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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通过经典的金钱博弈任务，以 FRN 和 P300 为反应指标，探讨了自身获益或损
失对朋友结果评价分别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模式是如何受到个体自我建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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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的。结果发现，在自身获益条件下，观看朋友损益之间的 FRN 和 P300 差异不再存在；
在自身损失条件下，虽然观看朋友输赢之间的 P300 差异消失了，但 FRN 差异依然显著。
不仅如此，无论自身得失，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观看朋友损益上的 FRN 差异均不再显
著，但在自身获益后看到朋友损失能激发更强的 P300 波幅。本研究结果表明：(1) 对朋友
的结果评价模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个体自身所处得失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2) 相
对于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面对朋友的得失时表现得更为冷漠
并更具竞争性。
关键词 自我-他人表征, 金钱博弈任务, 自我建构, FRN, P300

1 引言
“人生所贵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亲”。朋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人生发展历程 (Zhu et al., 2016)。费孝通和刘豪兴(1985)提出的
差序格局便认为，朋友与亲人在社会关系中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实验研究中，朋友与
自我关系的亲密性主要表现为存在相似的心理表征。例如，使用自我参照范式，杨国枢和
林以正(2002)发现在 12 个目标人物中，自己、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姑姑阿姨及同性好
友的平均再认率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其他条件 (语义编码或结构编码等)。根据自我
参照范式的基本逻辑，与字形及语义加工相比较，自我相关联的加工会产生更好的记忆成
绩，因此该结果说明朋友及家人都包含在个体的自我表征之内[或称自我包含他人(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IOS) (Aron et al., 2004)]。近些年来，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自我与朋
友在心理表征上的相似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神经层面证据的支持。例如，Meyer 等 (2013)的
研究发现，被试加工朋友消极事件与加工自身相关信息所激活的脑区是一致的，都是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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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前额叶(ventral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而加工陌生人的情绪事件更多的激活了
背内侧前额叶(dorsal-MPFC, dMPFC)。
正是由于朋友在自我表征中占有一席之地，人们对发生在朋友身上的情绪事件相比于
陌生人往往更容易产生共鸣(Meyer et al., 2013)。例如，借助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技术，研究者发现人们在对自我和朋友的得失结果评价(outcome evaluation)
上都会激活反馈相关负波(feedback related negativity, 简称为 FRN)和 P300 这两个电生理成分。
其中，FRN 是在反馈刺激呈现后 200 ～ 300 毫秒内达到峰值的脑电波，其源定位在前扣带
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附近，产生于大脑前额叶区(Glazer et al., 2018)。一些研究
者认为 FRN 反映的是对反馈刺激情绪动机意义的评价过程 (Masaki et al., 2006; Yu et al.,
2007)，但也有研究者提出 FRN 可能反映了大脑的冲突监控过程(Van Veen & Cart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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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常 来 说 ， 输 钱 反 馈 会 比 赢 钱 反 馈 引 发 更 大 的 FRN 波 幅 (Gu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7)。P300 是在反馈刺激呈现后约 300 ～ 600 毫秒内于中后部脑区出现的一个正走向的
波(Wang et al., 2017; Zhou et al., 2010)，它与决策或结果评价中的注意资源分配(Gray et al.,
2004)以及高水平的动机/情感评价(Leng & Zhou, 2010; Nieuwenhuis et al., 2005)有关，一般
金钱获益反馈相比于对损失的结果评价会引发更大的 P300 成分 (Polezzi et al., 2010)。FRN
和 P300 不仅与自我的得失结果评价有关， 还能反映基于人际亲密度而产生的“ 镜像
(mirror)”神经反应。例如，Ma 等(2011)让被试同时观看朋友和陌生人进行金钱博弈任务，
结果发现观看朋友输钱相比于朋友赢钱激发了更大的 FRN 波幅，而这种 FRN 差异在观看
陌生人博弈结果时便不复存在了。利用相同的范式和指标，杨帅等 (2014)进一步检测了被
试在自己操作、观察朋友操作和观察陌生同学操作金钱博弈游戏时的 FRN 变化，结果显示
在自己操作和观察朋友操作时输钱反馈引发的 FRN 波幅均显著负于赢钱反馈，但观察陌生
同学输赢结果之间的 FRN 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同样，P300 在对他人的结果评价过程
中也会受到人际关系的调节，如 Ma 等 (2011)的研究结果便表明：相比于陌生人的输赢反
馈结果，朋友金钱上的得失往往可以诱发出观察者更大的 P300 差异波。
也有研究指出，上述因观看朋友得失而引发的“镜像”神经反应仅仅在个体不关注自
身利益时才会出现，一旦自己也参与到博弈中，即使与朋友之间的损益结果是相互独立的
原本观看朋友输 vs 赢所引发的 FRN 和 P300 的差异也消失了(杨帅等, 2014; Leng & Zhou,
2010; Ma et al., 2011)。对于该结果，Ma 等 (2011)认为是个体参与博弈后提升了自我关注程
度，由此引发的社会比较心理导致了对朋友利益的忽视。正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社会比较来认识和评价自我，并产生“穷”与“达”的心理体验
的。而从人们日常经验来看，随个体所处“穷”或“达”境遇的不同，面对他人得失时的
心态也会存在差异。前人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探讨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当人们处于相
对弱势的地位时，他人的优异表现会引发较低的自我评价和更强的嫉妒心 (Crawford, 2007;
Eastwick & Finkel, 2008)，这有些类似于人们常说的“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但是，当人

