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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考察蒙古族和汉族大学生的自我构念特点，并在文化启动下探查自我构念启动对知觉加工的影响。研究发现：（1）

内蒙古蒙古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的自我构念表现为互依型倾向，更倾向整体优势知觉加工，蒙古国古大学生表现出独立型倾向，
更倾向于局部优势知觉加工。（2）文化启动条件下，自我构念的即时变化影响知觉的加工，独立性自我构念启动下显示出局部加
工优先，互依自我构念启动下显示出整体加工优先。该结果提示，不同文化语景的内蒙古和蒙古国的蒙古族个体的自我构念有着
差别，文化的嵌入性可促使个体获得主流文化的自我构念，并对知觉过程有影响作用。
关键词 自我构念 知觉 蒙古族和汉族 文化启动

１

引言
人类的认知与物理刺激有着密切的关系，而

文 化 的 差 异 也 会 造 成 人 们 的 认 知 不 同。Abel 等
（1949）对罗夏测验的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倾向于
将墨迹知觉为一个整体模式，而美国被试倾向于注
视墨迹的细节部分。还有研究显示，人类的感知觉
可能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如对 Navon 整体 - 局部
字母判断任务的后续研究显示其结果可能受文化
的影响（Kühnen & Oyserman, 2002; Lin, Lin, & Han,
2008）。
围绕典型的东方（East Asian）和西方（West）
文化的比较发现，由于东方农耕文化 - 西方畜牧生
态文化的不同，使东西方文化下个体的自我构念有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Peng & Nisbett, 1999;
Talhelm et al., 2014）。农耕文化个体更倾向互依型
自我构念；而畜牧文化个体则更倾向于独立型自我
构念（Han & Ma, 2015）。进一步研究发现，自我
构念的两种类型并非是相互排斥、相互独立的存在，
任何个体都同时拥有独立型和互依型自我构念，只
是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环境影响而在个体身上的表现
程度不同（Singelis, 1994）。
文化心理学家指出，文化与自我构念存在着密
切的关系，文化可通过影响自我构念的形成、结构、

功能，而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情绪及行为（Markus &
Kitayama, 1991）。有关独立型自我构念与互依型自我
构念的对比研究在众多领域中都有所涉及，如自我认
知（Kim, Grimm, & Markman, 2007）、社会比较（Cheng
& Lam, 2007）、人际交往（Lalwani & Shavitt, 2009）、
自 我 调 控（Zhang & Mittal, 2007）、 自 尊（Singelis,
Bond, Sharkey, & Lai, 1999）等。在有关自我构念对知觉
加工影响的研究中，Kühnen 和 Oyserman（2002）采用
Navon 字母判断任务，发现在独立自我构念启动下，
被试忽视物体的背景信息加工，在局部知觉任务中表
现更好；而互依自我构念启动时，被试则会自动加工
背景信息，在整体知觉任务中表现更好。Lin 和 Han
（2009）研究发现，互依型个体其知觉广度更广阔，
而独立型个体其知觉广度相对狭窄，提示自我构念的
差异会对背景信息的加工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引起个
体知觉广度的变化。
关于个体自我构念对认知加工影响的研究，
多数以典型的东西方文化比较为例证（Kitayama &
Uskul, 2011），对其它文化个体的对比研究较少。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碰触
机会越来越多，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日益加深，人
们正处于一种不同文化间融合的环境中，那么这种
变化是否会对个体的自我构念产生影响，进而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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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认知、
情绪等方面也构成影响还需研究再验证。

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68、.75 和 .71；互依型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体也普遍存在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74、.62 和 .67，

