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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个人对这篇文章的理论推导和方法均有较大的疑虑，但尚有改进的可能性。如能严格论

证，结论还是具有一定贡献和应用意义的。具体意见见附件。 

本文通过一系列实验验证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选题本身具有一定的

理论意义，但就理论论述和方法上还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量： 

 

意见 1：理论方面 1 

    本体安全感的概念阐述过于简略。应补充该概念在过往研究中是如何测量或者操纵的却

没有详细介绍。以及该概念与常见的控制感、自尊等相关概念的联系和差异。进一步明确这

一概念也有利于理顺后面假设的逻辑。例如对于假设 1 而言，“当消费者的本体安全感受到

威胁时，消费者对家乡品牌的偏好增加。”除了本体安全感，其他威胁如控制感、社会排斥

等等威胁是否都会提高人们对家乡品牌的偏好?提出这一质疑并不意味着作者需要研究这些

可能性，只是补充这部分论述可以解答读者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研究的是“本体安全感”而

不是其他的那些变量。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根据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我们将详细解释本体

安全感这一概念，以及过往研究中的测量和操纵方法；第二，我们将解释本体安全感这一概

念与其他相关概念（控制感、自尊和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最后，我们将解释为何

本研究选择“本体安全感”作为研究的自变量。 

（1）本体安全感的概念来源于吉登斯关于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的研究(Giddens, 1990)，

它用来描述人们对于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连续性的信心(Dupuis & Thorns, 

1998)。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本体安全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安全平台，就像是一种

自我保护的外壳，用于支撑和抵抗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不确定性或风险(Kent, 2016)。因

此，本体安全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本体安全感来自于人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互

动，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规秩序和实践帮助人们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和稳

定感，让人们相信自己所处的环境是稳定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第二，这种与外部环境的

稳定互动和对稳定感的信心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稳定发展的个体，即人们认为过去、现在和未

来自我之间是连续的和统一的，由此形成了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的信心。本体安

全感的这两个特征存在相互关联，一方面，当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稳定互动，建立起稳

定的日常生活秩序时，人们会感觉到自我的发展是连续和统一的，从而感到本体安全；另一

方面，当感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是连续发展时，也会增加人们对所处环境稳定性的信

心，从而形成本体安全感知。  

由于以往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其研究主要为基于访谈形式的定

性研究。例如，Hawkins 和 Maurer (2011)通过访谈受到飓风影响的家庭，来考察自然灾害所

导致的社区破坏和流离失所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类似地，Phipps 和 Ozanne (2017) 将本



体安全感的概念引入营销领域时，也是通过访谈形式来探索干旱时期政府的限水政策如何打

乱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秩序，以及消费者如何应对这些打乱。因此，本研究首次尝试使用实

验方法操纵本体安全感的状态，采用定量方法检验个体在不同本体安全感状态下的品牌偏

好。 

（2）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其他一些概念相关，但也存在区别。本体安全感与控制感

不同，控制感指的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能够对外部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进行预测、解

释和影响(Burger, 1989)，强调人们对外部事件的掌控；而本体安全感指的是人们对于自我和

外部环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信心(Giddens, 1990)，强调外部环境对自我存在的影响。 

类似地，自尊这一概念也与本体安全感有所相似。自尊指个体对于自身的评价和判断，

是自我概念中的重要内容(Kernis, 2003)，通常是一种稳定的个人特质。尽管本体安全感这一

概念也涉及自我，但更多强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社会排斥指个体被忽视、被孤立或被排挤的状态(Twenge, Baumeister, Tice, & 

Stucke, 2001)，也会对人们的心理带来消极影响。然而，社会排斥反映的是个体与其他社会

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本体安全感则强调个体与外部环境（既包括社会环境，也包括自

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自我存在的影响。 

除此以外，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生命安全感可能也有所相似，但仍是不同的概念。

生命安全感通常涉及自然灾害、战争等会威胁到人们生命安全的信息，或是得知亲友或其他

人的离世信息 (柳武妹，王海忠，何浏，2014)，强调的是某些外部事件或信息对于人们生

命安全的威胁感；而本体安全感则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

和常规秩序被打乱，因而对自我连续发展的信心降低。也就是说，从概念的角度出发，本体

安全感威胁并不需要触发人们对于生命安全的担忧，而是考虑在生存的前提之下，如何稳定

发展的问题。 

（3）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并不同于其他的相关概念（如，控制感、自尊、社会排斥和

生命安全感），它不仅强调人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有序和可预测的互动，也强调了这

种稳定互动与人们自我存在的连续性感知的相关性。现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主要关注自

然灾害（如飓风、洪水等）对人们心理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在其他

领域（如消费领域）可能发生的心理或行为改变。本文关注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环境和秩序造

成破坏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如全球化、自然灾害等）会如何对人们的消费偏好产生影响。具

体来说，这些事件让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威胁到其本体安全感，使人们寻

求从与家乡这一稳定的个人—地理心理联结中获得心理保护，从而增加了人们对家乡品牌的

偏好。因此，本文以“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作为研究变量，并将这一概念延伸至营销领域，

试图探索本体安全感威胁状态下消费者的品牌偏好及其心理机制。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解释和阐述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并重新梳理了

现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进行了简要对比，以说明

本研究选择本体安全感作为研究变量的原因。具体可参见修改稿问题提出部分(pp. 2-3)。 

 

意见 2：理论方面 2 

    家乡品牌的文化范畴和界定。例如对于一个意大利人而言，其奢侈品品牌属于国际品牌

还是家乡品牌?而对于中国品牌而言，家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的差异除了产地、品牌来源以

外，往往还意味着品质、价格等等的差异，这一概念界定问题也会反应在后面的研究方法部

分。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 

首先，我们希望向您解释家乡品牌在本研究中的界定和范畴。家乡品牌指那些来自消费

者家乡的品牌。因此，如果要对家乡品牌作出界定，首先需要对家乡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家



乡指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Huang, Hung, & Chen, 2018)，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

家乡这一概念的认知可能是模糊的。家乡可以小到是一个村庄、一座城，也可以大到是一个

国家(Huang et al., 2018)。例如，对于面对文化冲击的海外移民来说，家乡的概念更有可能是

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城镇，而对于一个跨省求学的大学生而言，家的概念可能是他

成长的省份。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并未将家乡的概念局限于城镇和地区，而是将人们在特

定情境下头脑中被激活的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点（村庄、城镇或国家）定义为家乡。基于此，

我们将来源于家乡边界范围内的本国或本地的品牌定义为家乡品牌，包括本国品牌(Zhang, 

2015)和本地品牌(Davvetas & Diamantopoulos, 2016)。 

需要向您解释的是，本研究中家乡品牌的“家乡”仅表示品牌的来源地，而并不意味着

该品牌仅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范围内生产或销售。因此，本研究中的家乡品牌与您所提到的

国际品牌处在不同维度，两者并不冲突。例如，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华为和小米都是在世

界范围内销售的品牌，可以被视为国际品牌，而从品牌来源地的角度来看，二者也都可以被

视为家乡品牌。同样，对于一个意大利人而言，其本国的奢侈品品牌的确属于家乡品牌，而

如果该品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营销和销售，该品牌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国际品牌。 

此外，我们认同您所提到的，家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之间除了产地和品牌来源地以外，

还可能存在受欢迎程度、品质和价格等方面的差异。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设计了实验 2

和实验 3，并对不同品牌之间的受欢迎程度、吸引力、品质和价格进行了预测试，以确保家

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之间仅在品牌来源地维度上存在差异，而在其他维度上并不存在差异。

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相关汇报，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和实验 3 部分(pp. 10-17)。 

 

意见 3：理论方面 3 

    本人对自然情境这一调节变量的引入存在疑虑。一是，自然情境固然有稳定心理的效果，

但也并非总是如此，例如野外环境带来的安全感忧虑。二是，在后面的实验操纵 (实验 3)

的自然情境并不干净，也可能是由于自然环境启动了人们对地理概念的联想，从而导致家乡

品牌被偏好。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自然情境这一调节变量并不是直接验证作者提议的心理过

程(家乡依恋)，反而更像另一种操纵本体安全感的方式，贡献有限。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 

首先，我们希望向您解释本研究中自然情境展露这一调节变量的概念和界定。自然情

境展露这一概念来源于医疗卫生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强调自然情境展露能够改善人们的生理

健康和心理健康。在这一概念中，自然情境并不包含所有大自然线索，而是特指那些能唤起

人们心理上与自然产生联结的情境刺激线索(Chow & Lau, 2015)。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

能够与人们心理上产生联结的自然情境大多与人类进化过程中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有关。这

是因为，对原始人类而言，只有在能为其提供食物、资源和庇护的自然环境下才能使其生存

和繁衍(Bailey & King, 2010)，因此具备这些条件的自然环境成为他们的自然栖息地。在不

断学习如何寻找自然栖息地的过程中，人们了解到什么样的自然元素能够帮助自己提高生存

机会，由此产生积极的生存价值(Ulrich, 1993; Gagliardi & Piccinini, 2019)。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才会无意识地将自己和自然相联结，将自然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Naess，1993)，将与

