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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总体水平较高，有发表的价值。评阅人之所以选择大修后再审，意图与作者就以下

几点对话讨论，意见建议仅供参考。 

 

意见 1：探讨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等概念的国内外文献较少，且多出现在近期，属前沿话

题。 

回应：感谢您的认可！在文章修订期间，我们又重新对最新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补充与更新，

并增加了两个实验（一个是作为新的实验 2a,一个是替换原来的实验 3）。本文力图向读者

介绍传承动机概念，并探讨其效应，期望本文在修改后能够更好的说明文章的理论贡献。 

 

意见 2：这些概念，包括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自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生三大哲学问题联系紧密，意义重大。评阅人建议论文

总体立意，不要局限于实验中的经济决策行为，不要局限于论文科学层面的贡献，做些升华。

毕竟心理学与哲学母体的关联相较其他学科更为紧密。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这点建设性意见！全体作者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传承、自我连续性等概

念与一些人生基本哲学问题息息相关。为响应您的建议，我们努力在概念介绍与讨论部分做

了理论升华的尝试，比如在“6.2 理论贡献”的第三段部分，我们重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

角论述了传承的重要性，并深入探讨传承概念与死亡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并以重新调查的样

本量为 202 人的实证结果论证两个概念的区别）。当然，限于篇幅与作者的哲学功底，可能

我们的论述还不能完全到位，还请您继续批评指正！ 

意见 3：研究整体思路采用动机->认知->行为的模式，没有问题，但评阅人认为认知->动机

->行为的模式，在人类行为中更为普遍，譬如认知决定论。若按这一模式重新设计实验，结

果及其意义会否有所不同？ 



回应：感谢您提供的新思路！本文探讨的关键核心概念是传承动机，它在文献里更多是被视

之为一种个体动机，在此前提下学者们探讨该动机如何影响人们的各种行为。由于概念本身

的性质，以及遵从前人的研究范式，本文暂时还是将之视为动机，并遵从动机——认知——

行为的模式。 

但您的意见也确实让我们深思在未来的传承概念研究中，是否可能将之作为“认知”概

念来处理，比如在个体的认知层次上凸显传承概念，让个体意识到人们的精神、价值观等是

可以实现传承的，在此前提下从认知——动机——行为的视角来重新设计实验。但我们也不

得不遗憾的承认，这个新思路下的实验设计可能与现有的研究思路无法很好的融合，所以该

新的研究思路只能有待未来再考虑。但我们在此感谢您提供的启发性思考！ 

意见 4：应清楚表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开篇部分，引出传承动机为自变量发起研究，这很好，

但为何后续是自我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针对该意见，我们重新撰写了引言的开头部分（见新稿件开头

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重点提出我们为何要从风险情境来研究传承动机。撰写逻辑如下：在

文章第一段提出何为传承动机以及它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后，第二段是高度概括总结现有传承

动机研究，从而指明该领域的研究还十分匮乏；进而提出本文要从金融风险情境研究传承动

机与风险的关系，但为何是金融风险情境呢？原因如下： 

“本文将从风险情境的视角考察传承动机与个体金融冒险行为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从

金融风险角度探究传承动机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各项决策几乎都会涉及到风险的概

念(Mishra, 2014)，因此探究二者的关系将大大增进我们对传承动机的认识与了解；另外一方

面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涉及金钱收益与损失的金融风险决策是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构成内

容，金融风险决策行为小至影响个体幸福、大到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长治久安(Greenberg & 

Hershfield, 2019)，因此研究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期待如上论述可以更好的向各位评审人和读者说明我们为何要选择金融冒险行为

作为研究情境。此外，我们是在文章具体研究问题的部分（文章第三段） 直接提出自我连

续性的概念，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提出这个概念，在后续部分会仔细陈述其中的逻辑。 

意见 5：应强化本文的理论基础。假设 3 提出基于生命史理论，很好，但生命史理论是否能

支撑假设 1、2 的提出？如可以，行文未体现，如不可以，则需要另找理论。总之，结合第

2、4、5 点，作者在文中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基于什么理论和研究动机，将传承动机、自我