着文化交融的现象，蒙古族是其中代表之一。历史

三种语言版本量表的文化等值性为弱等值性，符合

上蒙古族受游牧文明的影响较深，其民族的分布包

测量学要求。

括中国内蒙古、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区域。但目前由

２.３ 研究结果

于历史文化的原因，
中国内蒙古蒙古族
（简称
“内蒙”
）

对各族被试在不同分量表上的得分，进行配对

呈现为传统游牧文化和东方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特

样本 t 检验显示：汉族、内蒙被试独立维度分值（4.79

点；而蒙古国的蒙古族（简称“外蒙”）个体却保

± 0.54、4.83 ± 0.44）均极其显著的小于互依维度

持了较多的传统游牧文化，这就形成了蒙古国和内

分值（5.32 ± 0.48、5.23 ± 0.49），对于汉族被试

蒙古两种有别的文化环境差异。已有的东西方文化

t (1,89) = -10.30，p < .001，d = 1.12，对于蒙古族被
试 t (1,89) = -7.12，p < .001，d = .84，表明汉族、内
蒙被试更倾向于互依自我构念；而蒙古国被试独立
维度的分值（5.33 ± 0.61）大于互依维度分值（5.03
± 0.51），t (1, 85) = 4.33， p < .001，d = .58，说明
蒙古国被试更倾向于独立自我构念。
以被试类型（汉族、内蒙、外蒙）为自变量，
对量表上各维度得分均值进行方差分析显示：汉
族、内蒙和外蒙三组自我构念在独立维度、互依维
度都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其中独立维度 F (2,262) =
24.19，p < .01，η 2 = .21、互依维度 F (2, 262) = 6.83，
p < .01，η 2 = .10。事后检验表明：蒙古国蒙古族大
学比其它组被试更倾向于独立型自我构念，而汉族
和内蒙古蒙古族大学生比蒙古国被试更倾向于互依
性型自我构念。蒙汉大学生自我构念不同，那么在
知觉加工是否存在差异？

的研究结论可否适用于同源文化下两种文化环境有
所区别的样例仍需验证。内蒙古蒙古族在生产生活
中长期与汉族接触，内蒙古的蒙古文化不可避免的
与汉族文化发生了交融，文化交融对内蒙古蒙古族
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也有待回答。本研究首
次以内蒙和蒙古国的蒙古族为研究对象，对不同个
体的自我构念和知觉过程进行比较，并通过文化启
动范式探讨了自我构念变化时知觉加工的特点，旨
在验证文化、自我构念关系及其影响认知过程的动
态模式是否具有文化的普遍性或特异性。

２

实验 １ 蒙汉大学生自我构念的特点

２.１ 目的
用 Singelis（1994）自我构念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SCS）的修订版测量汉族和蒙古族大学生的
自我构念特点。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被试
汉族、内蒙蒙古族大学生和外蒙留学生，分别
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汉族大学生 90 份，内蒙大

３ 实验 ２ 蒙汉大学生整体 － 局部任务知觉
加工差异
３.１ 目的
采用 Navon 整体 - 局部字母判断任务，对比汉

学生 90 份，蒙古国留学生 85 份，问卷有效率大于

蒙大学生在知觉加工中的差异。

75%。被试年龄在 17~25 岁之间。内蒙蒙古族大学

３.２ 方法

生蒙古语听说读写均熟练，约 80% 的学生在蒙古语

３.２.１ 被试

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约 85% 的学生来自于牧区，

汉族大学生 50 人（男 22 人，女 28 人），内蒙

约 60% 的学生大学中主要的教学语言为汉语，生

蒙古族大学生 50 人（男 24 人，女 26 人），蒙古国

活语言蒙古语和汉语对半。蒙古国留学生来华时间

留学生 42 人（男 22 人，女 20 人），被试年龄在

3~4 年，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主要的日

18-26 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未曾

常语言为蒙古语。

参加过类似实验。蒙古族被试选取的总体与实验一

２.２.２ 研究工具

相同。

采用中文修订版自我构念量表，分别翻译为内

３.２.２ 实验设计

蒙和蒙古国两种蒙古语版本并进行修订。修订后的

采用 3( 被试类型：汉族、内蒙、外蒙 ) × 2( 目

中文、内蒙和蒙古国三种语言版本量表的总克隆巴

标字母：整体、局部 ) 两因素混合设计，其中被试

赫 α 系数分别为 .81、.79 和 .79；独立型分量表的

类型为被试间变量，目标字母为被试内变量。因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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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加工特点