们在社会比较中处于优势地位时，往往产生自我中心主义(solipsism)倾向，甚至会感知人际
距离增加(Vohs et al., 2006)，进而变得更加冷漠，出现“为富不仁”的心理。从以上证据可
以推知，随个体自身相对境遇的不同，对他人的结果评价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然而，之
前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陌生他人，在面对与自身有相似心理表征的好朋友的得失时，人
们也会在社会比较过程中表现出“见不得别人好”“为富不仁”等消极心态吗？前人并没
有对此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而这构成了本研究拟要探索的第一个问题，即对朋友得失的结
果评价模式是否会因自身的损益不同而发生变化。
另外，人们是如何感知、理解和解释自我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或称自我建构 (selfconstrual)方式，存在着很大的个体和文化差异。Markus 和 Kitayama(1991)区分了东、西方
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两种自我建构类型：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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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其中，独立型自我建构者更加追求保持自我的独
特性(Singelis, 1994)，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而互依型自我建构者的行为方式更强调获
得融洽的人际关系(Markus et al., 1996)，倾向于“以他人为中心”。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对朋友得失结果的评价反应上，不同自我建构方式 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
Varnum 等 (2014)发现，当启动中国被试的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后，相比于赢钱给朋友，赢
钱给自己时其奖赏脑区的激活程度更大；而在互依型自我建构方式启动后，赢钱给自己和
赢钱给朋友在大脑奖赏加工上不再存在显著差异。Zhu 等 (2020)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当启
动被试的独立型自我建构后，为自己博弈比为朋友博弈在输钱 vs 赢钱之间引发的 FRN 差
异更大，但这种差异在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就不复存在了。对于上述现象，Varnum 等
(2014)和 Zhu 等 (2020)均解释为：相比于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者，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在自
我概念中与朋友有更多的重叠，因此更容易因朋友的得失而产生替代性的情绪动机感受。
因此，沿着本研究第一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追问：如果对朋友得失的结果评价模式会因个
体自身的损益不同而发生变化，那么这种模式是否也会受到个体自我建构方式的调节？本
研究假设，启动互依型自我建构可能会使得个体更容易对朋友的得失结果感同身受，而启
动独立型的自我建构方式则可能使个体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进而在对朋友的得失结果
评价中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以上，构成了本研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综上，本研究关注的问题有二：第一，探究个体自身损益影响朋友得失结果评价的神
经心理反应模式，并以此来揭示复杂人际互动过程中自我-他人共享表征的动态变化；第二，
进一步探讨上述神经心理反应模式是否会因个体自我建构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得有所不同
借此来为理解不同文化环境下人们的社会互动心态提供实证研究证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本研究借鉴了 Ma 等 (2011)及杨帅等 (2014)基于真实观察条件下的金钱博弈任务，以此来
创设导致金钱得失的实验情境。此实验任务与 Varnum 等 (2014)及 Zhu 等人(2018, 2020)所
采用研究范式的区别在于，并非通过想象为朋友博弈来观察他们的得失结果，而是可以直
观地看到朋友金钱上的损益变化，因此在生态效度上更佳。在方法上，本研究采用高时间

分辨率的 ERP 技术，并仍然以 FRN 和 P300 作为衡量自身和观看朋友得失的电生理反应指
标。在研究设计上，我们拟通过三个实验逐步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探讨：预实验主要考察在
自身不涉及到得失时对朋友博弈结果的评价模式，以验证前人的研究结果，并提供对朋友
结果评价反应的基线水平；实验 1 探讨个体在自己分别经历输钱和赢钱的结果后，再看到
朋友的获益和损失会各自产生何种神经电生理反应模式；实验 2 进一步借鉴前人情境性自
我建构启动的范式，考察自身金钱得失影响朋友结果评价的神经反应模式是否会因自我建
构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

2 预实验：自身不参与金钱博弈时观看朋友得失的脑电反应
2.1 方法

chinaXiv:202102.00086v1

2.1.1 被试
预实验的被试通过校园广告从西南大学招募。参加实验前要求报名者带一位同性别的
好朋友，用自我包含他人问卷(IOS)(Aron et al., 1992)来测试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自
评需要在 4 分以上才能达到实验对好友亲密度的要求。在招募被试时告知他们的初始金额
均为 30 元，但具体金额根据其在金钱博弈中的表现而定(实际上每个人最后拿到的被试费
均为 30 元，具体见 2.1.2 实验程序部分)。利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统计检验
力为 0.80，效应量设置为 0.80，显著性水平 α = 0.05，结果显示要保证中等水平效应量需要
15 名以上的被试(Faul et al., 2007)。因此，本实验招募了 20 名被试(11 名女性；平均年龄
21.56 岁，SD = 2.13)，其中 3 名被试的数据因实验后的采访中不符合要求而排除，最终有
17 名被试的数据纳入到最后的分析。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并报告没有过心理或精神病史 。
本研究得到西南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2.1.2 实验程序
在预实验中，首先要求报名者及其朋友自行决定谁为观察者，谁为博弈者。其中，观
察者为脑电被试，其实验结果将纳入到最后的数据分析，博弈者被称为朋友被试。在实验
过程中，脑电被试被要求坐在朋友被试的左手边，在他们的正前方陈列 17 英寸的电脑显示
器，并全程观看朋友进行金钱博弈(见图 1 所示)。告知朋友被试，在每一轮博弈中，会根
据他们的表现在初始金额 30 元中奖励或扣除 2.5 元，为了获得更多奖励或避免更多惩罚，
他们需要认真寻找博弈中的规律。为了让脑电被试将注意力集中于朋友被试的博弈表现上
要求其在观看过程中默记朋友选大的次数，并在实验后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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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真实情境下的金钱博弈任务
(图片参考来源：Koban et al., 2010)

实验任务改编自 Delgado 等人(2000)的赌博游戏。实验刺激在电脑显示器中央进行呈现，
试次的呈现共分为以下几步。首先，一个红色注视点“ +”呈现于黑屏中央，呈现时间为
800 ～ 1200 毫秒 (平均呈现时间为 1000 毫秒)。接着，出现一个“？”，左右分列“大”
“小”两个提示，告知参与博弈者，这个“？”卡片随后会出现除数字“5”之外“1 ～ 9”
中的任意一个数字，且数字的出现呈现一定的规律。要求参与博弈者预测接下来出现的数
字是大于 5 还是小于 5，这一过程
限时。参与博弈者分别按“F”或“J”选择大小，被选择的提示呈现白色边框加以强调，
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为 800 毫秒。随后，“？”处会出现相应的数字，并同时出现“√”(绿
色)或“×”(红色)以提醒参与博弈者刚才选择的答案，这一过程持续时间为 1800 毫秒。最后，
呈现 500 毫秒的黑屏，本试次结束(见图 2 所示)。

图 2 预实验中一个试次的实验流程图.

正式实验开始前，所有朋友被试都先做 15 个试次的练习以熟悉实验流程，并在练习结
束后随机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罚。正式实验时，鼓励朋友被试尽量从中找到规律，以为自
己赢得更多的金钱奖励。预实验共包括 2 个区组，每个区组包含 60 个试次。朋友被试在实
验中的输赢结果在事先经过随机化处理，使得在 120 个试次中赢与输的概率各 50 %。在预
实验结束后，脑电被试和朋友被试都要接受访谈，并解释实验过程。事后发现，有 3 名女