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与自己进化本源的联系(Wilson, 1984)，进而与自然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

结。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调节变量中的自然情境，准确而言，应当被定义为“自然栖息地情

境”，为了避免引起读者误解，我们在修改稿中将调节变量名称由“自然情境展露”修改为

“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 

综上，我们研究中所指的自然情境刺激仅包括那些能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产生联结

的自然栖息地情境刺激线索，而其他的会带来安全感忧虑的不适宜生存环境并非人类进化过

程中所依赖的情境，通常难以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的联结，因此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



内。为了区分自然栖息地情境和其它非自然栖息地情境，我们在新设计的实验 3 中增加了对

其他非自然栖息地情境的操纵，以检查和区别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然情境展露的作用。 

第二，对于您所提出的自然环境启动了人们对地理概念的联想的问题，我们认为因为

地理概念联想所干扰实验效应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其原因是我们的非自然情境的实验材料也

同样启动了地理概念，因此并非仅是自然环境展露单方面地激活了地理概念而产生了实验效

应。然而，在原来的实验 3 操纵中，的确可能存在自然环境操纵（葡萄庄园）启发产品属性

（如葡萄酒的品质）联想问题，并且我们也未能将自然栖息地和那些不适宜居住的自然情境

区分开来。为此，我们对调节变量的操纵方式进行了重新设计，并重新开展了实验 3。具体

而言，我们通过选择与产品属性无关的自然情境作为产品海报背景来操纵不同情境展露。我

们在实验 3 的预实验中检查了被试对实验刺激物的感知，发现无论是栖息地或非栖息地的自

然情境展露，或是城市情境展露，都未能让被试对海报中产品的属性（受欢迎程度、吸引力、

质量）等方面的感知表现出显著差异。 

具体而言，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情境展露，被试对两个葡萄酒产区的感知吸

引力(F(1, 142) = 0.87, p = 0.42)和好感度(F(1, 142) = 0.69, p = 0.50)均没有显著差异。此外，

对于不同的情境展露，被试对两个葡萄酒产区所出产的葡萄酒在感知受欢迎程度(F(1, 142) = 

0.42, p = 0.66)、感知吸引力(F(1, 142) = 0.43, p = 0.65)和感知品质(F(1, 142) = 0.40, p = 0.67)

上也没有显著差异。 

第三，对于您所提出的调节变量并未验证心理过程，而是另一种对本体安全感的操纵

方式的问题，我们认为并非如此。首先，自然栖息地展露并不等同于本体安全感操纵。本体

安全感是人们对外部环境和自我存在的一种感知状态，通常融入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太为人

所感知，只有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受到威胁时，这个不易觉察的概念才会被凸显

(Skey, 2010)。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们难以操纵被试在常态化生活中的本体安全感水平，只

能操纵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人们的本体安全感水平。而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本身不是一种

操纵本体安全感水平的变量，因为当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处于常态水平时，自然栖息地情境展

露也并不会提高人们感知的本体安全感水平。相反，只有当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

自然栖息地情境能够成为帮助人们恢复本体安全感水平的线索或者策略。因此，我们提出自

然栖息地情境展露作为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影响中的调节变量。 

其次，就心理过程而言，自然栖息地展露激活了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类家乡依恋。伴

随着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人们与自然栖息地之间建立起类似于个人与家乡一样的稳定的个

人—地理位置心理联结。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不仅可以依靠与

家乡的情感联结（即家乡依恋）来抵制本体不安全感，还可以依靠其他可用的心理资源，包

括他们与自然栖息地的情感联结（即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点依恋）来对抗本体安全感下降所带

来的威胁感。具体而言，人们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特定自然元素的反应和辨别

能力，能够快速辨别出为其提供食物、资源和庇护的自然栖息地环境(Bailey & King, 2010)。

也就是说，自然栖息地的情境展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助于生存的自然环境线索。当人们面

对展露于自然情境的机会时，往往会无意识地将自己和自然相联结，将自然看作是自我的一

部分(Naess，1993)，将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与自己进化本源的联系(Wilson, 1984)，进而与

自然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自然作为栖息地(广泛意义上

的地点)的一种依恋。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点依恋不同于家乡依恋，它来自于人类进化历

程中的积累，是人们对那些能为人类发展提供庇护的自然环境的特定认识。当人们对自然这

个更广泛的地点产生依恋时，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Gagliardi & Piccinini, 2019)和无

威胁性(Ulrich, 1984)的特征可能能够帮助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用作应对本体安全感

威胁的资源，由此不再需要家乡依恋来缓解本体安全感威胁，从而使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对

消费者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减退或消失。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做了如下调整和修改：（1）我们明确了调节变量的概

念和界定，将调节变量名称由“自然情境展露”更改为“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强调与人

类进化过程中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有关的自然情境才是我们的研究情境；（2）我们重新开展

了实验 3，检查是否只有与栖息地有关的自然情境展露才能在本体安全感威胁与家乡品牌偏

好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3）我们在实验 3 中修改了对调节变量的操纵方式，以排除产品

属性联想所导致的品牌偏好问题；（4）我们重新写作了调节作用的部分，以更清晰地表明自

然栖息地情境展露在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影响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意见 4：研究方法 1 

    作者采用预实验检验本体安全感操纵的做法值得鼓励。然而，预实验中的操作、检验和

汇报均存在问题。 

i 尽管本文的主要贡献并非量表开发，但对于这样一个研究中的主要变量，自行编撰的

量表至少应该汇报测项的编写、筛选原则，并汇报信效度等基本信息。 

ii 既然是混合设计，那么汇报结果时也应该按照实验设计汇报包含重复测量的方差检

验，而不是分不同情景单独汇报。如经济和文化两种情景*威胁的交互没有显著效应的前提

下，再进一步汇报本体安全感的主效应检验即可。 

iii 检验操纵对情绪的影响是正确的做法。但情绪测项的选择应有依据。并且，更重要

的是，预实验既然发现实验操纵同时也会影响情绪，那么之后实验的结果不是否有可能被情

绪差异所解释么? 既然如此，至少应该增补新的实验数据以证明，即使情绪上有差异，但控

制掉情绪效应之后，原预测的效应仍然存在。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i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本体安全感威胁感知量表的开发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并汇报了

有关量表开发的基本信息。具体来说，本文根据本体安全感的定义和特点，借鉴了以往本体

安全感研究中的访谈内容(Phipps & Ozanne, 2017; Hawkins & Maurer, 2011)，开发了本体安全

感威胁感知量表。该量表采用李克特 7 分量表，用以测量个体感知到的周围环境与连续自我

的稳定性程度，由“此时我很难感受到我周围的世界是可靠和一致的”、“此时我相信我周围

的社会物质环境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此时我感觉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很难保持

一致”等七个语项构成。在对该量表进行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方差最大

化旋转方法总计提取 2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所有语项在第 1 个因子的负荷均大于 0.7(介

于 0.71 至 0.82 之间)，而在第 2 个因子上的负荷均小于 0.3，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

此外，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3，表明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具体可参

见修改稿预实验部分(p. 7)。 

ii 我们重新对预实验的数据进行了重复度量的方差检验，并在修改稿中重新汇报了数

据结果。重复度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本体安全感状态与场景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69) = 

1.07, p = 0.31 > 0.05)，但本体安全感状态对被试的感知本体安全感威胁影响显著(F (1, 69) = 

28.54, p < 0.05)。具体而言，相较于本体安全感没有受到威胁的被试(M 经济全球化 = 3.53, M 文化全

球化 = 3.59)，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组被试感知自己的本体安全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更高(M 经济全球

化 = 4.07, M 文化全球化 = 4.17)。具体可参见修改稿预实验部分(p. 7)。 

iii 首先，我们希望为您解释情绪测项的选择依据。现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表明，

当人们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可能会产生焦虑、担忧的负面情绪(Kinnvall, 2010)。因此，

本文在预实验中加入了对这两种负面情绪的测量。同时，为了了解本体安全感是否会对人们

的积极情绪产生影响，本文也在预实验中加入了“愉快的”和“兴奋的”两种积极情绪的测

量。结果发现，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组被试的焦虑和担扰情绪显著高于本体安全感未受到威

胁组的被试，但两组被试在积极情绪上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由于预实验的结果表明，本体安全感状态会对被试的焦虑和担忧情绪产生影响，

我们在后续的三个正式实验中也加入了对被试情绪的测量，并使用协方差分析来控制情绪和

其他变量对预测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被试情绪对于实验结果没有显著影响，控制了情绪

效应之后，实验预测的效应仍然存在。例如，在实验 1 中，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被试情绪之后，本体安全感和旅游地点的交互作用仍对被试参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F(1, 132) = 7.45, p < 0.01)。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在原稿中没有对此结果进行汇报。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在修改

