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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研究采用外部情感西蒙任务（EAST），以 36 名大学生为被试对自我词及亲人、熟人、陌生人三种人际关系词与积极

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关系进行探究，从而检验个体对自我和不同人际关系对象的情感是否存在差序格局的表现形式。结果显示，在
EAST 中，对自我词和亲人词作积极反应比作消极反应时间更短；对陌生人词作消极反应比作积极反应时间更短；对熟人词作积极
反应和消极反应的时间差异不明显。并且，自我词的 EAST 效应值最大，接着依次是亲人词和熟人词；陌生人词的 EAST 效应值为
负值。表明了在个体的认知图式中，对自我、亲人持有积极的情感，而对陌生人持有消极的情感，对熟人情感偏向不明显；且不
同人际关系在情感的联结强度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的形式。
关键词 人际情感 差序格局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外部情感西蒙任务（EAST）

１ 引言
１.１

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情感
人际关系在心理学中通常定义为个体与他人之

间的心理距离和行为倾向（杨宜音，1995）。人际
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很具有价值的主题，中国文化是
典型的关系文化，了解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有助
于我们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恰当地做事，避免一些
不准确社会判断和不必要的误会冲突。
费孝通（1985）提出了一个差序格局的概念，
他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
离中心自我越远关系也越疏远，情感依附也越弱，
如同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引发的一圈圈向外推的波
纹。在这里，人际关系情感相当于离圈子中心所处
的“差序格局 ”的位置，差序格局的本质是人际关
系的情感差异。对于差序格局的研究，目前为止还
主要停留在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经验分析的探讨
中，从心理学实证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
在已往的研究中，对人际关系的分类可以划分
为处于内圈的亲人、熟人与处于外圈的陌生人（杨
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8）。在对差序格局的
人际关系情感的相关研究中，杨福义、梁宁建和陈
进（2013）的研究验证了自我与积极情感相联系，
而他人与消极情感相联系的现象；张洪、王登峰

和杨烨（2006） 用了 7 个 IAT（内隐联合测验）及
ISO 量 表（The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
考察了家人 、恋人以及好友的情感态度，结果显示
以上关系对象均与积极情感联系紧密；另外，在道
德判断领域也发现将积极道德属性与亲近关系对象
相联系的“亲属偏见”现象（颜志雄，2014）。以
上研究表明了个体对自我及不同关系的人有不同的
情感倾向，但这些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是没有同时
考察由自我—亲密关系—疏远关系这样连续差序格
局的人际关系情感倾向。因此，本研究通内隐情感
西 蒙 任 务（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 EAST） 同
时考察个体对自我和亲人、
熟人、
陌生人的情感倾向，
探究在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被试是否对处于内
圈的亲人、熟人持有积极的情感，并且离自我中心
近的亲人与积极情感的联系强度比熟人大；对处于
外圈的陌生人是否持有消极情感。
１.２ EAST 与人际关系情感
EAST（外部情感西蒙任务）是在传统的 IAT
（内隐联合测验）基础上发展出来用于测量个体内
隐情感态度的方法。它的原理是基于反应时的方法，
通过计算机化的任务来测量两类材料（概念材料与
属性材料）间的自动化联系程度，并依照联系的紧
密性对个体的内隐态度进行测量（晋争，2010）。
EAST 较传统的 IAT 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应用于同

* 本研究得到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穗社规办基金项目（穗社规办 [2013]10 号）和广州市教育规划课题基金项目（2013A001）的资助。
** 通讯作者 : 郭斯萍。E-mail:gsp07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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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多个态度的评价，如 De Houwer（2003）用该