性脑电被试怀疑本实验操作过程的真实性，因担心无法获得有效的数据，在分析时将她们
的数据进行了删除。
2.1.3 脑电的记录及分析
采用德国 Brain Products 公司的脑电记录和分析系统及 64 导的电极帽来记录脑电数据。
在进行脑电记录时，以双侧乳突平均值为参考，而左右参考电极分别置于双侧乳突。在右
眼外侧安置电极记录水平眼电(HEOG)，垂直眼电(VEOG)在右下眼眶安置电极进行记录。
以双侧乳突平均值为参考，而接地点位于前额 AFz 点上。脑电的采样频率为 500 赫兹/导，
而 滤 波 带 通 为 0.05 ～ 100 赫 兹 。 在 连 续 记 录 脑 电 数 据 后 ， 进 行 离 线 分 析 (off-line
analysis)。经 0.01 ～ 16 赫兹的无相数字滤波后自动校正眼动伪迹，其中波幅大于 ± 80 µV
者在叠加中自动剔除。离线分析的时段为 1200 毫秒，包括反馈刺激呈现前的 200 毫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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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线)以及呈现后进行分析的 1000 毫秒。分别对赢钱和输钱结果时段的脑电分别进行叠
加和平均，获得总平均波形图。
根据实验中的观察及其前人的相关研究(Marco-Pallares et al., 2008; Polezzi et al., 2010;
Yeung & Sanfey, 2004; 王益文 等, 2011; 白丽英 等, 2014)，确定 FRN 记录的时间窗口在 200
～ 300 毫秒之间，并确定 P300 记录的时间窗口在 300 ～ 500 毫秒之间，以此来对两成分
的平均波幅进行分析。本研究选取了额叶区的 F1、Fz、F2、FC1、FCz、FC2、C1、Cz 和
C2

等 九 个 电 极 点 来 记 录

FRN

的 平 均 波 幅 ， 而 选 取 了

FC1、FCz、FC2、C1、Cz、C2、CP1、CPz 和 CP2 等九个中后部的电极点来记录 P300 的
平均波幅。根据 Luck 和 Gaspelin(2017)的观点，在分析时对各电极点做求均值处理以增强
统计效应。因此，使用 SPSS 16.0 分别对被试观看朋友博弈输赢结果而引发的 FRN 和 P300
的平均波幅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2.2 结果
分析结果表明，在 FRN 指标上，观看朋友损失引发的 FRN 平均波幅(6.39 ± 1.89 μV)
要 显 著 的 负 于 观 看 朋 友 获 益 (8.30 ± 1.19 μV) 引 发 的 平 均 波 幅 ， t(16) = 3.67 ， p =
0.002，Cohen's d = 0.46。在 P300 指标上，观看朋友获益结果引发的 P300 平均波幅(11.67 ±
1.28 μV)要显著的大于观看朋友损失 (10.33 ± 1.32 μV)引发的平均波幅， t(16) = 2.41，p =
0.03，Cohen's d = 0.25 (见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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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预实验的研究结果：(A) Cz 和 FCz 点在观看朋友博弈结果时 FRN 和 P300 的平均波形图，其中红线为朋友赢钱时的
波形，蓝色为朋友输钱时的波形； (B) 观看朋友赢钱/输钱结果时引发的 FRN 和 P300 波幅的平均值和标准误(**p < 0.01; *p <
0.05)

2.3 讨论
通过预实验，本研究试图了解在不涉及自身损益的情况下，个体是如何对朋友的金钱
得失结果进行评价的。预实验结果表明，当个体仅仅观看朋友进行金钱博弈时，朋友输钱
相比于朋友赢钱引起的 FRN 波幅更负。之前的研究中发现，FRN 成分对消极预期错误较为
敏感(Holroyd et al., 2006; Leng & Zhou, 2010)。这说明，在预实验所创设的情境中，朋友的
金钱损失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负性的预期，即在朋友结果评价早期便产生了替代性的金钱损
失体验。而 P300 往往被认为与社会性的注意资源分配或者反馈引起的动机和意义有关
(Gray et al., 2004; Leng & Zhou, 2010; Yeung & Sanfey, 2004)，且在金钱博弈中赢钱一般会引
发 更 大 的 P300 波 幅 (Hajcak et al., 2005; Qi et al., 2018; Schreuders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10)。在预实验的 P300 指标上，我们同样发现朋友的金钱获益相比于损失能激发观察者
更强脑电波幅的现象。因此，可将预实验中 P300 的结果理解为，在观察朋友获益的晚期评
价阶段也产生了替代性的动机奖赏体验。总之，在个体仅仅观察而不亲自参与博弈的情况
下，观看朋友的输赢结果可以产生与自身得失相类似的电生理反应模式。以上这种“镜
像”加工过程被研究者认为为自我和朋友之间的共享表征提供了证据(Marco-Pallarés et al.,
2010)，即人们的自我概念中包涵有朋友成分。那么，在个体自身也经历金钱损失或获益后，
对朋友的结果评价模式又分别表现出哪些特点呢？

3 实验 1：自身得失对朋友结果评价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实验 1 的被试通过校园广告从西南大学招募。同预实验的要求一致，需要一对同性朋
友共同参与实验。利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统计检验力为 0.80，效应量设置为
0.25，显著性水平 α = 0.05，结果显示要保证中等水平效应量需要至少 36 名被试(Faul et al.,
2007)。本实验共招募 41 名被试(22 名女性；平均年龄 18.83 岁，SD = 0.95)，其中有 3 名被
试的数据因不符合实验要求而删除(见 3.1.2 实验程序的说明)，剩余被试数量(38
)符合对最低被试数量的要求。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并报告没有过心理或精神病史。
实验得到了西南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3.1.2 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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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被试均参与博弈，并由他们自行决定谁佩戴脑电帽(以下仍然称之为脑电被试和朋
友被试)。两名被试面前各有一个键盘，可以轮流进行按键操作。告知他们初始金额均为 30
元，两人都要为自己进行博弈，赢得或输掉的金钱属于自己，和对方没有关系。实验中每
一个试次的设置同预实验，不过每一个试次被扩展成了两个部分：首先出现脑电被试的名
字(1200 毫秒)，然后要求其进行博弈操作；之后出现朋友被试的名字，朋友再按键进行博
弈(见图 4)。每个被试在进行判断的具体过程和步骤上与预实验相同。为了让脑电被试关注
朋友在博弈任务中的表现，仍然让其默记朋友被试选大的次数，并在实验后向主试进行报
告。
正式实验开始前，脑电被试和朋友被试都先做 15 个试次的练习以熟悉实验流程，并在
练习结束后随机给予相应的奖励或惩罚。实验任务包括 2 个区组，每个区组包括 60 个试次。
这 120 个试次被平均分成了 4 种条件：自己赢 vs 朋友赢，自己赢 vs 朋友输，自己输 vs
朋友赢，自己输 vs 朋友输。也就是说，在这 120 个试次中，不论是脑电被试还是朋友被
试，他们各自输赢的次数均为 60 次。在实验结束后，两名被试都要接受访谈，并解释实验
过程。在访谈中发现，3
(其中男性 2
)脑电被试表示不相信博弈结果的真实有效性，为防止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删去他们
的数据。有 38
脑电被试的数据进入到最后的分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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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 1 中一个试次流程的示意图