稿中增加了相关汇报。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部分(pp. 8-17)。 

 

意见 5：研究方法 2 

对于家乡与非家乡品牌缺乏预测试的检验。包括两种品牌之间除了家乡 vs.非家乡以外

是否还存在其他差异。例如实验 1 和 2 中结果似乎都意味着选取的家乡选项比非家乡选项

更受欢迎。那么如果替换成其他同样受欢迎的非家乡选项，现有效应是否仍然存在呢? 例如

实验 2 中的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可比性值得探讨，如果换成俄罗斯?或者换成马来西亚留学生

来做该实验，结果会如何?实验 3 中有了操作检验，但没有检验两者在其他维度上的差异，

例如原产地品质、价格等等与家乡品牌操纵无关的感知应该不受操纵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 

家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除了品牌来源地之外，的确有可能存在受欢迎程度、价格、品

质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我们在正式实验之前进行了预测试，以表明家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

之间除了品牌来源地之外，在其他不同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根据您的建议，因此我们在

修改稿中增加了相关汇报。 

例如，在修改稿的实验 2 中，我们在正式实验前的预实验中测量了被试对于家乡省份

和非家乡省份所生产的收纳盒的感知受欢迎程度、吸引力、品质和价格是否合理，结果表明

来自不同省份的产品在感知受欢迎程度(F (1, 95) = 0.49, p = 0.49)、感知吸引力(F (1, 95) = 

0.00, p = 0.99)、感知品质(F (1, 95) = 0.11, p = 0.74)和感知价格合理性(F (1, 95) = 0.71, p = 

0.40)上均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 11)。 

另外，在修改稿的实验 3 中，我们也通过正式实验之前的预实验测量了被试对于两个

不同葡萄酒产区和来自不同产区的葡萄酒产品在不同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

情境展露，被试对两个葡萄酒产区的感知吸引力(F(1, 142) = 0.87, p = 0.42)和好感度(F(1, 142) 

= 0.69, p = 0.50)均没有显著差异。此外，对于不同的情境展露，被试对两个葡萄酒产区所出

产的葡萄酒在感知受欢迎程度(F(1, 142) = 0.42, p = 0.66)、感知吸引力(F(1, 142) = 0.43, p = 

0.65)和感知品质(F(1, 142) = 0.40, p = 0.67)上也没有显著差异。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3 部

分(pp. 14-15)。 

此外，我们认同您所提出的实验 2 中，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可比性可能存在问题。

因此，我们重新开展了实验 2，没有将家乡品牌延伸至国家层面，仅对比不同本体安全感状

态下，家乡品牌和非家乡品牌之间的偏好差异，以避免国家之前可能存在可比性的问题。具

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3)。 

 

意见 6：文中汇报 p 值的格式不统一，时而汇报精确值，时而汇报<.05/.001。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我们已经在修改稿中调整统一了 p 值的汇报格式。根据国际通用的汇

报格式，对于结果显著的 p 值，我们统一采用< 0.05/0.01/0.001 的格式进行汇报；对于结果

不显著的 p 值，我们则汇报精确值。 

 

意见 7：实验 1 中的交互效应，缺乏简单效应(即两两对比)的显著性汇报。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由于本体安全感和旅游地点的交互作用对被试参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确需要简单效

应分析来进一步检验变量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修改稿中增加了对实验 1 的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当本体安全感未受到威胁时，被试对家乡旅游景区的参观意愿和对非家乡旅

游景区的参观意愿没有显著差异(F(1, 68) = 0.57, p = 0.45)；而当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被

试对家乡旅游景区的参观意愿(M 家乡 = 5.66, SD 家乡 = 0.48)显著高于对非家乡旅游景区的参

观意愿(M 非家乡 = 4.27, SD 非家乡 = 1.44; F(1，64) = 17.94, p < 0.05)，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具体

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1 部分(p. 9)。 

 

意见 8：实验 2 和 3 都属于调节中介效应，那么一个选择 model 4 一个选择 model 8 的

理由是什么?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非常抱歉，原稿中我们出现了笔误，实际上在实验 2 中我们采用的也

是 PROCESS 中的 model 8 来检验中介作用。此外，我们重新开展了实验 2，并采用 PROCESS

中的 model 8 来检验中介作用。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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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2意见： 

这一研究关注本体安全感对家乡品牌的偏好，探究了二者关系的中介（家乡依恋）和边

界（自然情境暴露）。整体而言，由于本体安全感是一个新的概念，所以文章标题是吸引我

的。但看完文章后，我有下述想法和建议。 

 

意见 1：理论层面 1 

对于这篇文章，我最担心的是理论贡献。根据作者在引言中对观点的推理（本文认为，

消费者本体安全感遭受威胁后会更为偏好家乡品牌。这是因为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更

倾向于依恋可以提供常规生活和构建个人身份的家乡，以此寻求本体安全感恢复(Dupuis & 

Thorns, 2010)，从而增加了对家乡品牌的偏好(Debenedetti, Oppewal, & Arsel, 2014)，我感觉

是不是前人已经探究过本体安全感的威胁增加了寻求本体安全感恢复的需求，进而增加了家

乡品牌的偏好。如果前人对作者研究假设的前半段和后半段都已经开展过研究，那么这篇文

章的理论贡献究竟是什么？新在主效应，还是中介效应，还是边界效应？从暂时的批改稿中

我还看不出来。希望作者认真思考一下这一点。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 

首先需要向您解释的是，我们在原稿的引言部分的表述和文献引用上有所偏误，导致

没有能够很好地表达我们研究的理论贡献。因此，我们将根据您所提出的几点疑问来为您阐

述本文的理论贡献。 

首先，现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从总量而言相对较少，在为数不多的关于本体安全

感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探讨影响本体安全感的环境变化因素，以及

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的心理应激表现(Skey, 2010; Hawkins & Maurer, 2011)。这些研究发

现，人们在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会为了恢复其本体安全感而作出努力，如寻求稳定的住

所(Padgett, 2007)或新构建常规行为秩序(Hawkins & Maurer, 2011; Phipps & Ozanne, 2017)。

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多数来自于社会学领域，它们主要关注自然灾害（如飓风、洪水等）对

人们心理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在其他领域（如消费领域）可能发生

的心理或行为改变。2017 年，Phipps 和 Ozanne 首次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引入营销领域，

探讨了当消费者的常规行为受到扰乱时，消费者如何通过意义重构来建立新秩序的过程

(Phipps & Ozanne, 2017)。然而，迄今鲜有文献探讨消费者如何利用已有秩序来应对本体安

全感威胁的心理过程。本文的研究从消费者与家乡这一特定地点位置之间的已有秩序切入，

探索消费者本体安全感威胁与家乡品牌偏好之间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该研究首次将本体安

全感理论与品牌研究相联系，扩展了本体安全感理论的应用价值。 

其次，本文明确提出并实证检验了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影响的中介机制在

于对家乡的依恋。虽然本体安全感文献中指出受到本体安全感威胁的人们可能会寻求与稳定



住所的联系，但并没有研究直接提出和检查家乡依恋在应对本体安全感威胁过程中的作用。

本文在地方依恋相关文献基础上，将地方依恋的概念聚焦于具体的家乡，细化了地方依恋理

论的研究情境。地方依恋理论虽然强调个体与地方之间的心理联结，但较少从个人与地方环

境的稳定互动视角来关注这种心理联结产生的本源。本文聚焦于家乡依恋这一特定的情境，

从个人与家乡稳定互动视角来理解家乡依恋的心理本源，从而识别出家乡依恋在重塑稳定的

心理环境以应对本体安全感威胁时的作用，进而建立了家乡依恋在本体安全感威胁与家乡品

牌偏好之间的中介模型。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在于识别了本体安全感与家乡依恋的理论

联系，并以此解释和连接了本体安全感这一内隐的心理感知与家乡品牌偏好这一外显经济行

为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三，本文还采用另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类家乡变量——自然栖息地概念，来检查

激活个人与地点之间稳定互动联系在应对本体安全感威胁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自然栖息地

展露激活了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栖息地稳定互动的情感联结，从而替

代或减弱了家乡依恋（因为其同样也是通过建立人与地点环境的稳定互动联结来应对不安全

感威胁）的作用，使本体不安全感威胁所导致的家乡品牌偏好效应减少。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主要基于访谈形式，开展定性研究。

本文首次采用实验的方式操纵本体安全感状态，通过定量研究方法为探索本体安全感与品牌

偏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产生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实证支持。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梳理了问题提出和理论贡献部分，以更明确地表明

本文的理论贡献。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引言和问题提出部分(pp. 1-5, 18-20)。 

 

意见 2：理论层面 2 

我非常好奇的是，本体安全感的威胁，威胁的本体自身到底指的是什么？根据文中表

达和文献引用（然而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受到威胁时，这个不易觉察的概念就会

被凸显(Skey, 2010; 范方，耿富磊，张岚，朱清，2011)。这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剧变打破了人