1992）。结果显示，亲人词、熟人词和陌生人词与

方法探讨自己的名字、他人的名字、花、昆虫和

自我的心理距离差异显著，F（2，10）=332.92，p <.01，

“XXXXX”与积极形容词、消极形容词的关系，

且亲人词（M =5.67，SD =2.15）心理距离与自我最

结果证明被试对自己名字的态度最为积极，对昆虫

紧密，接着依次是熟人词（M =13.08，SD =2.28）

的态度最为消极。且该实验范式被证明了具有良好

和陌生人词（M =19.92，SD =0.99）。结果表明被

的信度、效度和敏感度（De Houwer, 2003）。因此，

试对人物具体化后的不同关系词主观评价的心理距

可以通过 EAST 同时测量个体对自我及不同人际关

离不同。因此，最终确定的概念词为 : 自我词：自我、

系对象的内隐情感。

本人、自己；亲人词：父母、兄弟、姐妹；熟人词：

１.３ 研究的目的和假设

同学、邻居、同乡；陌生人词：他人、外人、别人。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中国的文化背

２.３ 实验仪器

景下的个体存在着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情感。通过

采用 E-prime 1.0 编写 EAST 程序，在联想品牌

EAST 实验，以反应时间为指标，考察差序格局的

台式电脑上运行 , 刺激呈现在屏幕背景为黑色的 19

中心自我及离中心较近的亲人、熟人是否与积极的

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上（分辨率为 1024×768, 刷新频

情感联系更紧密；而离中心较远的陌生人是否与消

率为 60 Hz），在心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团体施测。

极的情感联系更紧密。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

２.４ 实验流程

假设。假设 1：自我、亲人、熟人与积极情感联系

实验分为六个组块。组块一是属性词的词义练

更紧密，陌生人与消极情感联系更紧密。假设 2：

习阶段，目的是让被试对中性的按键（F、J 键）获

自我、亲人、熟人和陌生人在与积极情感、消极情

得积极和消极的意义。积极的词和消极的词都用白

感的联系紧密程度上呈现出差序格局的顺序。

色来呈现，要求被试对积极词按“J”键，消极词按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招募 36 名在校大学生参加本次实验。男女各半，

“F”键。组块二是对概念词的颜色作练习反应，
目的是让被试先熟悉不同颜色词所对应的按键。概
念词用蓝色和绿色呈现，要求被试对蓝色词按“F”
键，绿色词按”J“键。组块三、四、五、六都是正

年龄 19~23 岁（M =22 岁，SD =2.24 岁）。所有被

式测验阶段，每一阶段所有 10 个白色词各呈现 1 次 ,

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右利手，无色盲或色弱，

共 10 次，所有 12 个概念词均以蓝色和绿色各呈现

此前均未参加过类似的实验。实验结束后赠送小礼

2 次，共 48 次，因此总共呈现 58 次。每一个阶段中，

物为报酬。

白色的属性词和彩色（蓝色、绿色）的概念词随机

２.２ 实验材料

逐个呈现，要求被试对积极意义的白色属性词或绿

２.２.１ 属性材料词

色的概念词按“J”键，对消极意义的白色属性词或

参照已往类似的研究（杨福义等，2013；张洪等，

蓝色的概念词按“F”键。四个阶段反应完全相同，

2006；De Houwer, 2003），并结合本研究的具体实际，

中间有休息时间，以减轻被试的疲劳。因此 ，最后

由主试选出五个代表积极属性的词和五个代表消极

纳入统计分析的 12 个概念词里，每个概念词以蓝色

属性的词，
所有属性词在实验程序中均以白色呈现。

和绿色各呈现 8 次。

积极属性词有：友好、互惠、合作、分享、善待；

刺激呈现方式如下：电脑屏幕以黑色背景逐个

消极属性词有：怀疑、防范、欺侮、排斥、敌视。

随机呈现白色和彩色刺激词汇，
被试作出按键反应。

２.２.２ 概念材料词

刺激词呈现的顺序为 :a，在呈现刺激词的位置呈现

对自我词，亲人词、熟人词、陌生人词进行人

一个白色的注视点“+ ”500 ms，以引导被试的注

物具体化。方法是由主试事先选出代表上述关系的

意焦点；b，呈现刺激词，直到被试按键反应；c，

词各三个，让 12 个不参加后续实验的被试根据 ISO

判断错误则呈现红色的“× ”200ms，作为反馈 ;d，

量表对词进行的评定。IOS 量表可以用来直接测量

间隔 400ms 作为缓冲期；e，重复上述步骤 a 至 d，

不同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该量表包括 7 个

直至每一阶段呈现完毕。

重叠程度线性增加的双圆，形成一个 7 点等距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Aron, Aron, & Smollan,