3.1.3 脑电的记录及分析
脑电记录同预实验。
对各电极点 FRN 和 P300 求均值处理，对平均波幅进行了两因素[参与博弈类型(自己博
弈，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 × 结果效价(获益，损失)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实验数据是通过 SPSS 16.0 进行分析的，其中当 sphericity 假设违背的时候，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矫正，并应用 Bonferroni 矫正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3.2 结果
3.2.1 FRN
对 FRN 平均波幅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博弈类型的主效应
显著(F(2,74)= 55.98, p < 0.001, η2p = 0.60)。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当被试自己进行博弈时 FRN
的平均波幅最大(12.20 ± 0.90 μV)，其次是被试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 (6.78 ± 0.84
μV)，平均波幅最小的是被试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5.81 ± 0.85 μV)。三个水平两两相
比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s < 0.02)。另外，结果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1,37) = 26.79, p < 0.001,
η2p = 0.42)，损失结果(7.15 ± 0.79 μV)比获益结果(9.38 ± 0.82 μV)引起了更负的 FRN 波幅。
参与博弈类型与结果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2,74) = 23.86, p < 0.001, η2p = 0.39)，简单效
应检验表明，只有当被试自己操作(9.64 ± 0.94 μV vs 14.76 ± 0.99 μV, F1,37 = 57.20, p < 0.001,
η2p = 0.62)和遭受损失后观看朋友进行博弈(6.15 ± 0.85 μV vs 7.40 ± 0.88 μV, F(1,37) = 7.53, p =
0.009, η2p = 0.17)的条件下，损失结果比获益结果引发了显著更负的 FRN 波幅。然而，损益
之间的 FRN 差异在被试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下便不复存在了(见图 5)。
3.2.2 P300
在实验 1 中，对 P300 分析后发现参与博弈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74) = 92.48, p < 0.001,
η2p = 0.71)，被试亲自参与博弈所引发的 P300 波幅最大(18.59 ± 1.05 μV)，其次是被试损失

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10.81 ± 0.93 μV, p < 0.001)，最小的是自己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
件(9.63 ± 0.96 μV, p = 0.007)。结果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1,37) = 13.78, p = 0.001, η2p = 0.27)，
获益结果(13.73 ± 0.90 μV)比损失结果(12.30 ± 0.92 μV)引发了更大的 P300 的波幅。参与博
弈类型 × 结果效价的交互作用显著(F(2,74) = 12.73, p < 0.001, η2p = 0.26)。简单效应检验结果
表明，只有在被试自己博弈的条件下，损益之间的 P300 差异才达到了显著水平(F(1,37) =
29.16, p < 0.001, η2p = 0.44)，而自己获益(20.66 ± 1.14 μV)引发的 P300 要显著的大于自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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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条件(16.53 ± 1.09 μV) (见图 5)。

图 5 研究 1 的结果 (A) Cz 和 FCz 点在被试自己亲自参与博弈时 FRN 和 P300 的平均波形图，其中红线为朋友获益时的波
形，蓝色为朋友损失时的波形；(B) Cz 和 FCz 点在被试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时 FRN 和 P300 的平均波形图；(C) Cz 和 FCz 点在
被试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时 FRN 和 P300 的平均波形图； (D) 被试不同操作条件下 FRN 和 P300 波幅的平均值和标准误的比较，
“self”代表自己操作的条件，“sw-f”代表自己获胜后看朋友博弈的条件，“sl-f”代表自己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p <
0.01; *p < 0.05)。

3.3 讨论

在实验 1 中，我们发现当被试自己在博弈中获益后，观看朋友的输赢结果不再能引发

替代性的 FRN 波幅差异了。该结果与 Leng 和 Zhou(2010)及 Ma 等 (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
而他们将以上现象解释为：个体亲自参与博弈后提升了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进而减少了对
朋友得失结果的注意。Crocker 和 Park(2004)也曾提出类似的假设，认为当个体处于积极情
绪时，会产生更强的自我中心倾向，但同时对他人需求的关注程度也会随之下降。Vohs 等
(2006)的研究也发现，当大学生被试想到金钱时，他们主观报告的所需要的人际距离明显
拉大了。结合前人研究结果，可以推测在实验 1 中，被试可能会因自己在博弈中的获益而
变得更为自我关注，甚至会暂时拉大与朋友之间的心理表征，进而阻碍了对朋友得失的动
机反应过程，表现为在结果评价的早期阶段便对朋友的得失较为冷漠，与之相伴随的便是
观看朋友损益结果之间 FRN 波幅差异不再显著。
与自身获益后的评价模式不同之处在于，当个体遭遇金钱损失后，观看朋友输 vs 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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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发的 FRN 差异仍然显著，即看到朋友输钱在结果评价早期产生了替代性的损失体验。
类似的结果 Preis 和 Kroener-Herwig (2012)也曾经报告过，他们发现之前有过疼痛体验的个
体观看他人遭受疼痛刺激时，其负责记忆提取、观点采择及情绪管理的相关脑区均会得到
显著的激活，说明自身的负性经历可以促进对他人类似经历的理解和共情，产生一种“同
病相怜”的心理。然而，Boksem 等 (2011)却发现个体在自己获得消极反馈后，观看陌生
他人获益相比于损失能激发更负的 FRN 成分，这与实验 1 的结果恰好相反。根据 Oliveira
等(2007)提出的预期偏离假说(expectancy deviation hypothesis)，FRN 成分主要出现在实际结
果与预期不匹配的情况下。这也可以理解为，同样是经历个人的消极结果，实验 1 的被试
不希望看到朋友输钱，而 Boksem 等 (2011)的被试则不希望看到陌生他人赢钱。之所以出
现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与结果评价对象的亲密程度有关：与朋友之间更多的共
享表征使得本实验 1 中的被试更容易对其金钱损失产生将心比心似的“同病相怜”体验，
而 非 形 成 像 对 陌 生 他 人 一 样 竞 争 性 的 心 理 反 应 (Fukushima & Hiraki, 2006; Wang et al.,
2017)。