们长期建立起来的秩序感，使人们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中，增加了人们与物质环境

关系中的不确定性，破坏了人们长期以来在稳定环境中所形成的心理安全状态(Hawkins & 

Maurer, 2011)。范方等（2011）探究的是地震威胁，威胁的是生命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作者关注的本体安全感究竟和生命安全的威胁（或死亡暴露）是否是同一概念？作者也

需要认真思考。因为大量研究已经发现，生命安全受威胁后个体会倾向于支持自己的文化价

值感，偏爱与文化相关联的国产品牌或国货。这和作者在引言前面引用的例子相关。 

因此，究竟作者这篇文章关注的本体安全感威胁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还是一个和生命

安全感相类似的概念，希望作者思考一下。如果和生命安全感类似，那么生命安全感威胁导

致文化支持，家乡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也在理论上说得通。但是，理论贡献的阐述就应该发

生变化，贡献于死亡暴露（mortality salience）或生命安全感威胁这一研究领域。更重要的，

假设推演时引用的文献需要涉及恐惧管理理论。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根据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我们将详细阐释本体

和本体安全感的概念；第二，我们将解释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生命安全感）

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1）本体（ontology）这一概念来自于哲学领域，其词源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存在（onto），

被定义为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物的描述(Jacquette, 2002)，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的认知。吉登斯在

其关于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的研究中提出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Giddens, 1990)，它用来描述人

们对于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连续性的信心(Dupuis & Thorns, 1998)。根据这一概

念，本体安全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自我存在的稳定性感知，用于建立人们处理日常生活相



关问题时的信心(Kent, 2016)。 

从这一概念出发，本体安全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本体安全感来自于人们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规秩序和实践帮助人们与外部环境之

间建立起信任感和稳定感，让人们相信自己所处的环境是稳定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第二，

人们在与环境稳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感和稳定感有助于人们形成对自我认同的连续

性所具有的信心，即人们相信自己是稳定发展中的个体，人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

具有连续性。本体安全感的这两个特征之间存在关联，只有在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有了稳定

互动以后，才能帮助人们建立去对于环境的信任感和稳定感，并建立起稳定的日常生活秩序，

最终通过稳定的日常生活秩序建立起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达到本体安

全的状态。 

（2）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生命安全感可能相关，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

生命安全感通常涉及自然灾害、战争等会威胁到人们生命安全的信息，或是得知亲友或其他

人的离世信息 (柳武妹，王海忠，何浏，2014)，强调的是某些外部事件或信息对于人们生

命的威胁感；而本体安全感则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和常

规秩序被打乱，因而对自我连续发展的信心降低。本体安全感威胁并不触发人们对生命安全

的担扰，相反，人们考虑的是在生存的前提下，如何稳定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外部事

件引发人们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时，人们的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而当外部事件引发人们对

自身稳定发展的焦虑和担忧时，人们的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 

第二，本体安全感与生命安全感对人们认知产生影响的层面不同。生命安全感强调外

部事件对人们对于生存、生命的影响，因此，当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时，其既包括生理层面

的应激，也包含心理或认知层面的反应；而本体安全感则强调有关自我存在和自我认同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的认知反应，仅属于心理层面的影响。因此，相对生命安全感而言，本体安全

感受到威胁后更有可能被外在手段所有效干预。 

第三，本体安全感与生命安全感对人们品牌偏好影响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研究指出，

当人们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会更加偏好国产品牌，这是因为死亡威胁可能会使人们有更

强的爱国主义情感(Liu & Smeester, 2010)或是更愿意支持和捍卫本国的文化(Friese & 

Hofmann, 2008)。可见，生命安全感威胁所产生的死亡恐惧激发了人们的文化继承意识，即

人们考虑的是当生命不在，如何用其他方法来继承自己的精神或身份。因此，对本土文化的

支持（购买国产品牌）能够让本族群文化的精神和思想被延续和传承下去(Rosenblatt,  

Greenberg, Solomon, Pyszczynski, & Lyon, 1989)。 

然而，本体安全感威胁所导致的家乡品牌偏好的作用机制则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由

于本体安全感威胁所影响的人们对环境及自我发展的稳定性感知，因此，本体安全感受到威

胁的个体关注的不是如何将即将消失的自我身份进行传承，而是如何将混乱的、发展受滞的

自我状态迅速恢复到稳定的发展状态，因此，家乡这一特定地理信息能够帮助本体安全感受

威胁个体建立起他们与稳定生活环境的联系，增强他们对自我稳定发展的信心，获得本体安

全感的恢复。 

因此，理论上而言，虽然本体安全感和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都可能会购买国产

（家乡）品牌，但国产（家乡）品牌对两类人群产生作用的心理意义是不同的：对本体安全

感威胁而言，国产品牌满足了人们对家乡地点的依恋；而对生命安全感威胁而言，国产品牌

满足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进一步，我们假定，家乡信息不太可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时，

如当家乡被界定在范围较小的界域中时（比如家乡不被看作一个国家界域，而是一个省或者

一个地区，此时家乡作为民族身份的意义将会下降，因为较小的界域不太能代表一个民族或

者文化），本体安全感和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在家乡品牌偏好上将会存在差异。具体

而言，生命安全感威胁个体不会产生显著的家乡品牌偏好（因为家乡信息此时不太可能具有



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而本体安全感威胁个体会产生显著的家乡品牌偏好（因为具体的家

乡身份更能满足人们对稳定环境的依恋）。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解释和阐述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重新梳理了现

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并简要将本体安全感与其他相似概念进行了区分。具体可参见修

改稿问题提出部分(pp. 2-3)。 

 

意见 3：理论层面 3 

我同时还不是很明白的是，为何自然情境的暴露是边界条件。它发挥边界条件的原因

是降低了（或转移了）消费者对家乡的依恋，还是缓冲了安全感的威胁？作者引用进化心理

学的观点来推演自己的假设，走的逻辑是缓冲了本体安全感的威胁。一些敬畏研究发现，大

自然会引发人的敬畏感，从而让人感受到自我渺小和外物宏伟。作者在推理时需要明确阐述

敬畏感为何不影响你的假设。同时，大自然又分为优美的大自然和威胁的大自然，发挥调节

作用的究竟是哪类大自然？最后，每个人的家乡既有大自然情境和非自然（人造情境），人

们对家乡的一些人造建筑物也会产生依恋，因为它们是家乡的典型联想（如武汉的黄鹤楼）。

所以，为何非自然情境的暴露不能缓冲本体安全感的威胁？ 

作者需要把上述问题想清楚。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根据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我们希望向您解释自

然情境展露这一调节变量的概念和界定；第二，我们将解释我们所提出的调节变量如何在本

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第三，我们将解释为何非自然的情境

展露不能缓冲本体安全感威胁。 

（1）首先，我们希望向您解释本研究中所提出的自然情境展露这一调节变量的概念和

界定。这一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疗卫生领域和心理学领域，即自然情境展露能够改善人

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但在这些研究中，自然情境并不包含所有与大自然相关的情境线

索，而是特指那些能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产生联结的情境刺激(Chow & Lau, 2015)。从进

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能够与人们心理上产生联结的自然情境大多与人类进化过程中所

依赖的自然栖息地有关，因为自然栖息地为原始人类提供食物、资源和庇护场所(Bailey & 

King, 2010)，帮助他们提高生存机会，由此产生积极的生存价值(Ulrich, 1993; Gagliardi & 

Piccinini, 2019)。因此，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们会无意识地将自己和自然相联结，将自

然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Naess，1993)，将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与自己进化本源的联系(Wilson, 

1984)，进而与自然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结。基于此，虽然环境心理学文献中将这部分为人

类进化提供庇护条件的自然情境称为“自然情境”(Chow & Lau, 2015)，但准确而言，其实

际上应当仅为“自然栖息地情境”，而不包括那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非自然栖息地情境。因

此，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在修改稿中将调节变量名称由“自然情境展露”修改为“自然

栖息地情境展露”。 

有关敬畏感的研究表明，会引发人们产生敬畏感的自然情境通常为感知宏大的自然景

观，包括巨大的山地、一望无际的沙漠、飞流直下的瀑布(Van Cappellen & Saroglou，2012)，

甚至是会引发威胁感和消极情绪的地震、龙卷风等(Piff, Dietze, Feinberg, Stancato, & Keltner, 

2015)。然而，这些自然情景与我们所研究的能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产生联结的自然栖息

地情境不同的，因为其不能为人们提供赖以生存的资源和庇护场所，通常不会作为原始人类

的栖息地选择，难以唤起人们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结，因此也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综上，本研究中所指的自然情境刺激仅包括那些能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产生联结的

自然栖息地情境刺激线索，而其他的会带来居住威胁或敬畏感的大自然环境并非人类进化过

程中所依赖的自然情境，通常难以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然的联结，因此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