量指标为反应时。
３.２.３ 实验材料
由局部字母组成的整体字母，分别为 H、S、
A、E。整体字母的大小为视角宽 3.2˚× 长 5.4˚，局
部字母的大小为视角 0.57˚×0.79˚。局部字母之间相
邻的距离为视角 0.36˚，组成每个局部字母的线条宽
度约为视角 0.06˚。呈现的字母刺激为黑色（0.10 cd/
m2），呈现的背景为灰色（44.0 cd/m2）
（Navon,1977）。
H 和 S 为目标字母，A 和 E 为干扰字母。每一个刺
激都包含一个目标字母（整体字母 , 局部字母），
共 8 个刺激图形，两个目标字母不会同时出现在一
个刺激中。
３.２.４

４.１ 目的
运用文化启动范式，启动蒙汉被试的不同自我
构念，考察自我构念的变化是否引起知觉加工的改
变。
４.２ 研究方法
４.２.１ 被试选取
选取汉族大学生 30 人（男 14 人，女 16 人），
内蒙蒙古族大学生 30 人（男 15 人，女 15 人），外
蒙留学生 30 人（男 16 人，女 14 人），被试年龄在
17~25 岁之间，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未
曾参加过类似实验。蒙古族被试选取的总体与实验

实验程序

被试距离电脑屏幕约 80cm，首先在屏幕中央
呈现 1000ms “+”，接着呈现一个刺激字母，要
求被试判断所呈现的字母是 S 还是 H，要求被试
在 900ms 内又快又准的做出反应，如果被试未能
及时做出反应则被视为反应错误。正式实验 84 个
trials。

一相同。
４.２.２ 实验设计
采用 3( 被试类型：汉族、内蒙、蒙古国 )×2( 启
动类型：独立、互依 )×2( 目标字母：整体、局部 )
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因变量指标为反应时。
４.２.３ 实验材料
（1）文化启动材料：阅读材料“乡下旅行”

３.３ 研究结果
各处理下的平均正确率均在 95% 以上，不存
在速度—正确率权衡效应。剔除在平均数三个标
准差之外的反应时和误反应的数据（占全部数据
的 3.8%）。对反应时两因素方差分析得，被试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 F (2, 139) = .04，p > .05）；字母
任务的主效应不显著，F (1, 140) = .40， p > .05；被
试类型与字母任务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 (1,140)
= 24.66，p < .001，η 2 = 0.21。 简 单 效 应 分 析 得：
汉族被试的整体字母任务的反应时（566 ± 55ms）
显著快于局部字母任务（592 ± 52ms），F (1, 140)
= 15.54，p < .001，η 2 = .45；内蒙被试整体字母的
反应时（570 ± 65ms）显著快于局部字母（588 ±
58ms），F (1, 140) = 8.20，p < .01，η 2 = .19；而外
蒙被试局部字母反应时（598 ± 50ms）显著快于整
体字母任务（561 ± 62ms），F (1, 140) = 27.4，p <
.001，η 2 = .60。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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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r, Gabriel, & Lee, 1999），并进行圈代词任务。
（2）整体 - 局部字母材料：同实验 2。
４.２.４ 实验程序
将各族被试随机分为等分成两组，分别接受独
立自我构念启动和互依自我构念启动。然后进行整
体 - 局部字母判断任务。
４.３ 研究结果
各处理的正确率都大于 94.7%，不存在速度—
正确率权衡效应。剔除平均数在三个标准差之外和
错误反应的反应时数据（占全部数据的 3.1%），汉、
内蒙和蒙古国大学生在两种启动条件下整体和局部
字母任务上的平均反应时，见表 4-1。
反 应 时 的 三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启 动
类型与字母任务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F (1, 33) =
125.31，p < .001，η 2 = .99, 说明被试在两种启动条
件下对不同字母任务 ( 整体、局部 ) 的反应时存在
差异。其他的交互作用和主效应均不显著。

实验 ３ 自我构念启动下蒙汉大学生的知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独立自我构念启动下，被

表 ４－１ 不同启动条件下各族群被试整体 － 局部任务反应时 （Ｍ ±Ｓ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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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在局部字母任务的反应时显著快于整体字母任务，
2

F (2, 33) = 108.93，p < .001，η = .99；而在互依启
动条件下，被试在整体字母上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局
部字母任务，F (2, 33) = 79.56，p < .001，η 2 = .82。

