个低情感强度）的组合情境相比，个体对单
独 1 个高情感强度正性生活事件会产生更愉快的体
验，也更愿意选择经历后者。因此，当正性生活事
件带来情感强度不同的情绪体验时，“正性生活事
件越多不一定越好”。为什么会出现与我们的常识
和预期不符的结论呢？相关的解释理论主要涉及平
均 / 累加模型、峰 - 终定律和心理账户。
平 均 / 累 加 模 型（averaging/summation model）
认为，人们对生活事件的平均趋势以及累加趋势
都很敏感（Seta, Crisson, Seta, & Wang, 1989; Seta &
Seta, 1992）。当面对两个或多个相似情感强度的正
性生活事件时，容易出现累加效应，是因为这些事
件的平均趋势明显，不需要耗费过多的注意资源，
而是要把大部分的注意资源用于确定事件的总量，
即将一个事件累加到另一个事件上。然而，当面对
情感强度不同的正性生活事件时，如 1 高 +1 低正
性生活事件，平均趋势不明显，因此可能将吸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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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部分的注意力，出现平均效应。此理论解释也

活事件（1 高 +1 低）情感强度应高于 1 高正性生活

适用于实物研究，Seta, Seta, McCormick 和 Gallagher

事件，这与 A/S 模型和峰 - 终定律的假设也是不同的。

（2014）研究发现，用情感和货币衡量的方法分别

在面对不同情感强度的正性生活事件时，个体究竟

对两个正性价值的物品进行评价，比将两个同样的

是如何进行加工和反应的？本研究拟通过系列实验

物品作为一个整体评价更正性。峰 - 终定律（Peak-End

探讨其内在心理机制，并寻求更为合理的解释。

Rule）认为（Kahneman, Diener, & Schwarz, 1999），
个体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取决于两个因素：高峰（无
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与结束时的感受，但这段
经历中各种不同感受的相对数量和持续时间等因素，

２

实验 １

２.１ 研究目的
探讨个体在面对 1 高正性生活事件 +1 低正性生

均不会对这段经历的回忆产生影响。最终的情感体

活事件情境时，个体的情感和行为反应。

验根据“高峰（peak）”和“结束（end）”感受的

２.２ 研究方法

平均值来确定，即：(Peak + End)/2。峰 - 终定律得

２.２.１

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Fredrickson, 2000；Yzer, Vohs,

１８~２２ 岁之间。

Luciana, Cuthbert, & MacDonald, 2011），并且在以正

２.２.２ 实验材料

被试

３６ 名 大 学 生， 男 女 各 半， 年龄在

性体验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研究者让被

从大学生经历的正性生活事件问卷调查中选

试评价别人生活的幸福程度，被试会认为短暂的、

取 10 组材料。让 30 名被试对材料进行情感评定，

结束时非常幸福的生活比持续了几年时间相对好的

以 -10（非常负性）到 +10（非常正性）进行等级评

生 活 更 可 取（Diener，Wirtz, & Oishi，2001）。 同

分，高正性事件评分均在 +6.5 左右，低正性事件评

样，让被试观看一系列情感愉悦程度和持续程度不

分均在 +3.5 左右。配对样本 t 检验 t (29) = 28.10, p <

同的视频，要求被试进行回溯性评价。结果发现，

.001。

被试基本上忽略场景片段的情感持续性，而仅仅依

例：单独 1 高：和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起吃饭

据一个或两个场景时刻就做出评价（Fredrickson &

1 高 +1 低：送某人一个礼物对方很喜欢，并且

Kahneman, 1993）。也有研究发现，短时间经验的

在零售店免费品尝一小块食物

回顾评价较长时间经验的回顾更符合峰 - 终定律（耿

２.２.３ 实验设计

晓 伟， 郑 全 全，2011；Geng, Chen, Lam, & Zheng,

单因素被试内设计。自变量为事件的组成：复

2013）。由此看出，峰 - 终定律认为个体对生活事

合事件 (1 高 +1 低正性事件 ) / 单独事件 (1 高正性事

件的情感和行为反应主要受事件顶峰和结束时情感

件 )。因变量是情感评定和选择。

强度的影响，即使都有平均效应，但事件出现顺序

２.２.４ 实验程序

不同，平均效应结果不同，如 1 高 +1 低正性事件

首先，请被试认真阅读实验材料，让其感受假

和 1 低 +1 高正性事件产生的情感强度应该是不一

如这些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其情感强度如何，并

样的，这与 A/S 模型是不同的，本研究将对此进行

用 0（极低正性）~100（非常正性）的等级对复合

考察。Thaler 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

事件和单独 1 高事件分别评分。最后，要求他们在

对人们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解释。与经济学账户不

两者中选择更愿意经历的生活事件情境。平衡选项

同，心理账户对于事件信息的登记、存储和加工处

和事件出现的顺序。

理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Thaler, 1980, 1985)。因为

２.３ 结果与分析

心理帐户的原因，个体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消费行
为，从而表现出违反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的特点 ( 李