３

结果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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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ek, & Banaji, 2003）；（3）分别计算对自我词和

析，（1）根据 Greenwald, McGhee 和 Schwarz（1998）

不同关系词的不相容任务与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之

的建议，反应时低于 300ms 的以 300ms 计算，高

差，再除以所有正确反应（不包含原先错误反应）

于 3000ms 的按 3000ms 计算；（2）分别对自我词

的反应时的标准差，得到效应值 D，D 为敏感度指

和不同关系词的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相容任务定

标，数值越大，表明内隐效应越大；（4）分别计

义为自我词、亲人词、熟人词作积极判断，陌生人

算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作消极判断的平均反应时减

词作消极判断）与不相容任务平均反应时（不相容

去作积极判断的平均反应时的值，称为均值差，作

任务定义为自我词、亲人词、熟人词作消极判断，

为 EAST 效应，反映与情感联结的效价和强弱（De

陌生人作积极判断）做配对样本 t 检验（Greenwald,

Houwer, 2003）。

表 １ 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的相容反应、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和 ＥＡＳＴ 效应（Ｍ ±ＳＤ ）

注： 相容反应定义为自我词、亲人词、熟人词作积极判断，陌生人词作消极判断；不相容反应定义为自我词、亲人词、熟人词作消极判断，
陌生人作积极判断。

首先呈现的是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的相容反应、

表明内隐效应明显。

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和 EAST 效应，如表 1 所示。

对 于 熟 人 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反 应 时（M

从表 1 可以看出，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各自的

=673±143） 短 于 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时（M

相容反应时间均短于不相容反应时间，说明对于自

=700±164），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t（35）

我词、亲人词、熟人词，被试对外部反应效价为积

=1.21，p >.05。效应值 D=.04±.26，D 值与 0 进

极时的应时间比消极时更短，反应更快；而对于陌

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D 值与 0 没有明显差异，

生人词，被试对外部反应效价为消极时的应时间比

t （35）=.84，p >.05, 表明内隐效应不明显。
对 于 陌 生 人 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反 应 时（M
=683±138） 要 显 著 短 于 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时（M
=721±150）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效应，t （35）=-2.30，
p <.05, 效应值 D = .08±.17，D 值与 0 进行单样本 t 检
验结果显示，D 值显著大于 0，t（35）= -2.92，p <.05，
表明内隐效应明显。
接着分析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的 EAST 效应，
结果显示，自我词的 EAST 效应最大，接着依次是
亲人词和熟人词，且都为正值；陌生人词的 EAST
效应为负值，且绝对值比自我词的 EAST 效应小。
对 于 自 我 词，EAST 效 应 =57.8±122， 比 亲 人 词
（EAST=35.2±109）和熟人词（EAST=27.9±128）
更大。陌生人词 EAST 效应 =-38.1±109。

积极时更短，反应更快；自我词的 EAST 值最大，
接着依次是亲人词和熟人词，陌生人词为负值。
分别对自我词和不同关系词的相容反应平均反
应时和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作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自我词、亲人词、陌生人词相容反应平
均反应时显著短于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且内隐
效应明显；熟人词相容反应与不相容反应平均反时
没有达到显著差异，且内隐效应不明显。
对 于 自 我 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反 应 时（M
=655±157） 要 显 著 短 于 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时（M
=713±183），t （35）=2.93，p <.05，表现出明显的积
极情感效应。效应值 D=.12±.28，D 值与 0 进行单样
本 t 检验结果显示，D 值显著大于 0，
（
t 35）=2.65，
p <.05，
表明内隐效应明显。
对 于 亲 人 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反 应 时（M
=662±138） 要 显 著 短 于 不 相 容 反 应 平 均 时（M