５

讨论

５.１ 从生态视野认识蒙汉大学生的自我构念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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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方的小麦种植区和南方的水稻种植区的自我构
念也有区别，相对于中国南方的水稻种植区，北方
小麦种植区的个体自我构念更加独立。本研究的内
蒙古蒙古族样例正好支持了 T.Talhelm 所表述的“种
植业 - 畜牧业差异产生东西方人心理特点差异还有
待完善”的观点。
５.２ 文化启动下自我构念对知觉的影响

自我是心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而文化与自我

有研究指出，不同文化下的自我构念差异会

的研究又受到心理学的关注。从生态视野的角度来

导 致 个 体 认 知 风 格 上 的 差 异（ Kitayama, Duffy,

看，不同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生存环境、生产生

Kawamura & Larsen, 2003; Nisbett & Miyamoto,

活方式、语言使用等方面。有研究表明，农耕生产

2005）。虽然 Navon（1977）证明，人类在整体 -

中的固定居住性和高强度劳动使人的自我构念以互

局部字母任务中，具有整体优先性，但是 Kühnen

依型为主，而畜牧生产中的独立性和流动性使人的

和 Oyserman（2002）和 Lin 等（2008）研究发现，

自我构念以独立型为主（Uskul, Kitayama, & Nisbett,

被试在 Navon 字母判断任务时，是否表现出整体

2008）。游牧文化和畜牧生产一样具有独立性和流

优先性，与被试的文化背景有关。实验 2 的结果也

动性，这种文化环境会造就个体倾向于独立型自我

表明了不同文化个体在知觉方面存在区别，汉族和

构念。实验 1 结果显示出汉族和蒙古国大学生符合

内蒙古蒙古族大学生表现为整体优先性，而蒙古国

已有的假设，即表现为与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

被试则为局部优先性。本研究结果验证了民众理论

一致的自我构念特点。但处于蒙古游牧文化下的内

（lay theory），该理论认为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人们

蒙大学生更倾向于互依型的自我构念。从现实角度

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不同的认知模式（Peng &

分析，
内蒙蒙古族除了受传统游牧文化的影响以外，

Nisbett,1999）。

还与汉族个体交往日益密切，从而受到农耕文化的

综合实验 1 和 2 的结果，提示蒙古族和汉族

影响，使得内蒙蒙古族除具有畜牧文化的烙印外，

大学的自我构念和整体 - 局部判断任务的反应有联

还融合了汉文化的印迹，这可能造成自我构念以互

系。Konrath, Bushman 和 Grove （2009）研究表明 ,

依性为主的原因。这一结论不但再证实了文化环境

自我构念与认知风格之间存在着对应的联系。来自

对自我构念的重要影响作用，而且还证明随着文化

双文化者的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的线索能够激活个

间融合，自我构念会表现出相应的动态适应改变，

体不同的自我构念，从而使其暂时表现出相应的思

文化环境的宏观变化可能通过自我为指标而显现出

维特点和行为方式（赵志裕 , 康萤仪，2011）。不

来。

同类型的认知风格测验也证明，互依型自我构念启

Kitayama 和 Uskul（2011） 认 为， 除 了 传 统 的

动时在认知活动中更多的表现为场依存型特点 , 而

东西方比较研究，还应该注重同源文化下不同文化

独立型自我构念启动时则更多的表现为场独立型

语境的对比研究。内蒙的蒙古文化和蒙古国的蒙古

（Kühnen & Oyserman, 2002）。这些研究说明文化

文化虽同为蒙古游牧文化下的个体，但实验 1 的结

情景会使自我构念发生动态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可

果说明所处的文化语境不同，个体的文化心理特点

能与自我既是一系列依赖背景的自传记忆和语义信

也 可 能 不 同。Hong, Morris, Chiu 和 Benet-Martínez

息，也是一个有执行功能的认知结构，能组织信息

（2000）认为个体可以接受多种文化知识影响，从

加工有关。

而建构出多种文化知识的框架。在个体层面上讲，

实验 3 的文化启动结果表明，不同的自我构念

同一个体的多种文化框架可以并存，并且能够在适

确实可引起整体 - 局部判断任务的变化，独立自我

当的文化情境下，发生“文化动态建构”，即内蒙

构念文化启动下，表现为局部占优势的知觉加工特

的蒙古族大学为了适应文化交融的影响，自我构念

点；而互依自我构念启动情境下，表现为整体占优

会表现出“文化框架的转换”，从而使其自我构念

势的知觉加工特点，这与 Lin 等（2008）的结果相似。

出现顺应性变化，形成了互依型自我构念。Talhelm

Lin 和 Han（2009）认为不同自我构念的条件下个体

等（2014）发现，中国人虽然同为东方集体主义文化，

对背景信息的加工策略有所不同，使得个体在整体 -

七十三等 ： 蒙、汉大学生的自我构念对知觉加工的影响

局部任务中的表现不同。结合实验 3 的结果，表明
自我构念在“文化 - 自我 - 认知”三者关系中可能
是一个关键中介变量（Gardner et al.,1999）。由于自
我构念本身是一种高度可及的认知结构，因此个体
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的自我构念可及时引导自
身认知风格、理解自己的经验和指导行为，即文化
语境变化下建构的自我构念差异可带来个体不同的
认知变化。
近来，
来自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显示，
个体的自我构念会受到不同的文化情境影响而发生
暂时性的转变，进而能激活不同的脑区，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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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ühnen, U., & Oyserman, D. (2002). Thinking about the self influences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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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决策和行为（Chiao et al., 2010; Lewis, Goto &

Lalwani, A. K., & Shavitt, S. (2009). The “me” I claim to be: Cultural self-

Kong, 2008），也就是说个体为了更好的适应不断

construal elicits self-presentational goal pursui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变化的文化环境，会以自我作为调节途径，进而来
调控认知加工过程。
本研究表明，文化生态环境的差异会造成个体
自我构念不同，从而在知觉加工上存在区别，自我
构念在文化启动下会调节知觉加工过程，自我可能
是文化影响认知的中介因素。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
对处于文化融合环境中群体开展研究，能更清晰和
透彻的理解文化对人们心理过程与行为的影响作用，
也能更有效的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
可为中国多元文化生活中人的心理和本土民族心理

Social Psychology, 97(1), 88-102.
Lewis, R. S., Goto, S. G., & Kong, L. L. (2008). Culture and context: East Asian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differences in P3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nd self-constru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5), 623634.
Lin, Z. C., Lin, Y., & Han, S. H. (2008). 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visual