在 P300 指标上，实验 1 也出现了与预实验不一致的趋势。具体来说，不论是自己赢钱
还是输钱，观看朋友损益结果之间的 P300 差异均不再显著了。如前文所述，P300 被认为
反映了一种晚期自上而下的结果评价过程，往往与社会性注意资源分配以及高水平的动机/
情感评价的加工有关(Leng & Zhou, 2010; Nieuwenhuis et al., 2005)。这说明，当人们亲自参
与到金钱博弈后，朋友赢钱相比于输钱在晚期加工阶段已经不再能引发个体更强的动机和
情感了。虽然不论自身获得结果如何，观察朋友输赢之间的 P300 差异都会消失，但结合前
面对 FRN 变化的讨论，其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当人们自己在博弈中获益时，或许因
过于关注自我利益而忽视朋友的得失结果，导致不论是早期的 FRN 差异还是晚期的 P300
差异都不存在了；然而，输钱后朋友得失之间 P300 差异的消失，既可能是个体自我卷入后
在结果评价晚期阶段对朋友的关注不足所致(Ma et al., 2011)，也可能是因为产生了向上的

社会比较心理，导致在晚期评价阶段看到朋友赢钱情感动机水平下降所致(Fukushima &
Hiraki, 2006; Wang et al., 2017)。究竟背后的原因为何，还需要今后在机制层面做更为深入
的探讨。
总之，实验 1 的结果说明，人们对朋友的得失结果评价模式的确会受到自身损益结果
的影响，而并非一直遵循固定的人际亲密度原则。具体来说，当个体自身处于相对优势的
位置时，可能会因自我关注倾向而忽视对朋友得失结果的关注，表现出“为富不仁”的心
态；当个体自己在遭受损失的情况下，虽然看的朋友输钱还会产生一种“同病相怜”之感
但朋友赢钱已经难以再唤起其更强的动机和情感水平了。

4 实验 2：自身得失影响朋友结果评价的自我建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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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被试
实验 2 的被试通过校园广告从西南大学招募，具体要求同预实验一致。利用 G*Power
3.1 对样本量进行估计，统计检验力为 0.80，效应量设置为 0.25，显著性水平 α = 0.05，结
果显示要保证中等水平效应量每组至少需要 15 名被试 (Faul et al., 2007)。共招募了 40 名被
试(25 名女性，平均年龄 19.56 岁，SD = 1.12)，其中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 18 名，互依型
自我建构启动组 22 名，符合被试量的要求。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并报告没有过心理或精
神病史。本研究得到西南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的同意。
4.2 实验材料
一般自我建构量表(Self-Construal Scale, SCS)。Singelis(1994)基于 Markus 等人的自我建
构理论编制了该量表，共 24 个项目，分为独立与互依两个维度，每个维度 12 个项目，采
用 7 点评分(1 = 完全不符合；7 = 完全符合)。从使用情况来看，一般自我建构量表具有较
广泛的应用(Komissarouk & Nadler, 2014)。国内研究者(王裕豪, 袁庆华, 徐琴美, 2009)对该
量表的中文版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检验，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独立我分量表
和互依我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75 和 0.81。
4.3 实验程序
4.3.1 情境性自我建构的激活
将 40 名被试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为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18
)和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22
)。两组被试先完成 SCS 量表和 IOS 问卷，以考察两组被试在初始自我建构方式和对朋
友的亲密度上是否存在差异。
Sui 和 Han(2007)在探究不同自我建构类型对面孔识别相关神经活动的研究中使用了代
词圈定任务，编制了中文版的代词圈定材料，具有较好的启动效果。因此，实验 2 也借鉴
这一方法来对被试的自我建构方式进行启动操作。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正式实验分为 2 个区组，具体操作过程同实验 1。在进行第一个区组前，首先对被试

进行自我建构的启动操作，即要求被试阅读给定的三段材料。两组被试阅读的材料内容是
相同的，只是材料中包含的人称代词不同，独立我组阅读的材料主语均为“我”“我的”
等，互依我组所有主语“我们”“我们的”。被试阅读完材料后，要求其圈出材料中出现
的所有人称代词。为了在第二个区组中进一步巩固情境性自我建构的启动效果，在开始前
继续进行相同自我建构方式的激活。
脑电被试完成所有博弈任务后，要求他们尽量在 3 分钟内完成以“我”为开头的句子
10 个。收回问卷之后，选择两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所写句子进行编码。这两位心理学研究生
并不了解被试的分组情况。编码时，如果所写句子属于独立型自我建构描述 (如，我很乐
观)编码为 1，如果所写句子属于互依型自我建构描述(如，我是学生)则将其编码为 2。被试
完成的 10 个句子中，编码为 1 的句子个数为个体在独立型自我建构描述上的得分，编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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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句子个数为其在互依型自我建构描述上的得分。将这两名研究生编码取平均数作为被
试的独立型、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描述分数。
4.3.2 实验程序
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和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的金钱博弈实验程序均同预实验。
4.3.3 脑电的记录及分析
脑电记录同预实验。
对 FRN 和 P300 平均波幅进行了三因素混合方差分析。其中，启动组别 (独立组 vs 互
依组)作为被试间变量，参与博弈类型(自己操作 vs 自己赢钱后看朋友博弈 vs 自己输钱后
看朋友博弈)和结果效价(获益 vs 损失)作为被试内变量。实验数据通过 SPSS 16.0 进行分析，
其中当 sphericity 假设违背的时候，采用 Greenhouse-Geisser 矫正，并应用 Bonferroni 矫正
进行多重比较分析。
4.4 结果
4.4.1 问卷结果检测
对两组被试在自我包含他人问卷(IOS)及一般自我建构量表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
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对朋友亲密程度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 = 0.61)。对两组被试
在自我建构量表上独立我维度和互依我维度的得分进行 2 × 2 混合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
试组别及量表结构的主效应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s > 0.32)。
4.4.2 情境性自我建构激活效果
为检验代词圈定启动方法的操作效果，对独立我组及互依我组句子完成数量进行 t 检
验，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独立我组、互依我组句子描述差异统计分析表