４

讨论

４.１ 差序格局在人际情感中的反映

=697±138），t （35）=2.07，p <.05, 也表现出明显的

从以上结果和分析可以看出，（1）个体对自我

积极效应。效应值 D=.11±.26，D 值与 0 进行单样本

词、亲人词、陌生人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显著短

t 检验结果显示，D 值显著大于 0，t（35）=2.30，p <.05，

于不相容反应平均反应时，且内隐效应明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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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假设 1，即自我、亲人与积极情感联系更紧密，

状态，以后的研究可以通过对熟人的概念作更一步

陌生人与消极情感联系更紧密。但对熟人的情感偏

的细分，进行验证。

向不显明。（2）个体对自我词 EAST 效应最大，其

个体对陌生人表现出消极的情感。对陌生人词

次依次是亲人词、熟人词，陌生人词为负值。反映

作积极反应的时间显著长于作消极反应的时间。

了在被试的个人图式中，自我与积极情感联系最紧

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中

密，接着依次是亲人和熟人；陌生人与消极情感联

心，在此基础上通过情感的扩张与家族之外的人形

系紧密，但联系强度上不及自我与积极情感的联结

成人际关系。因此，个体对于没有形成人际关系的

强烈，表现出差序格局的现象。结果验证了假设 2，

陌生人具有排他性。在人际交往中，关系越靠近家

即自我、亲人、熟人和陌生人在与积极情感、消极

族血缘关系——“己”的中心 , 就越容易形成亲密

情感的联系紧密程度上呈现差序格局的顺序。

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

自我与积极情感联系最紧密，这与前人的研究

人们排斥。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中、西方文化

结论一致，蔡华俭等人（Cai, Wu, & Brwon, 2009）

下的个体对陌生人的情感态度存在不一致的结论。

对发表在国内的自尊研究进行的元分析发现，中国

国外有研究者认为（De Houwer, 2003），西方个体

人在外显和内隐水平上均存在显著的积极自我偏向。

对陌生人持消极的情感 , 另外一些研究者（Pinter &

新近的研究更是从神经水平上证明中国人对自我存

Greenwald, 2005）则认为个体对陌生人持中性的情

在积极情感偏向（Chen et al., 2014；Li et al., 2016；

感。国内研究者（许静，梁宁建 , 王岩 , 王新法，

Wu et al., 2014）。国外研究者在对自尊的研究中也

2005；Wu et al.，2014）从行为和神经水平上的分析

得出个体对自己比他人持有更积极情感（Fields &

结果显示，中国个体在外显行为指标上显示对陌生

Kuperberg, 2015）。Schmitt 和 Allik（2005）在跨文

人有消极情感，但并不体现在在神经水平上。由此

化研究中发现，调查的 53 个国家和地区个体都表现

推测，对陌生人的情感态度受到文化因素、对陌生

出了积极自我评价。这些结果表明，个体对自己拥

人概念的区分程度、实验范式、解释水平等因素的

有积极情感的现象具有普适性。

影响，因此个体对陌生人情感的推测需要考虑更多

个体对亲人也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对亲人词作

的因素。

积极反应的时间显著短于作消极反应的时间。中国

总体来说，中国人对自我具有普适性的积极情

人是依赖型自我，自我概念包括父亲、母亲、好朋

感，对亲近程度不同的他人则表现出有差序的情

友等十分亲近的人，在记忆中，中国被试参照父亲、

感，即表现出差序格局。对于这种差序性，符合已

母亲进行加工的成绩与参照自己一样好（管延华，

有理论模型的支持。费孝通（1985）提出的“差序

迟毓凯，2006）。在神经科学领域也显示依赖型自

格局”表明，中国人存在一种对远近亲疏关系对象

我的证据，中国个体在判断自我面孔和熟悉面孔头

有差别的情感，这种有差别的情感引导着一套有差

部朝向时均产生较强的 N2 负波，N2 反映了那些