围之内。 

（2）关于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如何在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中发挥调

节作用：我们提出，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不仅可以依靠与家乡的情感联结（即家乡依

恋）来抵制本体不安全感，还可以依靠其他可用的心理资源，包括他们与自然栖息地的情感

联结（即获得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点依恋）来帮助自己恢复本体安全感。  

具体而言，由于自然栖息地环境能够为原始人类其提供食物、资源和庇护场所(Bailey & 

King, 2010)，帮助他们生存和发展。这种长期形成的依赖关系让自然栖息地的情境成为一种

有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线索。当人们展露于自然栖息地情境线索时，就会无意识地将自

己和自然相联结，将自然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Naess，1993)，将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与自

己进化本源的联系(Wilson, 1984)，进而与自然栖息地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

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自然作为栖息地(广泛意义上的地点)的一种依恋。由于这种更广泛意义上

的地点依恋来自于人们在进化过程中对于稳定环境的获得和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有助于人

们建立起对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的稳定认知，进而能够帮助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用作

应对本体安全感威胁，由此使其对家乡依恋的依赖降低，从而使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对消费

者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减退或消失。因此，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所发挥的边界作用更多在于

降低和转移了消费者对于家乡这一具体地点的依恋。 

（3）我们所提出的调节作用在于，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会激活人们与自然栖息地之间

的亲密的情感联结，产生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点依恋，从而使人们从与自然栖息地的联结中寻

求对自我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对抗本体安全感威胁。由于自然栖息地是根植于人类进化史的

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地点概念，因此，当人们能从自然栖息地情境中寻求安全感恢复时，人们

对家乡依恋的依赖降低，从而使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对消费者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减退或消

失。 

需要向您解释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自然栖息地概念不同于家乡概念。自然栖息地在人

类进化历程中积累形成下来的，人们对那些能为人类发展提供庇护的自然环境的特定认识；

而家乡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个体对自己长期居住和生活的环境的特定认识。因此，自然栖

息地（vs. 非自然栖息地）是一个较长期的与人类进化历程有关的地理概念，而家乡（vs. 非

家乡）是一个较短期的与个人成长历程有关的地理概念。然而，自然栖息地与家乡概念启动

在某些特定情境下有可能会重合，比如个人长期居住的某个地点（家乡）可能也是人类进化

历程中的某个栖息地。由于家乡概念启动必然会影响家乡品牌偏好，因此，我们在操纵自然

栖息地概念时，会特意选择那些和家乡概念启动无关的自然栖息地（或非自然）情境，从而

避免产生自然栖息地（或非自然情境）与家乡概念之间混淆。如评审人所提的武汉黄鹤楼这

一概念，由于它可能启动家乡概念，因此不能作为情境展露的操纵材料。我们假定，在与家

乡无关的情境中，启动自然栖息地（vs 非自然栖息地）概念有助于激发人与自然之间的稳

定联系感，从而能抵抗本体安全感带来的威胁，因此降低了人们对家乡品牌的依赖。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做出了如下调整和修改：首先，们在修改稿中明确了

自然情境展露这一调节变量的概念和界定，将变量名由“自然情境展露”修改为“自然栖息

地情境展露”，强调那些具有威胁感和敬畏感的自然情境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第二，

我们重写了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如何在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中发挥调节

作用，以期能够更清晰、明确地表达这一边界条件的作用。第三，我们重新设计了实验 3，

在该实验中，我们区分了自然栖息地（vs. 非自然栖息地 vs. 非自然情境）展露的影响作用，

进一步厘清了自然栖息地与那些具有敬畏感的自然情境以及非自然情境的区别。具体可参见

修改稿问题提出和实验 3 部分(pp. 4-5, 14-17)。 

 

意见 4：实证层面 1 



作者开展了 1 个预实验和 3 个主实验，验证所提假设。实验 1 的本体安全感的启动材

料启动的本质上是外国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或全球化的坏处。因此，所启动的本体究竟指的

是什么？根据我的理解，本体是人的生命来源地，或生命本身。但是实验 1-实验 3 全部用

的是预实验的材料，即全球化是威胁（vs.机遇）。根据这个材料，也可以说全文三个实验本

质上验证的是全球化的威胁促使消费者偏爱家乡品牌。不知作者是怎样思考的？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 

首先，我们希望向您解释本体和本体安全感的概念。正如之前的问题中我们所解释的

那样，本体（ontology）这一概念来自于哲学领域，其词源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存在（onto），

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的认知(Jacquette, 2002)。本体与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生命是一个生物学

概念，强调个体组织的存活或死亡；而本体则是一个哲学概念，强调个体对于个人存在和自

我发展的看法。 

第二，我们希望向您解释在实验中选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作为本体安全感状态

的操纵材料的原因。首先，从概念起源来说，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起源于吉登斯对人们在全

球化浪潮下状态的观察。因此，采用全球化材料来操纵本体安全感是符合其理论本源的。其

次，全球化具有普适性，其影响范围广泛，影响作用深远，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外部环

境，还改变了人们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方式，因此显著地打乱了人们已经形成的日常生活和常

规秩序，因而会对人们的本体安全感状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改变有利有弊，

既可以强调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打乱，也可以强调其对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机会。因

此，通过操纵对全球化的关注焦点，会对人们的本体安全感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 

第三，与操纵重大灾害或事故等可能引发死亡恐惧的事件不同，全球化不太可能引发

死亡恐惧，因此避免了生命安全感在其中的混淆解释作用。 

然而，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重新开展了实验 2。在实验 2 中，我们采取了另一

种操纵本体安全感的方式（即，自然灾害对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打乱），并我们增加了对生

命安全感的操纵，以检查本体安全感和生命安全感的不同作用。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3)。 

 

意见 5：实证层面 2 

实验 1 的因变量是家乡。我觉得没问题。而实验 2 和实验 3 对家乡的操纵本质上是品

牌原产国，这就回到我在前面提到的，学者们发现，生命安全的威胁促进了国货偏好。而家

乡依恋本质上反应的是爱国主义。所以，作者需要思考和区分究竟本文关注的是 local 家乡

还是中国这个国家。我感觉，狭隘意义上，家乡一般都指的是人们的出生地，是一个狭隘的

市县概念，而不能上升到大的祖国。因此，我建议作者重新开展实验 2 和实验 3。同时，需

要更换本体安全感的材料，体现本体的真实含义和界定。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 

根据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我们将为您解释家乡

品牌在本研究中的界定和范畴；第二，我们将解释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论逻辑与其他研究（即，

生命威胁促进国货偏好）的区别；第三，我们将对在您的建议的基础上所做出的实验部分修

改进行说明。 

（1）首先，我们希望解释家乡品牌在本研究中的界定和范畴。家乡品牌是指那些来自

消费者家乡的品牌。因此，如果要对家乡品牌作出界定，首先需要对家乡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家乡指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Huang, Hung, & Chen, 2018)，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

对家乡这一概念的认知可能是模糊的。家乡可以小到是一个村庄、一座城，也可以大到是一

个国家(Huang et al., 2018)。例如，对于面对文化冲击的海外移民来说，家乡的概念更有可能

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城镇；而而对于一个跨省求学的大学生而言，家的概念可能



是他成长的省份。因此，我们在本研究中并未将家乡的概念局限于城镇和地区，而是将人们

在特定情境下头脑中被激活的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点（村庄、城镇或国家）定义为家乡。基

于此，我们将来源于家乡边界范围内的本国或本地的品牌定义为家乡品牌，包括本国品牌

(Zhang, 2015)和本地品牌(Davvetas & Diamantopoulos, 2016)。因此，我们在修改稿的实验 1

和实验 2 中使用本地品牌来表示家乡品牌，而在实验 3 中使用本国品牌来表示家乡品牌。 

（2）在实验 3 中使用了本国品牌来表示家乡品牌，这是因为实验 3 选用的实验场景是

全球化情境。在全球化这一情境中，由于国家间贸易的冲突和合作问题被激活，因此消费者

对家乡概念的理解更有可能扩展到国家的层面，即将自己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家乡。然而，

尽管我们在实验中将本国品牌作为家乡品牌，在理论上，其作用机制（即，本体安全感威胁

会导致对家乡品牌偏好增加）与生命威胁促进国货偏好是不同的。正如之前向您解释的那样，

当人们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人们可能会有更强的爱国主义情感(Liu & Smeester, 2010)或

是更愿意支持和捍卫本国的文化(Friese & Hofmann, 2008)。然而，本体安全感威胁所导致的

家乡品牌偏好效应则是基于对家乡地点的依恋。当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人们借助于与家

乡这一特定地点建立联系感来帮助自己抵抗本体安全感威胁，这其增加了对家乡品牌的偏

好。 

（3）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实验部分进行了如下修改：我们重新开展了实验 2，采取

了新的操纵方式（自然灾害事件对人们日常生活秩序的打乱）来操纵本体安全感威胁。此外，

我们也重新开展了实验 3，以验证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在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并在实验 3 验证了家乡依恋的中介作用，排除了爱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的

替代解释。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和实验 3 部分(pp. 10-17)。 

 

意见 6：实证层面 3 

在开展实验 2 时，需要除本体安全感外再增加死亡威胁组，来查看是否死亡威胁也增

加家乡品牌的偏好。更重要的，作者需要在理论层面论证，为何本体安全感威胁会增加家乡

品牌支持，而生命安全感威胁不会增加。同时，需要测量全球主义价值观和爱国主义。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 

首先，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开展了实验 2，采用 3(威胁类型：本体安全感威胁 vs. 