采用 SPSS 16.0 分析被试的情感评定得分和选
择，见表 1：

爱梅 , 2007; 李爱梅 , 郝玫 , 李理 , 凌文辁 , 2012)。心

对单独 1 高事件和复合事件情感评定进行配对

理账户中有一种重要的编码规则：分离收益，即收

样本 t 检验，1 高事件得分显著地高于复合事件，

益一次获得不如多次获得。因此，当个体面对正性

t (35) = 2.31，p < .05，d = .22，说明对复合事件的
加工出现了平均效应。对复合事件呈现顺序 “1 低
+1 高” (68.69 ± 17.90) 和 “1 高 +1 低” (69.17 ±
17.24) 的情感评定分析，t (35) = .25，p = .80，没有

生活事件时，个体会希望好事情分开多次出现，而
不是一次全部出现。如表扬某人最好分开进行，这
样激励的效果会更好。按照这个假设，复合正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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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正性事件在不同组成条件下的情感评定和选择

注：ER= 情感评定得分；SR= 反应选择（个数和百分比）

发现顺序效应，不支持峰 - 终定律。

３.２.１ 被试 ５４ 名大学生，男女各半，年龄在 １８~２３
2

对复合事件和单独事件 1 高的选择进行 χ 检
验。 选 择 单 独 事 件 的 选 项 超 过 了 复 合 事 件，209
2
（N =36）

岁之间。
３.２.２ 实验材料

(59.7%) ：141 (40.3%)，χ
= 13.21，p < .001，
φ = .61，与情感评定结果一致。对复合事件的呈现

感强度，并按照情感强度高低分组，配对样本 t 检

顺序分析，被试对“ 1 低 +1 高 ”（69，48.9%）与

验 t (39) = 32.51，p < .001。然后，匹配出同类和异

“ 1 高 +1 低 ”（72，51.1%）的选择也没有发现顺

类材料各 5 组。再让 18 名被试对复合生活事件是否

序效应，χ

2
（N =36）

= .06，p = .80。

结果表明在面对情感强度不同的正性生活事件
组合情境时，个体的情感和行为反应符合平均效应
的预期。但是否平均效应适用于任何情感强度不同
的正性生活事件的组合情境？按照 A/S 模型的解释
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在生活中还经常会出现“锦上
添花”这些相关联的事件却产生了更强烈的情感反
应。因此，如果属于同类的不同情感强度的正性生
活事件组合，平均效应是否还会出现呢？实验 2 将

属于“同类”进行“是”和“否”评定，同类材料
98.3% 的被试评定为“是”，异类材料 97.6% 被试
评定为“是”。
例：1 高 +1 低：被喜欢的异性关注，并且异性
同学对自己微笑（同类）
1 高 +1 低：与心仪的异性约会，并且捡了两块
钱（异类）
单独 1 高：与心仪的异性约会
３.２.３ 实验设计
2( 事件类别：同类 / 异类 ) ×2（事件组成：复

对此进行探讨。

３

首先，请 40 名被试评定正性生活事件材料的情

合事件 1 高 +1 低 / 单独事件 1 高）被试内设计。因

实验 ２

变量为情感评定和选择。

３.１ 研究目的

３.２.４ 实验程序 同实验 １。

探讨在面对类别不同和情感强度不同的正性生
活事件时，个体的情感和行为反应。

３.３ 结果与分析
记录被试的情感评定得分和选择，采用 SPSS
16.0 分析，见表 2：

３.２ 研究方法

表 ２ 正性事件在不同类别和不同组成条件下的情感评定和选择

注：ER= 情感评定得分；SR= 反应选择（个数和百分比）

对情感评定得分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事件类别主效应显著，F (1, 53) = 11.37，
2
p

p < .01，η = .18，同类事件组得分显著地高于异
类事件组。事件组成主效应显著，F (1, 53) = 9.22，
p < .01，η p2 = .15，单独事件得分显著高于复合事
件。事件组成与事件类别交互作用显著，F (1, 53) =
23.55，p < .001，η p2 = . 3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当复合事件为异类时，其情感评定得分显著低于单
独事件 1 高，t (53) = -6.05，p < .001，d = .48，出现
平均效应。当复合事件同类时，单独事件 1 高与复
合事件情感评定得分差异不显著，t (53) = .83，p =
.41，没有出现平均效应。尽管同类复合事件与单独
1 高事件相比没有出现显著的累加效应，但是也没
有出现平均效应，而复合事件（异类）已经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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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效应的出现，在对复合事件（同类）和复合事