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联系起来研究，并提出假设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回望论文的第一稿，我们确实发现文章整体的理论深度与

整体逻辑严谨性还不够。在综合另外两位评审人的意见上，我们在此轮修改稿的正文中新增

加了一个实验（目前的实验 2a），替换了一个实验（从探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改为考察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所以用新实验 3 替换原来实验 3）。 

在此，我们重新对我们的理论推导做个梳理，期待能够向您完整的表述我们的逻辑。 

首先，整个论文都是围绕自我这个概念展开论述。特别是新的文稿中我们基于风险敏感

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提出了人们为何会规避风

险或者偏好风险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源于当下自我状态与未来自我的期

望目标之间的差距（具体论述可见“1.3 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行为”部分）。

由此，不管是传承动机的概念、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概念，还是风险的概念，三者全部统一于

“自我”这一主题。这使得整个论文有了一个清晰的主架构，也部分回答您提及的用何理论

将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联系起来的问题。 

其次，在具体关于传承动机为何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影

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上，请参看假设 1 和假设 2 的论证过程，在此不再赘述。但我们想补充说

明的是，您可以从新文稿里面看出来这两个假设的提出实际上都是围绕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

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述的。所以整体上新文稿的假设推演过程具备更高的逻辑严谨性。 

第三，在原先文稿中，我们为论证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我们提出了生命史理

论。鉴于您的意见，以及第三位评审人同样提出“童年代表的是消费者的过去，所以引入童

年又把过去的情况引入研究，增加了论证的复杂度。一个人的过去要通过影响现在才能影响

未来，而不是在文中直接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 所以，我们在新的文稿中将儿时的社

会经济地位替换为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重新设计实验并收集数据，论证了个体当下的社会

经济地位会调节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具体论证逻辑如下： 

“传承动机在时间维度上通过将未来自我纳入当下考虑范畴，从而提升未来自我连续

性。此效应的发生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人们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从而才可

能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到未来。试想，如果自我对当下自己的状态是消极否定的，那么个体

更有可能会期望自己能够改变当下状态，而非将负面的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比如 Yang 和

Urminsky(2015)就发现悲观/乐观状态下的个体会因为当下自己的消极/积极状态而倾向于降

低/提升与未来自我的联结。与本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就是影响个体对当下自我满意

度的一个重要变量。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资源，具备更高的掌控感，因此对当



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会倾向于在未来继续维持当下的高社会地位(Joshi & Fast, 2013)。

于是提升此类群体的传承动机，他们会愿意继续将当下积极自我延伸到未来，进而获得高的

未来自我连续性。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缺乏资源与控制感，并且时长遭遇自我威胁，

此类群体寻求的是在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期望将当下消极自我

延伸至未来(Joshi & Fast, 2013)。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启动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传承动机，他

们也无意愿将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建立联结。结合前文的假设 1 和 2，本文有如下假设： 

假设 3：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强化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进而影响

金融冒险行为。” 

第四，您原先提出了生命史理论能否支撑假设 1 和 2，虽然现在我们采用个体当下的社

会经济地位来调节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但您的这个问题依然是有效的，

即这个调节变量如何与现有的假设 1 和 2 建立联系。为此，我们专门在讨论部分进行了补充

说明，力图说明当下社会经济地位改变了个体是否有意图去改变当下自我的状态，一个只有

对当下自我感到满意的个体才可能因为传承动机而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从而提升自

我连续性。所以，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和当下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围绕着自我的动态性而产

生关联，并最终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补充说明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当下社会经济地位三者关系的内容下： 

“最后，本文还发现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人们一般会对自己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变为过度自信

(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对当下自我拥有积极评价的人们才可能在传承动机的作用下

把积极自我延伸至未来。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他们的目标在于改变当下状态，

并不愿意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所以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提升作用在此类群

体身上体现的并不明显。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预示着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更多的会调

节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因素。”（还可见于文中 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五段） 