生命安全感威胁组 vs. 控制组)× 2(品牌来源地：家乡 vs. 非家乡)的实验设计，以区分本体

安全感威胁与生命安全感威胁，并通过实验结果表明生命安全感威胁不会增加家乡品牌的偏

好。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3)。 

第二，我们将从理论层面上论证本体安全感威胁与生命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影

响的差异。正如之前的回答中所提到的，生命安全感与本体安全感对于消费者品牌偏好的影

响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这主要体现在生命安全感的作用机制反映在文化层面（延续和传承

自己所属的文化），而本体安全感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地理层面（依赖家乡这一特殊地点提供

稳定感和信任感）。 

研究指出，当人们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会更加偏好国产品牌，这是因为死亡威胁

可能会使人们有更强的爱国主义情感(Liu & Smeester, 2010)或是更愿意支持和捍卫本国的文

化(Friese & Hofmann, 2008)。可见，生命安全感威胁所产生的死亡恐惧激发了人们的文化继

承意识，即人们考虑的是当生命不在，如何用其他方法来继承自己的精神或身份。因此，对

本土文化的支持（购买国产品牌）能够让本族群文化的精神和思想被延续和传承下去

(Rosenblatt et al., 1989)。 

然而，本体安全感威胁所导致的家乡品牌偏好的作用机制则是从地理的角度出发。由

于本体安全感威胁所影响的人们对环境及自我发展的稳定性感知，因此，本体安全感受到威

胁的个体关注的不是如何将即将消失的自我身份进行传承，而是如何将混乱的、发展受滞的



自我状态迅速恢复到稳定的发展状态，因此，家乡这一特定地理信息能够帮助本体安全感受

威胁个体建立起他们与稳定生活环境的联系，增强他们对自我稳定发展的信心，获得本体安

全感的恢复。 

因此，理论上而言，虽然本体安全感和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都可能会购买国产

（家乡）品牌，但国产（家乡）品牌对两类人群产生作用的心理意义是不同的：对本体安全

感威胁而言，国产品牌满足的是人们对家乡地点的依恋；而对生命安全感威胁而言，国产品

牌满足的是人们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进一步，我们假定，家乡信息不太可能作为一种文

化符号时，如当家乡被界定在范围较小的界域中时（比如家乡不被看作一个国家界域，而是

一个省或者一个地区，此时家乡作为民族身份的意义将会下降，因为较小的界域不太能代表

一个民族或者文化），本体安全感和生命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在家乡品牌偏好上将会存在

差异。具体而言，生命安全感威胁个体不会产生显著的家乡品牌偏好（因为家乡信息此时不

太可能具有文化传承的象征意义），而本体安全感威胁个体会产生显著的家乡品牌偏好（因

为具体的家乡身份更能满足人们对稳定环境的依恋） 

此外，我们在修改稿的实验 3 中测量了被试的爱国主义和全球主义(Kosterman & 

Feshbach, 1989)，以排除替代的解释机制。实验结果表明，样本量选择 5000，采用 Model 8，

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本体安全感是否受到威胁通过爱国主义影响家乡品牌购买意愿的间

接效应不显著(LLCI = -0.1510, ULUI = 0.0515，包含 0)，说明爱国主义中介效应不存在。同

样，本体安全感是否受到威胁通过全球主义影响家乡品牌购买意愿的间接效应也不显著

(LLCI = -0.0104, ULUI = 0.0756，包含 0)，说明全球主义中介效应不存在。具体可参见修改

稿实验 3 部分(p. 17)。 

 

意见 7：实证层面 4 

在开展实验 3 时，作者需要重新思考边界条件。根据目前展示的，全球化的威胁促使

个体偏爱自然，暴露于自然可以减缓全球化的威胁，降低家乡依恋，这在逻辑上后半段并不

通常。我觉得作者要选真正能降低家乡依恋的变量作为调节变量。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正如之前的问题中所回答的那样，我们将调节变量由“自然情境展露”修改为“自然

栖息地情境展露”，以更加清晰和明确地界定这一概念。提出这一调节变量是因为，本体安

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不仅会寻求与家乡的情感联结（即家乡依恋）来抵制本体不安全感，还

可以依靠其他可用的心理资源，包括他们与自然栖息地的情感联结（即更广泛意义上的地点

依恋）来应对不安全感威胁。  

具体而言，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们在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特定自然

元素下缓解压力的反应能力，能够快速辨别出为其提供食物、资源和庇护的自然栖息地环境

(Bailey & King, 2010)。也就是说，自然栖息地的情境展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助于生存的

自然环境线索。当人们面对展露于自然情境的机会时，往往会无意识地将自己和自然相联结，

将自然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Naess，1993)，将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与自己进化本源的联系

(Wilson, 1984)，进而与自然建立起亲密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联结可以看作是人们对自然作

为栖息地(广泛意义上的地点)的一种依恋。当人们对自然这个更广泛的地点产生依恋时，自

然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Gagliardi & Piccinini, 2019)和无威胁性(Ulrich, 1984)的特征可能

能够帮助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用作应对本体安全感威胁的资源，由此不再需要家乡依

恋来缓解本体安全感威胁，从而使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对消费者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减退或

消失。 

相反，非自然栖息地情境(有威胁的自然情境或带来敬畏感的自然情境)虽然也是自然情

境，但由于并不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所依赖的情境，难以使人们与之产生心理上的情感联结。



此外，有威胁的自然情境或带给人们敬畏感的自然情境也会让人们感受到不确定和不稳定。

当人们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这种非自然栖息地情境刺激难以成为人们对抗本体安全感的

心理资源，仍然需要对家乡的心理依恋来寻求本体安全感的提升和恢复。 

此外，非自然的地理情境(如城市或人造景观)由于通常伴随着较短的历史(陈晓, 王博, 

张豹，2016)、较高的流动性和较快的城市化进程(Chow & Lau, 2015)等，往往与不确定和不

稳定的感觉相关联。因此，当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非自然地理情境刺激不太可能会迅速

激活个体与环境的稳定互动感知，因此，消费者仍然需要依靠对家乡的依恋来应对本体安全

感威胁。 

因此，本文所提出的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所发挥的边界作用正是在于降低和转移了消

费者对于家乡这一具体地点的依恋。 

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界定了调节变量，将“自然情境展露”更改为“自然栖息地情境

展露”，并重新改写了该变量的调节作用过程，以期能够更清晰、明确地表达这一边界条件

的作用。具体可参见修改稿问题提出部分(pp. 4-5)。 

 

意见 8：写作层面 

文章的写作还需要提升。小段落尤其是引言和推理部分的意思相近的小段落太多，阻

碍阅读流畅性。同时，由于附录中已经呈现了具体的启动材料，作者可以不用在正文中再次

罗列（比如本体安全感的启动材料），只需简单说明就可以。类似的，图片类的产品材料在

附录中呈现即可。我觉得正文需要把中介分析图呈现上。也可以绘制一张表格，把实验 1-

实验 3 的结果呈现上。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进行了如下修改和调整：首先，我们对引言和理论推导部分进行了

修改和调整，重写了部分段落和语句，希望修改稿的阅读流畅性有所提高。具体可参见修改

稿问题提出部分(pp. 1-5)。 

第二，我们调整了正文中的所罗列的实验材料，仅对材料进行了简要说明，将完整的材

料放在文后的附录中。 

第三，我们调整了实验部分的分析结果部分，在实验 2 的结果部分添加了中介分析图。

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 13)。此外，我们在附录中增加了一张表格，附上了实验 1-

实验 3 的主要结果。 

 

意见 9：综上，我觉得作者首先需要思考自己研究关注的变量究竟是什么？和类似的变量如，

全球化威胁，生命安全感的威胁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思考清楚后，作者需要梳理文章的理

论贡献。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是新颖，但是如果研究结果通过其它类似变量也可以预测出来，

那么概念自身的新意之处就降低，文章的理论贡献也会降低。其次，作者需要根据关注的变

量重新开展实验，需要更换自变量的启动方法，需要测量其它备择解释（比如爱国主义），

需要重新思考或者例证清楚调节变量。上述是我的建议，希望对作者有帮助。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正如之前的问题中所回答的那样，根据您提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如下重要修改和调整： 