多个不同的生活事件。在面对连续发生的异类生活

件（异类）进行比较，发现前者在情感评定得分方

事件，由于认知资源的限制，累加效应是否也会出

面显著高于后者，t (53) = 5.48，p < .001，d = .44，

现？而且，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和持续时间是峰 -

由此可以推测，复合事件（同类）也出现了累加效

终定律发生的主要特征，既然先后次序对本材料不

应，只不过在正性生活事件中这种累加效应不太明

适用，
那么时间特点是否会对它们的加工产生影响？

显。根据心理账户的理论，个体对获得不如损失敏

实验 3 将对此进行考察。

感，如获得 100 元与失去 100 元相比，损失的情感
体验更强烈（李爱梅，凌文辁，2004）。对复合事
件的呈现顺序“1 高 +1 低（70.31 ± 14.41）”和“1

４

实验 ３

４.１ 研究目的

低 +1 高（69.25 ± 12.85）”的情感评定分析，也没

探讨在面对情感强度不同的复合异类正性生活

有发现顺序效应，t (53) = 1.04，p = .26，不支持峰 -

事件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对个体的情感和选择的影

终定律。

响。

对不同组成和类别条件下的选择进行 2×2 的列
联表分析，χ 2（N =54）= 17.58，p < .001，φ = .57，结

４.２ 研究方法

果表明，事件组成和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继续分

岁之间。

析发现：当复合事件是异类时，被试更多地选择经

４.２.２ 实验材料

历单独 1 高事件，结果是 172 (63.7%)：98 (36.3%)，
χ 2（N =54） = 20.3，p < .001，φ = .61，说明被试更愿意
经历正性情感强度较高的单独 1 高事件，与情感评
定结果一致。当复合事件是同类时，被试选择愿意
经历单独 1 高的选择与复合事件没有显著差异，结
果 是 122 (45.7%)：145 (54.3%)，χ

2
（N =54）

= 1.98，p

= .16，与情感评定结果也一致。对“1 高 +1 低”
（116，
52.7%）与“1 低 +1 高”（104，47.3%）的选择进
行分析，复合事件的呈现顺序没有显著差异，χ

2
（N =54）

= .65，p = .42，没有出现顺序效应。
本实验表明，事件类别会影响个体对复合正性

４.２.１ 被试 ５４ 名大学生，男女各半，年龄在 １８~２２

同实验 2 异类材料。5 组是连续发生的复合事件，
5 组是不连续发生的复合事件。例：
1 高 +1 低：刚与心仪的异性约会，又捡了两块
钱（连续发生）
1 高 +1 低：与心仪的异性约会，并且在超市捡
到两块钱（不连续发生）
单独 1 高：被喜欢的异性赞赏
４.２.３ 实验设计
2( 发生时间：连续 / 不连续 ) ×2（事件组成：
复合事件 1 高 +1 低 / 单独事件 1 高）被试内设计。
因变量为情感评定和选择。

生活事件的加工，同类复合事件出现累加效应，异

４.２.４ 实验程序 同实验 １。

类复合事件出现平均效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４.３ 结果与分析

生活事件往往并非单独出现，人们常常会连续经历
表３

记录被试的情感评定得分和选择，采用 SPSS

正性事件在不同组成和不同时间条件下的情感评定和选择

注：ER= 情感评定得分；SR= 反应选择（个数和百分比）

16.0 分析，见表 3：

显著高于复合事件。发生时间与事件组成交互作用

对情感评定得分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事件发生时间主效应边缘显著，F (1,53)
2
p

不显著，F (1,53) = 2.40，p = .13。事件组成主效应显
著，
说明无论复合事件是连续发生还是不连续发生，

= 3.88，p = .05，η = .07，不连续发生事件得分

复合事件的情感评定得分均显著低于单独1高事件，

显著高于连续发生事件。事件组成主效应显著，

表现出平均效应。

F (1,53) = 21.92，p < .001，η

2
p

= .29，单独事件得分

分别对连续发生和不连续发生条件下的顺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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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当复合事件不连续发生时，