组别
独立我组

独立我句子数

n

M

SD

t

p

Cohen’s d

18

6.17

1.54

7.86

< 0.001

1.62

互依我句子数
独立我句子数

3.22

2.06

3.45

1.11

5.59

1.74

22

互依我组
互依我句子数

-4.94

< 0.001

1.47

由表 1 可以看出，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个体的独立我描述句子数量显著高于互依我
描述数量，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个体的互依我描述句子数量显著高于独立我描述数量。
这说明，本研究选择的代词圈定任务可以启动被试不同的状态性自我建构方式，实验的操
纵是有效的。
4.4.3 FRN 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启动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参与博弈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37) = 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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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1, η2p = 0.60)。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当被试自身进行博弈时 FRN 的波幅最大(12.34 ±
0.97 μV)，其次是被试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6.46 ± 0.82 μV)，平均波幅最负的是被试
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5.22 ± 0.86 μV)，这三个条件两两相比差异均达到了显著的水
平(ps < 0.01)。结果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1,38) = 29.02, p < 0.001, η2p = 0.43)，损失结果(6.63 ±
0.82 μV)比获益结果(9.39 ± 0.82 μV)引起了更负的 FRN 波幅。由于假设不同自我建构方式
下个体对朋友得失的结果评价模式可能会存在差异，我们对结果效价在启动组别和参与博
弈类型上的差异进行了简单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独立自我建构启动组，自我操作条件
下损失(9.31 ± 1.47 μV)比获益(14.67 ± 1.68 μV)引发的 FRN 波幅更负(F(1,38) = 16.69, p < 0.001,
η2p = 0.31)，但在自己赢钱后观看朋友博弈和自己输钱后观看朋友博弈两种条件下，损益之
间没有显著差异；在互依自我建构启动组，自我操作条件下损失(8.95 ± 1.33 μV)比获益
(16.44 ± 1.52 μV)引发的 FRN 波幅 (F(1,38) = 39.87, p < 0.001, η2p = 0.51)更负，自己输钱后观
看朋友损失(5.59 ± 1.16 μV)比获益(7.42 ± 1.20 μV)引发的 FRN 波幅(F(1,38) = 4.38, p = 0.04, η2p
= 0.10)更负，但在自己赢钱后观看朋友损失和获益之间差异不显著(见图 6 和图 7)。
4.4.4 P300 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启动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参与博弈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2,76) = 67.25,
p < 0.001, η2p = 0.64)。事后比较结果表明，当被试自身进行博弈时 P300 的波幅最大(19.23 ±
1.26 μV)，其次是被试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10.57 ± 0.92 μV)，平均波幅最低的是被
试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9.55 ± 0.94 μV)，三个水平两两相比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ps < 0.05)。结果效价的主效应显著(F(1,38)= 9.73, p= 0.003, η2p = 0.20)，获益结果(13.73 ±
0.96μV)比损失结果(12.51 ± 0.91 μV)引起了更大的 P300 波幅。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独立
型自我建构启动组，自我操作条件下获益(21.94 ± 2.14 μV)比损失(18.65 ± 1.77 μV)引发的
P300 波幅更大(F(1,38) = 7.79, p = 0.008, η2p = 0.17)；自己赢钱后观看朋友损失(10.95 ± 1.49
μV)比获益(8.54 ± 1.48 μV) 引发的 P300 波幅更大(F(1,38) = 5.61, p = 0.02, η2p = 0.13)；但是在

自己输钱后观看朋友损益结果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自我操作条
件下获益(20.45 ± 1.94 μV)比损失(15.90 ± 1.60 μV)引发的 P300 波幅更大(F(1,38) = 18.30,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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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 η2p = 0.30)，但在另外两个条件下损益引发的 P300 差异均不显著(见图 6 和图 7)。

图 6 实验 2 的结果 (A) 独立我启动组和互依我启动组自己进行博弈时在 Cz 点上的平均波形图；(B) 独立我启动组和互依我启动
组自己获益后观看朋友博弈时在 Cz 点上的平均波形图；(C) 独立我启动组和互依我启动组自己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时在 Cz 点上
的平均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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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被试不同操作条件下 FRN 和 P300 波幅的平均值和标准误的比较(***p < 0.001; **p < 0.01; *p < 0.05)。“self”代表自己操作的
条件，“sw-f”代表自己获胜后看朋友博弈的条件，“sl-f”代表损失后观看朋友博弈的条件，“inde-win”代表独立组启动赢钱的
条件，“inde-lose”代表独立组启动输钱的条件，“inter-win”代表互依组启动赢钱的条件，“inter-lose”代表互依组启动输钱的
条件

4.5 讨论
在实验 2 中，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个体自身得失影响朋友结果评价的模式是否会受到
不同自我建构方式的调节。研究结果发现，在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观看朋友博弈所引
发的电生理反应模式与实验 1 所得到的结论一致。表现为，当自身在博弈中获益后，观看
朋友得失所引发的 FRN 和 P300 差异均不再显著；而当自身遭受金钱损失后，虽然观看朋
友输赢在 FRN 差异上仍然显著，但朋友赢钱相比于输钱
再引发更大的 P300 波幅。该结果一方面再次验证了实验 1 的研究结论，另一方面也说
明互依型的自我建构方式是中国文化下个体的一种默认思维和加工模式。
然而，启动被试独立型自我建构后，无论是在自身赢钱还是输钱的条件下，对朋友的
结果评价模式都与互依我启动组有所差异。具体而言，无论自身得失，朋友损益结果之间

的 FRN 差异均不再显著。在晚期电生理指标上，虽然在自己损失后观看朋友得失引发的
P300 差异不显著，但在自己获益后，观看朋友的博弈损失相较于获益引发了更大的 P300
波幅。结合前文关于 FRN 和 P300 意义的探讨，可以对独立我启动组的被试观看朋友金钱
得失时的脑电结果做如下解释：当自己处于相对优势(获益)的处境时，朋友的输赢结果在
评价早期并不会引起个体的电生理反应差异，但在晚期评价阶段朋友输钱相比于赢钱会激
发起个体更强的动机和情感水平；当自己处于相对劣势(损失)的境遇时，不论是对结果评
价的早期还是晚期阶段，朋友输赢之间的电生理反应差异都不再显著了。总的来说，两组
自我建构方式的被试在对朋友结果评价模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在自己获益后，独立我
启动组相比于互依我启动组在晚期控制加工阶段表现出更多对朋友损失的情感动机反应；
在自己损失后，互依我启动组相比于独立我启动组看到朋友输钱在早期快速评价阶段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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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强的预期错误反应。
之前的很多研究也探讨了自我建构方式对他人结果评价过程中的反应模式的影响作用。
例如，在 Kitayama 和 Park(2012)的研究中要求欧洲裔美国被试和亚洲被试在 flanker 任务
(也称侧抑制任务)分别为自己赢钱和为朋友赢钱，并在这个过程中记录他们的错误相关负
波(error-related negativity, ERN) (人们在做出快速的、冲动性错误后的 50 ～ 150 毫秒会出
现电位的负偏转)。结果发现，在欧洲裔美国被试中(多为独立型自我建构)，为自己赢钱条
件相比于为他人赢钱条件在错误试次上引发的 ERN 波幅更大；而在亚洲被试中(多为互依
型自我建构)，两种条件下的 ERN 波幅没有显著差异。Varnum 等 (2014)的研究表明，当成
功启动中国被试的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时，为朋友赢钱便不再会引发像为自己赢钱一样强
度的奖赏体验了。最近，Zhu 等 (2020)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当要求被试为朋友进行博弈时，
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相比于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在输赢结果上引发的 FRN 差异更
大。而以西方独立型自我建构者为被试的博弈任务中，研究者也发现当个体预测其他博弈
者可能会更成功时，观察到他人的金钱损失会引发自己更大的 P300 波幅(Baker & Holroyd,
2011)。
那么，如何来解释上述由自我建构方式所带来的朋友结果评价模式差异呢？很多研究
者认为，持互依型自我建构者自我概念中包涵更多亲密他人成分，因此对他人的利益得失
更为关注；而独立型自我建构者有更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因此更多关注自身利益而非
他人的损益，甚至还倾向于将其他博弈者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从大脑作用机能的角度来
说，不同自我建构带来的加工方式差异可能受到内侧前额叶(mPFC)神经反应的动态调节
(Chiao et al., 2009, 2010)，而这一脑区又与自我加工过程密切相关 (Walsh & Anderson, 2012;
Macrae et al., 2004)。例如，Chiao 等 (2009)发现，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在进行自我描述时内
侧前额叶上有相对更强的激活，而互依型自我建构者在描述关系型自我时(如判断他们与母
亲特质上的相关)有相对更强的激活。Ng 等 (2010)所做的研究也发现，当通过中国文化符
号启动被试的互依型自我建构方式时，思考母亲和自我之间的内侧前额叶活动差异明显降