首先，我们对文章的理论推演进行了重新梳理，以进一步阐释变量间关系，并突出本文

的理论价值。 

第二，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本体和本体安全感这一主要变量的概念，并将其与其他类似的

变量（如生命安全感）作出区分，并通过实验进行了检查。 

第三，我们重新界定了调节变量，将调节变量名称由“自然情境展露”修改为“自然栖

息地情境展露”，以明确我们研究中所指的自然情境刺激仅包括那些能唤起人们心理上与自



然产生联结的自然栖息地情境刺激线索；此外，我们还重新对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的调节作

用进行了阐述，以说明其调节作用主要来自于人们对自然作为栖息地的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

地点依恋，不再需要家乡依恋来缓解本体安全感威胁，从而使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对消费者

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减退或消失。 

第四，我们根据您的建议重新设计和开展了实验 2，采用 3(威胁类型：本体安全感威胁 

vs. 生命安全感威胁组 vs. 控制组)× 2(品牌来源地：家乡 vs. 非家乡)的实验设计，加入了

对本体安全感的新的操纵方法(即自然灾害对人们常规生活秩序的打乱)，并比较了其与生命

安全感的影响作用。实验结果表明，在本体安全感威胁情境下，家乡品牌组的家乡依恋显著

高于非家乡品牌组被试；而生命安全感威胁情境下和控制组中，家乡组被试和非家乡组被试

在家乡依恋上无显著差异。 

第五，我们重新设计和开展了实验 3，采取 2(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 vs. 未受到威胁) × 

3(情境展露：自然栖息地 vs. 非自然栖息地 vs.非自然)的组间设计，其中，自然栖息地情境

展露组的被试所看到的图片背景是草地树木，非自然栖息地情境展露组的被试所看到的图片

背景是雪山，而非自然情境展露组的被试所看到图片背景则是城市高楼建筑。此外，实验 3

中还测量和排除了其他替代解释(爱国主义和全球主义)，以表明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

偏好的作用机制的确来自于人们的家乡依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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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理论和实验方法都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数据分析和汇报的错漏比较多，敦促作者务必更

正。参见附件。 

作者对上一轮的审稿意见做了详细而明确的澄清和进一步验证，值得赞赏。但在决定是

否发表以前仍有一下细节需要改进，以增加严谨性。 

 

意见 1：预实验(p. 7)，除了汇报均值还请汇报 SD。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 

我们已在修改稿的预实验数据部分补充了 SD 的汇报。具体而言，相较于本体安全感没

有受到威胁的被试(M 经济全球化 = 3.53, SD 经济全球化 = 0.49；M 文化全球化 = 3.59, SD 文化全球化 = 0.71)，

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组被试感知自己的本体安全感受到的威胁程度更高(M 经济全球化 = 4.07, 

SD 经济全球化 = 0.68；M 文化全球化 = 4.17, SD 文化全球化 = 0.69)。此外，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组被试的

焦虑和担扰情绪(M 经济全球化 = 3.54, SD 经济全球化 = 1.41；M 文化全球化 = 3.71, SD 文化全球化 = 1.38)显著高

于本体安全感未受到威胁组的被试(M 经济全球化 = 2.88, SD 经济全球化 = 0.90；M 文化全球化 = 3.04, SD 文

化全球化 = 1.05)。具体可参见修改稿预实验部分（p. 7）。 

 

意见 2：实验 1 中的情绪测量，在实验程序中没有描述，但在结果汇报中却出现了(p.8)，应

当补充程序中有关情绪测量的时机和量表。按照作者的说法，这属于在上一轮原稿中没有汇

报但在新的文稿中补充了汇报。这难免会让人怀疑文章有选择性的汇报了对自己有利的 测

量，而对其他的测项选择了隐瞒或者省略，是否还存在其他作者在实验中测量了但还没有汇



报的内容呢?建议在附录中增补完整的实验流程，而不是简单的列举实验材料，以便未来研

究者重复你们的研究结果。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 

我们希望为您解释的是，由于预实验的结果表明，本体安全感威胁对于被试的焦虑和担

忧情绪有显著影响，我们在后续的正式实验中均对被试的情绪进行了测量。测量情绪的指标

与预实验保持一致，包括了“焦虑的”、“愉快的”、“兴奋的”、“担扰的”四项情绪指标。在

所有正式实验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发现，控制了情绪的作用后，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

好的主效应依然显著，因此在最初的稿件中我们没有特别进行汇报。然而，考虑到未汇报可

能会让读者产生疑虑，我们在上一次的修改稿中补充汇报了相关的数据结果。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所有正式实验的实验程序叙述进行了修改，以说明测量情绪的时机及测量

题项。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部分（pp. 8-18）。 

除了与实验目的相关的因变量、中介变量及其他替代解释变量的测量外，我们仅测量了

情绪变量和基本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且所有测量结果均在文中如实

汇报，没有隐瞒或省略。 

此外，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也对文章附录进行了修改，以描述完整的实验过程。具体可

参见修改稿附录部分（pp. 27-36）。 

 

意见 3：实验 1 (p.9)的自由度不对，134 名被试参加 2*2 的组间设计怎么会是 F(1,132)呢?

另外，简单效应分析里写着“F(1, 64)”意味着作者抽取了其中两组出来做比较，而更加正

确的做法应该是采用全样本的 SD 计算简单效应，建议检查是分析上的错误还是汇报上 的

失误，包括其他实验。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非常抱歉我们在数据分析部分所犯的错误，我们已经重新仔细检查过所有数据，并在修

改稿中对所有实验中的数据分析进行了检查，对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修正。 

例如，对于实验 1 的数据分析部分，我们的修改如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被试情绪后，本体安全感和旅游地点的交互作用仍对被试参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F(1, 127) = 7.45, p < 0.01)。简单效应显示，当本体安全感未受到威胁时，被试对家乡旅游

景 区的参观意愿和对非家乡旅游景区的参观意愿没有显著差异(F(1, 127) = 0.36, p = 0.55)；

而当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时，被试对家乡旅游景区的参观意愿(M = 5.66, SD = 0.48)显著高于

对非家乡旅游景区的参观意愿(M = 4.27, SD = 1.44; F(1, 127) = 19.78, p < 0.001)。  

此外，我们也重新检查并更正了实验 2 和实验 3 的数据分析部分。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

验部分（pp. 8-18）。 

 

意见 4：实验 2(p.11)的预测试里，三种情景的对比只汇报了其中一种高于其他两组。但与

另外两组分别的差异显著性没有汇报，建议采用对比分析(planned contrast/contrast codes)分

别检验两组之间的差异，更加精确。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实验 2 的预测试数据分析进行了修改，采用方差分析和 planned 

contrast 方法，比较了本体安全感威胁组被试感知到的本体安全感威胁与另外两组分别的差

异，以及生命安全感威胁组被试感知到的生命安全感威胁与另外两组分别的差异。 

具体而言，三种情境下被试感知本体安全感威胁有显著差异(F(2, 92) = 5.73, p < 0.01)，

本体安全感威胁组被试感知自己本体安全受威胁的程度(M = 4.44, SD = 1.08)显著高于生命

安全感威胁组(M = 3.79, SD = 1.03; t(92) = 2.44, p < 0.05)和控制组(M = 3.59, SD = 1.11; t(92) 

= 3.14, p < 0.01)；此外，三种情境下被试感知生命安全感威胁也有显著差异(F(2, 92) = 43.39, 



p < 0.001)，生命安全感威胁组被试感知自己生命安全受威胁的程度(M = 5.39, SD = 0.88)显著

高于本体安全感威胁组(M = 3.68, SD = 1.03; t(92) = -7.26, p < 0.001)和控制组(M = 3.10, SD = 

0.99; t(92) = 2.32, p < 0.05)。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4）。 

 

意见 5：实验 2(p.11)结果的第一段关于被试数据剔除，建议增加剔除人数在四组之间的分布

是否具有显著差异(chi-square)，以排除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指正和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实验 2 所剔除的 18 名被试在人数上进行了卡方检验，表明被剔除的

被试在组间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χ
2
 (df = 2, N = 18) = 1.01, p = 0.60。请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

分（p. 12）。 

此外，我们也在修改稿中对实验 3 所剔除的 14 名被试在人数上进行了卡方检验，被剔

除的被试在组间分布上同样没有显著差异，χ
2
 (df = 2, N = 14) = 1.01, p = 0.57。请参见修改稿

实验 3 部分（p. 16）。 

 

意见 6：实验 2(p.13)的中介效应图 3 中，系数值不符合中介效应分析的公式规律(a*b+c’=c)，

我在网上随便搜了张图做示例如下。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作者选择的是 model 8，而图 却

仅画了家乡品牌这部分的中介效应分析。请检查是否存在计算或者汇报失误，并建议绘制完

整中介效应图，而不是一半，否则读者无法判断结果是否准确。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和指正。 