是当事件之间的情感差异明显时，复合事件（1 高

“1 高 +1 低” (76.83 ± 13.24) 和“1 低 +1 高”（76.71

正 +1 低正）的总情感强度非常明显，而平均水平

± 10.15）的情感评定得分没有发生顺序效应，t (53)

却不明显，吸引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事件的平均

= .08，p = .94；而当复合事件连续发生时，“1 低

水平上，所以对不同情感强度的生活事件进行加工

+1 高”
（77.47 ± 11.28）显著高于“1 高 +1 低”
（74.89

时，个体关注的是事件的平均趋势。

± 13.54）的情感评定得分，t (53) = 2.16，p < .05，d

实验 2 结果不能用 A/S 模型做出合理的解释，

= .21，出现了顺序效应。说明，当复合事件有明显

A/S 模型认为复合生活事件情感强度显著不同，就

的时间发生顺序时，个体对生活事件的加工会受事

会出现平均效应。而实验 2 结果表明，复合正性事

件发生顺序的影响，符合峰 - 终定律。

件为异类时出现了平均效应，而在同类时没有出

对单独事件和复合事件不同发生时间下的选
2

现，这与 A/S 模型的预测不符。我们尝试用心理

择分别进行 χ 分析。当复合事件不连续发生时，

账户的理论进行解释：人们会无意识地把不同的资

被试选择单独 1 高的选项超过了复合事件，结果

源归入有不同的记帐方式和心理运算法则的心理账

2
（N =54）

是 164 (60.7%)：106 (39.3%)，χ
= 12.46，p <
.001，φ = .48，与情感评定结果一致。当复合事件连

户。因此，我们推测，对于不同来源的生活事件也

续发生时，被试选择单独事件的选项也超过了复合

则 (Thaler, 1980,1985)。具体表现为：由于同类的生

2
（N =54）

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心理账户，表现出不同的运算法

事件，结果是 149 (55.2%)：121 (44.8%)，χ
=
2.90，p = .08，φ = .23，达到边缘显著，与情感评定

活事件来源基本相同，因此个体更倾向于把它们放

结果一致。对复合事件的呈现顺序分析，被试对“1

于不同来源（异类）的生活事件，个体倾向于将它

低 +1 高”（112，49.8%）与“1 高 +1 低”（113，

们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
因为不在同一心理账户，

50.2%）的选择没有显著差异，χ

2
（N =54）

= .004，p =

.95，没有出现顺序效应。

在同一心理账户加工，导致情感感受性增加；而对

事件的情感强度不方便累加，同时，另一心理账户
中生活事件也会吸引个体的注意力，从而导致个体

结果表明，复合事件的时间发生特点会影响个

的情感感受性下降，表现出平均效应。虽然同类正

体的反应，当事件连续发生时，事件的出现顺序不

性复合生活事件没有发现显著地高于单独 1 高正性

同结果不同，表现为“1 高 +1 低”事件的情感强度

事件，而在负性生活事件研究中却发现了显著的累

低于“1 低 +1 高”事件，符合峰 - 终定律。而当复

加（陈红敏，赵雷，伍新春，2016），可能的原因

合事件不连续发生时，即没有明显的时间特点时，

是：心理账户发现，人们有损失规避的倾向，也就

情感反应不受事件出现顺序的影响，不受峰 - 终定

是人们对同等数量的损失比获得更加敏感。例如丢

律的制约。这表明，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不是峰 -

掉 100 元带来的痛苦比捡到 100 元的愉悦感更强烈

终定律的关键特征，时间特点才是。

（李爱梅 , 凌文辁，2004)）。另外，实验 2 没有发

５

讨论

现顺序效应，说明峰 - 终定律在此条件下不适用。
基于时间特点是生活事件发生的现实又必要的

本研究针对情感强度不同生活事件的组合情境

条件，实验 3 进一步考察事件发生的时间对情感强

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情感强度不同正性生活事件

度不同正性事件的加工是否有影响。结果表明，无

的加工可能是一种多重加工的特点，加工的结果可

论是连续发生还是不连续发生的事件，复合事件的

能会产生情感上的累加，也可能是平均，基于事件

加工都表现出了平均效应（因为都是异类材料）。

特点的不同加工方式不同。

在对有时间特点的事件分析时发现了顺序效应，

根据前人的研究范式，实验 1 采用“1 高 +1 低”