别的行为规则。黄光国（1991）提出的“人情与面

与自我相关的有意义的面孔的深度识别（Folstein &

子”理论模型也提出，按照由己外推，情感由深而

Van Petten, 2008）。

浅发生变化，人际关系可以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

个体对熟人的情感偏向不明显。数据结果显示，

合性关系及工具性关系，个体对不同人际关系会有

对熟人词作积极反应的时间与作消极反应的时间没

不同的情感效应与行为模式。同时，本研究得到的

达到显著差异，且内隐效应也没达到显著差异。可

差序性情感也与已往研究得出的差序性记忆相对应。

能原因是熟人位于差序格局的中间位置，具有相对

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流动的、动态的特点。根据黄光国（1991）的观点，

effect） 研 究 扩 展 出 的 朋 友 参 照 效 应（ 岳 彩 镇，

熟人处于中间地带，是情感成分与工具成分相混合

2012），恋人参照效应（周丽，苏彦捷，2008），

的区域，如果情感性成分提高，则向“差序”的核

母亲参照效应 , 记忆再认的差序格局现象（马伟军，

心推进，从熟人关系发展为亲密关系；反之，如果

冯睿 , 席居哲 , 陈滢滢 , 梅凌婕，2015），这些研究

情感性成分降低，则人际关系向“差序”外围退化，

都检证了差序格局的存在。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

出现了从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关系的转变。因此，熟

是从情感的角度对此实证验证。

人词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联结处于“混合”的

４.２ EAST 与 IAT 测量人际情感的比较

袁晓劲等 ： 中国人人际情感的差序格局关系：来自 ＥＡＳＴ 的证据

本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采用 IAT 的新变式
EAST 作为研究范式对人际情感进行研究，并且扩
充了研究内容。在以往研究中，张洪等人（2006）

655

心理科学 , 26(3), 461-464.
费孝通 . (1985). 乡土中国 . 北京：三联书店 .
管延华 , 迟毓凯 . (2006). 自我参照与朋友参照对人格特质记忆的影响 . 心

理科学 , 29(2), 448-450.

对外显与内隐情感的差序格局研究采用的是 IAT 实

黄光国 . (1991).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验范式对自我、
亲密关系、
他人的情感态度进行研究。

晋争 . (2010). 内隐联系测验的修正——简式内隐联系测验 . 心理科学进展 ,

IAT 只能测量到相对于另一目标对象而言个体对某
一目标对象的态度是否更为积极，但不能确定这种
态度本身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杨福义等，2013）。
另外 IAT 只能同时对两个对象的情感态度进行测量，
因此在对差序格局的研究中，被试虽要完成多个
IAT 任务，包括自我—最亲密的家人、自我—恋人、
自我—最亲密的好朋友、自我—一般他人、最亲密
的家人—一般他人—恋人—一般他人、最亲密的朋
友—一般他人共 7 个 IAT。采用这种方法一方面可
能会引入疲劳效应的干扰，另一方面，有研究者认
为（De Houwer, 2003），由于需要完成不同任务，
被试可能对任务要求进行重新编码，因此对不同任
务的结果比较不能真实反映它们之间的实际差异。
本研究中，在研究内容上加入了熟人关系，研究方
法上采用 EAST 单一任务代替了 IAT 的多重任务，
更加丰富了人际情感差序格局的研究内容和更好地
控制了实验条件。
差序格局的现象作为一个成熟的本土化理论，
已经从心理学中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但从
情感角度的研究还相对比较缺乏，而本研究正是扩
充了这方面的研究，通过采用 EAST 的研究方法对
自我及不同人际关系的情感进行研究，为人际情感
的差序格局关系客观存在给出了有力的证明，为从
情感上研究差序格局现象提供了更多的实证依据，
这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