低；而通过西方文化符号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后，在内侧前额叶活动上出现了相反的
趋势。综上所述，可以将实验 2 的结果做如下解释：相比于启动互依型的自我建构方式，
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可能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更强，进而导致其自我概念中与朋友之间的
共享表征变小，表现为对朋友得失结果的忽视和冷漠现象；与此同时，独立型自我建构者
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可能还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自我中心倾向，将朋友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表现为在晚期加工阶段有更强的动机看到朋友输钱。

5 总讨论
本研究采用 FRN 和 P300 作为神经电生理指标，在真实的金钱博弈任务中，探讨了自
身获益或损失对朋友结果评价分别会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模式是如何受到个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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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构方式调节的。对于本研究三个实验所得出的结果，总的讨论如下。
预实验和实验 1 的结果表明：当朋友得失结果不涉及到与自身损益做比较时，人们会
对朋友的得失产生与自身博弈结果相一致的电生理反应模式；当自己因损失处于相对弱势
的地位时，虽然朋友的损失对个体而言仍然是一种预期错误，但看到朋友赢钱便不再会引
发个体更强的情感动机了；当个体因获益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时，可能因有更强的自我中
心主义倾向而对朋友的得失结果不再关注。究其原因，或许在于个体自身参与到博弈任务
中后自我关注倾向提升，加之社会比较的方向不同，所以导致与朋友之间的共享心理表征
会发生暂时性的变化，进而表现为对朋友的结果评价模式上的不同。上述结果也可以理解
为，人们在“穷”时倾向于对朋友相似的遭遇产生“同病相怜”之感，而在“达”时容易
有“为富不仁”的心态，对朋友的利益需求较为冷漠。这可以与国外的调查结果相呼应，
即低收入家庭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比例比高收入家庭更高(Greve, 2009)。其中，年收入在$
25,000 以下的美国家庭用于慈善捐助的比例为 4.2 %，而收入超过$ 100,000 的家庭该比例
仅为 2.7 % (Toppe, Kirsch, & Michel, 2001)。由此看来，我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所提出的“穷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要求，是有其关于人性的深刻见解的。总之，通过预实验
和实验 1 的结果可以推知，对朋友的结果评价模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个体自身所处
相对境遇的不同而有所区别，这可能涉及到社会比较过程中与朋友之间共享表征及相应心
态的动态变化问题，而其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今后更为深入的探讨。
实验 2 进一步揭示了不同自我建构者在自身经历得失后，对朋友的结果评价模式上的
差异。结果表明，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相比于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面对朋友的得失
时表现得更冷漠和具有竞争性，具体表现为：在自己获益后，独立型自我建构者在晚期评
价阶段表现出更多对朋友损失的期待，这可以理解为他们有更强的动机看到朋友输钱；而
自己遭受损失后，互依型自我建构组对朋友的金钱损失表现出更强的预期错误反应，可能
说明他们对朋友的博弈失败有更多“同病相怜”感受。正如本文之前所讨论的，独立型的
自我建构方式强调个体自身的独特性，这会强化人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在追逐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视朋友为利益竞争者，进而导致对朋友结果评价过程中的心态失衡现象。
事实上，很多学者曾经就独立型自我建构方式或个人主义认知模式在人际关系中的消极作
用有过深刻阐述(Gergen, 2009/2017)：一方面，对自我独立性的强调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个
体潜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也正因如此才建成了现代政治、法律、商业、教育、科技等人
类文明大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对有界、离断、独立、理性的过度强调最大的问
题是自我中心，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很难看到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一致性，习惯于零和思维，
骨子里难以相信任何人，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界限分明，缺少温情、善意
与友爱。实验 2 的结果为上述论断提供了电生理学方面的证据，同时也对团体氛围的营造
有潜在的启发意义，即互依型自我建构方式更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融洽。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局限，可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克服和改进。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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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观察者将注意集中于朋友的金钱得失结果上，本研究 借鉴前人做法 (杨帅 等,
2014)，要求被试在观看过程中默数朋友选“大”的次数。这一方面能提高对朋友得失的关
注度，但另一方面会增加被试的工作记忆负荷，占用其一部分认知资源，从而可能对其结
果评价模式产生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设法避免以上缺陷，对本研究结果进行重复
验证。其二，同样是探讨自身得失对朋友结果评价影响的电生理反应，本研究实验 1 的结
果与 Zhang 等人(2020)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实验任务不同有关：本研
究要求被试在博弈中寻找数字变化的规律，因此博弈的输赢会被视为是否找到规则的能力
反映；而 Zhang 等人(2020)的博弈任务仅仅需要被试进行选择便会给出输或赢的结果，更
多的会被理解为运气的比拼。这提醒我们，在结果评价过程中导致得失的原因也是影响个
体心态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未来研究中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区分，比较能力或运气
所导致的成果或失败结果是否会导致个体评价过程中心态上的不同。其三，本研究选取了
FRN 和 P300 这两个与结果评价有关的脑电成分作为反应指标，虽然可以较为敏感地捕捉
到被试因情境不同而产生的心态微妙改变，但仍然缺乏可以相互对照和印证的指标。今后
可以借助于脑成像技术进一步揭示自身得失影响朋友结果评价的神经加工机制问题，或从
大脑动态网络连接的视角分析启动不同自我建构方式是如何影响人们看待观察他人得失的
神经激活模式的，从而从多个角度和水平检验本研究的结论。最后，本研究试图通过启动
不同自我建构方式来揭示自身得失影响对朋友得失结果评价的文化模式差异，虽然启动效
果的操作有效，但我们选取的被试毕竟是成长于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大学生。因此，实
验 2 关于启动独立型自我建构者的神经反应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典型的文化特异
性结果，是有待商榷的。未来研究中，可以在真实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进一步检
验实验 2 的研究结论。