结果支持峰 - 终定律：1 高 +1 低的情感强度低于 1

和“单独 1 高”的事件情境作为材料，考察个体的

低 +1 高的情感强度，符合峰 - 终定律情感强度 =

情感反应和选择。结果发现，在情感反应和选择的

（Peak+End）/2 的假说。而在没有时间特点的事件

指标上个体都表现出平均效应，
没有发现顺序效应。

中没有发现顺序效应。说明，在不同的时间条件下

结果符合 A/S 模型关于平均效应的解释——平均效

个体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也说明了时间特点是峰 -

应不受事件出现顺序的影响，不支持峰 - 终定律的

终定律的关键特征。

假设。之所以复合事件出现平均效应，可能的原因

综合分析来看，个体对不同情感强度正性生活

陈红敏等 ： 不同情感强度正性生活事件的情感和行为反应：多模型的检验和整合

事件的加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事件的特
点表现出不同的加工特点。实验 1 结果表明，当复
合生活事件情感强度不同时，表现出平均效应，与
A/S 模型的假设是一致的；实验 2 进一步研究发现，
只有当复合生活事件是异类时，
才会出现平均效应，
而同类事件却表现出累加效应，这可能与心理账户
和注意资源分配有关；实验 3 更进一步将异类材料
加入时间发生特点，发现只有连续发生的异类生活
事件的加工才表现出峰 - 终定律的特点，说明事件
发生的时间特点才是影响峰 - 终定律出现的关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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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一加工方式，而是根据生活事件的不同特点（强

65(1), 45-55.

度、类别、发生时间等）采用不用的加工方式，表
现出多重加工的特点。该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人们
准确把握生活事件加工的特点和规律，而且为未来
研究全面揭示生活事件加工的心理机制奠定了良好

Geng, X. W., Chen, Z. G., Lam, W., & Zheng, Q. Q. (2013). Hedonic evaluation
over short and long retention intervals: The mechanism of the peak-end rule.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6(3), 22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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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Kahneman, D., Diener, E., & Schwarz, N. P. (1999). Well-being: The foundations

６

Seta, C. E., & Seta, J. J. (1992). Increments and decrements in mean arterial

of hedonic psychology .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ublications.

结论

pressure as a function of audience composition: An averaging and summation

本研究考察了正性生活事件情感强度不同时，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8(2), 173-181.

个体的情感评定和选择。发现：（1）异类的正性生

Seta, J. J., Crisson, J. E., Seta, C. E., & Wang, M. A. (1989). Task performance and

活事件组合情境，个体反应表现为平均效应；同类

perceptions of anxiety: Averaging and summation in an evaluative setting.

的正性生活事件组合情境，累加效应会出现，但弱
于绝对值相同的负性情感强度生活事件的累加效应；
（2）对有时间特点的正性生活事件组合情境，加工
受峰 - 终定律的影响。结论：在加工正性生活事件时，
个体会根据生活事件的特点不同表现出判别式多重
加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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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sitive life events are beneficial for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more positive events are better. But
studies have inconsistent conclusions: More positive events were worse when these events had different affective intensities (Seta, Haire, & Seta,
2008).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rough a series of exercises it discusses how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affect individual process, and try to reveal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and rule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on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applied 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 from Seta, Haire, & Seta (2008),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ositive
life events. 144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ree experiments. First of all, the 10 groups of experimental materials were se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positive life events. Subjects rated the positive life events from - 10 (very negative) to + 10 (very
positive), the high positive event was rated at + 6.5 or so, low positive event was rated at + 3.5 or so. Then, in the normal experime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hat the experimenter was interested in their reactions to different events (one highly positive event condition and a mixed condition that
contained two events—a highly positive and a mildly positive one). They were then given materials that contained the experimental manipulations. In
the mixed condition, the order of the positive stimuli was counterbalanced using a Latin-Square design. After reading the informa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how positive thinking about the event(s) made them feel on a 101-point scale where 0 represented ‘‘not at all’’ and 100 represented ‘‘extremely
positive’’. Finally,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two events which one prefers to experience in life.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processing of different positive life events is a discriminant model of processing in general. Experiment 1 found
that participants had a more intense positive affective reaction when they were exposed to a highly positive life experience rather than exposed to
two positive events (a highly positive and a mildly positive life event), which supports an averaging effec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order effects.
Experiment 2 found that when positive life events with mixed conditions had different affection intensities, these events were different types. The
processing of life events yielded the averaging effect; while these life events belong to the same type, the summation effect will appear. Experiment 3
found that the processing conformed to the hypothesis of the peak-end rule if these events of mixed condition had obvious temporal sequen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ain by the multiple-processing hypothesis of life events in which
individuals’ processing may be averaging or summ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ttribution of positive life events.
Key words positive life events, affective reactions, behavior selection, multiple-processing hypothe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