activity underlying global/local perception. Biological Psychology, 77(1), 9397.
Lin, Z. C., & Han, S. H. (2009). Self-construal priming modulates the scope of
visual atten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2(4),
802-813.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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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construal has been a core topic of psycholog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n self-construal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In addition to the stud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elf-construal, the researcher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keen to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strual and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re is a typical cultural difference
in self-construal which can also influence individual’s perceptual features.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ed on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European-American individuals and East Asian individuals, while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other ethnic groups is scarce.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Mongolians as participant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uses the self-construal scale (SCS) to investigate the features of
Mongolian and the H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rough behavioral experiment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an
and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on their perception, and then through the cultural priming paradigm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It has done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 cultural cognition and one’s self- cognition (percep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the H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The
Han and Inner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was more interdependent than independent. The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was more independent than interdependent. And th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ngolian and the Han college students’ self-construal l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ception. In the Navon’s letter discrimination task, the Han and the Inner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were faster at the global
level than at the local level, while the Outer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were faster at the local level than at the global level. Last but not least, the
cultural priming study showed that the all participants performed better at the local level than at the global level in the letter discrimination task under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priming, while under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priming, the participants performed better at the global level than at the
local level in the letter discrimination task.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 Inner Mongolian and the Han college students are prone to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and Outer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are prone to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have an impact on selfconstrual. Furthermore, the behavioral studies showed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self-construal had an effect on individuals’ perceptual cognition. The Han
and Inner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held a global cognition, while the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held a local cognition. The last in the condition of
cultural priming was that the immediate changes of self-construal led to changes in perceptual processing, indicating that the changes in the perception
were caused by the changes of self-construal under the cultural priming condition. Generally, the academic framework of culture- self- cognition
(perception) was suitable for the Mongolian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elf-construal, perception,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cultural pri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