6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对朋友得失的结果评价模式随个体自身是获益还是损失而有所区别，自己处于优势
位时更容易表现出对朋友得失的漠视，这可能与此时个体具有更强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有
关；(2) 相比于互依型自我建构启动组，独立型自我建构启动组在面对朋友的得失时表现得
更冷漠和具有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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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alternative evaluation responses to watching the
gambling results of one’s friends can be affected by self-interest concerns. However, until now, no
systematic discussion is available addressing whether one’s own different gains and losses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evaluation mode on a friends’ gambling results; moreover, it remains
unclear how this effect mode is modulated by the mode of an individual’s self-construction.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is conducive to identify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self-other sharing
repres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mplex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oward understanding people’s ment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study presents a step by step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problems
via classic monetary gambling tasks in three separate experiments using the FRN and P300 as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 indexes.
This pilot study mainly investigated the evaluation model for a friends’ gambling results
without involving one’s own gains and losses. This aimed to verify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provided a baseline level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sponses to the evaluation of a friends’ gambling
results. A total of 17 subjects and their same-sex friends participated in this pilot study. When an
individual only observed but did not participate in gambling in person, such observing of a
friends’ gambling results can generate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 mode similar to own gains
and losses. Many researchers suggested that such “mirror image” processing represented evidence
for sharing presentations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his friends, i.e., the part that involves friends
in people’s self-concept.
Experiment 1 explored the neural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s that occur in the two parties
when one observe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friend after he himself has had the experience of
losing and winning money in gambling. A total of 38 subjects and their same-sex friends were
recru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number of monetary gambling task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del for one’s evaluation of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friend could indeed be influenced by his
own gains and losses. When one benefitted from gambling, the FRN and P300 discrepancies
resulting from see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friends we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However, when
one suffered monetary losses from gambling, although the discrepancy in FRN regarding seeing
friends’ gains and losses remained significant, friends’ gains no longer elicited a higher amplitude
of P300 than their losses.
Experiment 2 further addressed the previous situational self-reconstruction initiation pattern
and investigated whether the neural response modes for the influence of one’s own gains and
losses on the evaluation of friends’ gains and losses would differ under different modes of selfconstruc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the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initiation group, the
electrophysiological response mode that results from watching friends’ gambling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 obtained in Experiment 1. However, after initiation of the in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s, the evaluation mode of the gambling results of a friend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initiation group. In terms of the FRN index, regardless
of one’s own gains and losses, the differences in FRN for friends’ gains and losses we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the P300 index, the P300 discrepancy resulting from watch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friend after suffering own losses was not significant. However, after having gained
benefits, a higher P300 amplitude was induced by watching friends losing money in gambling
than when watching them gain money.
In summary, this study shows that: (1) the evaluation model for one’s friends’ gains and
losses differs depending on the own experienced gains and losses. Under favorable conditions, an
individual is more inclined to show indifference to his friends’ gains and losses, which may be
because the individual employs stronger egocentric tendency in such a case. (2) The in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initiation group shows more indifference and competition when observ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a friend than in case of the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ction initiation group.
Key words self- other representation, monetary gambling task, self-construal, FRN, 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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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IOS 量表
请选择最能代表你和一同来做实验朋友关系的一对圈圈，在相应的圈圈上打√。

2. SCS 量表
请仔细阅读以下问题，每个问题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有 7 种选择。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相应的数字上划“√”。

非
常
不
同

基
本
不
同

有
点
不
同

无
所
谓

有
点
同
意

基
本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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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意

意

我尊敬我所交往的权威人物
与其被误解，不如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周围人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乘车时我会主动为老师让座
我尊重那些谦虚的人
当我被单独表扬或奖励时，我感到舒服
我在家里和学校里的表现始终如一
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经常感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比我自己取得的成绩更重要
当见到相识不久的人时，我就自然的直呼其名，即使他们的年龄比我大
得多
我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尊重集体的决定是重要的
如果我所在的群体需要我，即使我待得不开心，我也会仍然留在那里
即使我的观点与群体成员不一致，我也会避免争论
对我来说，与他人维持一种融洽的关系非常重要
在课堂上发言对我来说不成问题
对我来说，保持活跃的想象很重要
对我来说，我主要关心的是能够照顾我自己
不管和谁在一起我的表现始终如一
如果朋友遇到挫折，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她)
与刚认识的人交往时，我喜欢直截了当
我乐意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
独立于他人的个性特点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制定教育/职业计划时我应该考虑我父母的建议

3. 独立我启动材料

你好，请你一边仔细阅读下面的小短文，一边用笔圈出所有文中出现的“我”“我
的”这两个人称代词。
我自己常去乡村玩。乡村的风景有如写意的山水画，会让我的心变得十分宁静。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我的眼里尽是生机勃勃的绿，偶尔有不知名的小花闯入我的
眼睑，增添我的欢喜。有时候，我自己会采摘一些，编成花冠戴在我的头上。有
时候，我静静地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看蓝蓝的天上朵朵白云飘荡。高远的天空，
飘忽的白云，给我自己无限遐想。有时候，我也在田野里奔跑，放飞我的风筝，
也放飞我的梦想。当我来到乡村，当我路过小桥流水，当我躺在田野里看白云，
或者跑着放风筝，我想，我一定也是那写意山水的一道笔墨了吧。
请问，短文中 “我”“我的”各运用了几次？
4. 互依我启动材料

你好，请你一边仔细阅读下面的小短文，一边用笔圈出所有文中出现的“我们”和“我们
的”这两个词。
我们常一块去乡村玩。乡村的风景有如写意的山水画，会让我们的心变得十分宁静。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我们的眼里尽是生机勃勃的绿，偶尔有不知名的小花闯入我们的眼睑 ,增添
我们的欢喜。有时候，我们自己会采摘一些，编成花冠戴在我们的头上。有时候，我们静
静地躺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看蓝蓝的天上朵朵白云飘荡。高远的天空，飘忽的白云，给我
们自己无限的遐想。有时候，我们也在田野里奔跑，放飞我们的风筝，也放飞我们的梦想
当我们来到乡村，当我们路过小桥流水，当我们躺在田野里看白云，或者跑着放风筝，我
们想，我们一定也是那写意山水的一道道笔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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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短文中 “我们”和“我们的”各运用了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