非常抱歉我们在之前的中介效应图中标明的系数有误，我们已经在修改稿中更正了中介

分析图。此外，为了更好说明不同调节变量下的中介作用，我们分开绘制了中介效应图。 

具体来说，当品牌来源地为家乡时，威胁类型通过家乡依恋影响购买意愿的间接效应显

著(LLCI = -0.4142, ULUI = -0.1263，不包含 0)，说明当品牌来源地为家乡时，家乡依恋的中

介效应存在。控制了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LLCI = -0.4098, 

ULUI = 0.0033，包含 0)，说明当品牌来源地为家乡时，家乡依恋完全中介了本体安全感对

购买意愿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图 1 威胁类型对家乡品牌购买意愿的中介分析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而当品牌来源地为非家乡时，家乡依恋的中介效应不存在(LLCI = -0.0474, ULUI = 

0.2078，包含 0)，说明当品牌来源地为非家乡时，家乡依恋不能中介本体安全感对购买意愿

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图 2 威胁类型对非家乡品牌购买意愿的中介分析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具体可参见修改稿实验 2 部分（pp. 10-14）。 

 

…………………………………………………………………………………………………… 

 

审稿人 2意见： 

作者已经回答了我上一轮提出的问题。希望作者在文章语言表达上更加规范化。把修改

过程中引用的文献增加到文章和参考文献后。 

回应：感谢您对于文章的肯定以及为文章的完善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

们认真研读了稿件，经过多次讨论后，对文章的语言表达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以使

得文章在语言表达上更加规范。此外，我们也根据修改过程中的内容，添加了相应的参考文

献到文中和参考文献列表中。 

 

 

编委意见： 

这篇稿件由两位外审专家进行评审，作者按照外审专家的意见，做了两次修改和完善，

特别是最终修改稿修改和补充的地方较多，使稿件更为完善，两位评审专家都建议“发表”。

威胁类型 非家乡品牌 

购买意愿 

家乡依恋 

0.02 (-0.05) 

 0.12 0.57*** 

威胁类型 家乡品牌 

购买意愿 

家乡依恋 

-0.46***(-0.20) 

-0.45*** 0.57*** 



在市场竞争很激烈，以及经济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的环境下，消费者感觉到的本体威胁会

更明显。该稿件研究了消费者本体安全感威胁对家乡品牌偏好的影响，通过三项研究发现，

相比本体安全感没有受到威胁的个体，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的个体对家乡品牌的偏好度更

高，其中家乡依恋起到了中介作用。该稿件的一大特点，或者说一个理论上的贡献是，挖掘

消费者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更偏好家乡品牌的内在心理变化过程。而且在实践上企业针对

容易受到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消费者，更多地采取情感诉求策略，包括强调品牌背后的家乡信

息和情感体验，这些对企业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都具有实践意义。还有，稿件格式规范，研

究扎实。建议接受该稿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主编意见： 

我并未特别把握“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新颖之处，无法区分与一般安全感的差别。能否

请作者将“本体安全感”换成“安全感”，然后确认是否有本质的差别？如果有的话，请详

细说明。谢谢！ 

回应：感谢您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根据您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答：首先，我们将详细解释“本体

安全感”这一概念及其新颖之处；第二，我们将解释和说明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一般安全

感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最后，我们将解释为何本研究选择“本体安全感”作为研究的自变量。 

（1）本体（ontology）这一概念来自于哲学领域，其词源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存在（onto），

被定义为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物的描述(Jacquette, 2002)，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的认知。吉登斯在

其关于现代性和自我认同的研究中提出了本体安全感的概念(Giddens, 1990)，它用来描述人

们对于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和物质环境的连续性的信心(Dupuis & Thorns, 1998)。本体安全感

可以被理解为人类的安全平台，就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外壳，用于支撑和抵抗与人们日常生

活相关的不确定性或风险(Kent, 2016)。 

基于本体安全感的概念，我们认为，本体安全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本体安全感

来自于人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常规秩序和惯常的实践

活动，能够帮助他们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起信任感和稳定感，从而让人们相信自己所处的环

境是稳定的、有序的和可预测的。第二，这种与外部环境的稳定互动和对稳定感的信心让人

们相信自己是稳定发展的个体，即人们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自我之间是连续的和统一的，

由此形成了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认同的连续性的信心。本体安全感的这两个特征存在相互关

联，一方面，当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稳定互动，建立起稳定的日常生活秩序时，人们会

感觉到自我的发展是连续和统一的，从而感到本体安全；另一方面，当感知到过去、现在和

未来自我是连续发展时，也会增加人们对所处环境稳定性的信心，从而形成本体安全感知。 

基于本体安全感的概念和特征，我们认为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的新颖之处在于：首先，

本体安全感从连续的环境互动，而非从单次的环境互动出发，强调了人们与日常生活的外部

环境之间的长期、稳定、有序和可预测的连续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安全感；第二，本体安全感的概念还从自我建构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单纯的主观体验视角，

强调了这种稳定连续的环境互动与人们自我连续性之间的相关性，即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稳定

互动与人们对自我存在和自我身份的连续认知之间存在关联。 

（2）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一般安全感存在关联，但也存在本质区别。第一，本体安

全感与一般安全感所涉及的范围不同。一般安全感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主观体验，是能

够帮助个体脱离恐惧和伤害，并满足个体现今及未来任何需要的安全、自由和自信的感觉



(Bar-Tal & Jacobson, 1998)。它涉及个体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以及个体在达成需要时所获得

的安全方面的满足感，是一种人们所获得的在身体上或者心理上受到保护或不会受到伤害的

心理体验，因此是一个和免于受到个人威胁相关的概念。然而，本体安全感则是一个与个人

发展相关的安全感概念，它涉及个体对建立与外部环境的连续互动关系以及对自我身份连续

发展的信心(Dupuis & Thorns, 1998)。 

第二，本体安全感与一般安全感的形成机制不同。一般安全感主要形成于个体的生命早

期，个体在婴儿时期与母亲建立的良好母婴关系能够帮助婴儿形成安全感，建立起对世界的

信任，并将这种安全感持续到之后的生命过程中(弗洛依德, 2009/1936)；而本体安全感的形

成主要来自于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并通过对所处环境的稳定性的信心感觉到自

我的发展是连续和统一的，从而感到本体安全。 

第三，引发本体安全感与一般安全感受到威胁的因素不同。一般的不安全感通常涉及会

对人们身体或生命造成伤害的信息，例如，生命不安全感通常涉及自然灾害、战争等会伤害

人们生命的信息，或是得知亲友或其他人的离世信息 (柳武妹，王海忠，何浏，2014)，所

引发人们对于生命的不安全感；而本体不安全感则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导致对个人稳定发

展的威胁感，如当人们与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和常规秩序被打乱，人们对自我连续发展的信

心降低。也就是说，只有当外部事件引发人们对自身稳定发展的焦虑和担忧时，才会引发人

们的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 

最后，本体安全感与一般安全感对人们认知产生影响的层面不同。基于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理论(Maslow, 1943)，一般安全感强调外部事件对人们对于基本物质及心理需要的影响，

因此，当人们感受到一般的安全感威胁时，其既包括生理层面的应激，也包含心理或认知层

面的反应。然而，本体安全感则强调有关自我存在和自我身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认知反应，

属于更高心理层面的影响。因此，相对一般安全感而言，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更有可能被

外在手段所有效干预。 

基于此，尽管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与一般安全感存在关联，但在概念范围、形成机制、

引发威胁感因素和对人们认知产生影响的层面上，两者仍然存在本质区别，不可相互替换。 

（3）本体安全感这一概念并不同于其他的相关概念（如一般安全感），它不仅强调人们

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有序和可预测的连续互动，也强调了这种稳定互动与人们自我存在

的连续性感知的相关性。现有关于本体安全感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几项研究主要关注自

然灾害对人们心理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影响(Skey, 2010; Hawkins & Maurer, 2011; Phipps & 

Ozanne, 2017)，而较少关注本体安全感受到威胁后在其他社会经济领域（如消费领域）可能

发生的心理及行为改变。本文将本体安全感概念引入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关注于对人们日

常生活环境和秩序造成打断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如全球化、自然灾害等）会如何对人们的消

费偏好产生影响。具体来说，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们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稳定互动，从而威胁

到其本体安全感。进而，我们试图检查在面对本体安全感威胁的情况下，家乡品牌是否能够

成为一种帮助恢复本体安全感的一种手段，其原因是家乡品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个人

—地理心理联结。通过识别出本体安全感威胁与家乡品牌偏好这一心理联系，我们丰富了本

体安全感研究文献，并且从建立基于地理位置的心理连接角度为进一步了解本体安全感的形

成来源提供了证据，也为干预本体安全感威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非常感谢您对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在回答您所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对文章的写作

和逻辑进行了再次梳理，并修改和补充了部分内容，以使本文对本体安全感和一般安全感的

区分更加清楚。具体可参见修改稿问题提出部分(pp. 2-3)。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文章提出的指正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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