５

结论
本研究采用 EAST 实验范式，同时测量自我及

不同人际关系对象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联结强

18(10), 1554-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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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军 , 冯睿 , 席居哲 , 陈滢滢 , 梅凌婕 . (2015). “差序格局”的心理学记
忆视角的初步验证 . 心理学探新 , 35(6), 514-519.
戚健俐 , 朱滢 . (2002). 中国大学生的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 . 心理科学 ,

25(3), 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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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 79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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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义 , 梁宁建 , 陈进 . (2013). 内隐自尊的特性：来自 EAST 的证据 . 心

理科学 . 36(6), 1375-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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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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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 Zhong , Y. P., Zhou, H. B., Zhang, S. M., Tan, Q. B., & Fan, W. (2014).
Evidence for implicit self-positivity bias: An 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study. Experimental Brain Research, 232(3), 985-994.
Fields, E .C., & Kuperberg, G. R. (2015). Loving yourself more than your neighbor:

弱，对中国人人际情感关系进行了探究， 结果显示

ERPs reveal online effects of a self-positivity bias. Social Cognitive and

了个体的认知图式中，自我，以及离自我心理距离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0(9), 1202-1209.

近的亲人与积极情感联系更紧密；离自我心理距离
远的陌生人与消极情感联系更紧密；位于中间位置
的熟人与积极和消极两种情感联结没有明显的偏向；

Folstein, J. R., & Van Petten, C. (2008). Influence of cognitive control and
mismatch on the N2 component of the ERP: A review. Psychophysiology,

45(1), 152-170.
Greenwald, A. G., McGhee, D. E., & Schwarz, J. K. (1998). Measuring individual

人际情感在联结强度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的模式，验

differences in implicit cognition: Th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Journal of

证了中国人的人际情感以差序格局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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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in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 Evidence from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EAST)
Yuan Xiaojing, Guo Siping
(School of Education，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

Abstra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is a valuable research topic. China has a uniqu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ulture, and individuals

exist in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in this network, individuals treat different people with different affection tendency.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is uniqu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mode can we maintain harmony and avoid certain inaccurate social judgments.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DMA)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Previous study used IAT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to study affec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by pairwise comparison; but this kind of research could not compare multiple
kinds of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De Houwer developed the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 (EAST) as a single task to remedy these defections. EAST
could measure implicit attitude in different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reaction time between incompatible discrimination and
compatible discrimination as the indicator. The EAST measured implicit attitude indirectly by measuring the automatic association between concept
words and attributive words.
By randomly sampling 36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subjects, we completed the EAST under four kind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conditions,
which were the self, the relatives, the acquaintances and the strangers, to confirm i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affection
in a DMA pattern. The experiment proceeded as follows: the self nouns, the relatives nouns, the acquaintances nouns and the strangers’ nouns were
presented on the colored trials, whereas five positive and five negative adjectives were presented on the white trials. The nouns were either presented
in green or blue. All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classify these words by pressing the good key or bad key depending on the meaning or color of
the presented word. They were told that, if the word was whit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was important. All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press the
good key for white words with a positive meaning and press the bad key for white words with a negative meaning. If the word was colored,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press the good or bad key on the basis of the color of the wor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People were prone to associating themselves, the relatives with positive affection and associating strangers with
negative affection, but not significant bias affection in acquaintances. (2)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showed a DMA pattern in connection
strength.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people showed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alism in their individual
cognitive schema. Those close to the self i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had closer connection to the positive affection, and those away from the self i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had a closer connection to the negative affection. People in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distances within the DMA affected the extent
of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ing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resulted in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ffection,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DMA), positive affection, negative affection, extrinsic affective

Simon task(E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