总结：在您和其他两位评审人的建议下，本文全体作者在文章的理论深度与假设推演上

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期望我们在新文稿中所丰富的理论阐述与新的实证证据（两

个新实验，外加一个样本量为 202 人的问卷调查）能够较好的回应您的建议。 

意见 6：“立德、立功、立言”，如果姑且将经济决策行为看作“立功”，那么传承动机、

自我连续性是如何影响“立德”、“立言”的？ 

回应：感谢您的洞见！确实如您所言，传承动机会影响人们的“立德”与“立言”。在我们



已经完成的另外一个独立项目中，我们就发现启动个体的传承动机会提升人们从事亲社会行

为的可能性。而传承动机对“立言”的影响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另外一个项目。所以我

们完全认同您提出的传承动机会影响个体的“立德”与“立言”的意见。 

就本文而言，它的聚焦点是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所以在本文还较难同

时将“立德与立言”的内容纳入进来。 

意见 7：动机与行为不一一对应。传承可以有“流芳百世”，也可以有“遗臭万年”，这说

明其中必有调节机制影响动机的行为表达（作者在研究不足与展望中也提及了）。具体到本

研究，得出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降低个体金融冒险行为，这很好。但主动选择冒险、不选择

冒险与主动采取行动，避规风险是否应考虑区分并体现在实验设计上？ 

回应：感谢您的洞见！首先，我们完全同意您说的关于个体实现传承目的的行为表达有多种

方式，从形式上看可能有“立德、立功和立言”，从行为效价上可能有“流芳百世”和“遗

臭万年”。而且我们还在讨论部分对该调节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具体如下： 

“第三，为人铭记既可以通过对社会实施正向影响从而实现传承，极端情况下还可以通

过所谓的“遗臭万年”方式被人记住。所以后续对传承动机的研究还可以考虑从反向来启动

传承动机，即不想被后人记住自己的什么内容(Zaval et al., 2015)。但该操纵方式的难点在于

正常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总是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产生过度自信(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撰写自己的消极点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焦虑、不适等冲突体验，从而干

扰实验结果。此外，个体要实现自我的传承必须是自我被自己所属文化的价值观所认可，所

以通过“不想被后人记住自己的什么内容”来启动传承动机也可能存在有效性问题。” 

此外，您提及的“主动选择冒险、不选择冒险与主动采取行动，避规风险是否应考虑区

分并体现在实验设计上”这个问题，就我们所知，似乎在现有研究中没有涉及到这个区别。

所以在查阅大量文献后，我们新补充的两个实验也就没有区分这种区别。 

意见 8：基于 6、7 点，本文若能补充完整，则贡献更大。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对本点的回应可见上面的回复内容。我们珍惜每一次都是来之不易的

修改机会，所以我们会尽最大可能来完善文章质量。 

意见 9：研究设计严密，合乎规范。三个实验层层递进，注意细节的处理。这方面没有什么

大毛病可挑的。仅建议将操控检验单独设个小标题来写。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将操作检验部分作为单独的部分撰写，具体可见文中相应的



地方。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

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

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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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 意见： 

本研究探究了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决策中冒险倾向的影响。过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传承动 

机对人际行为(如亲社会行为、跨代际决策)的作用，而本文提出，传承动机通过增加自我 连

续性感知进而减少人们的金融冒险行为，丰富了传承动机影响个体决策的研究。但是，本研

究在对风险的定义、理论推导、数据分析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 1：文章的第一部分(1.1 之前)只分别介绍了本研究涉及的几个变量的重要性， 但没有

清晰地阐述为何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这一研究问题有何重要意义。作者仅通过 “本

文的创新在于将首次在金融决策领域探讨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决策中冒险倾向 (Financial 

risk-taking)的影响”这句话陈述了研究问题，那么从现实与理论的角度，为什么 要研究这

个问题?仅仅陈述“它将传承动机研究拓展至个体金融决策领域”是远远不够的。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为更好的回应您的建议，我们重新撰写了文章的第二段和 第三

段内容，重新写作的逻辑首先是高度概括现有的传承动机效应研究的内容，突出了本文 在

理论上拓展其研究领域的贡献。其次，如您建议，我们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提出为何要 将

金融冒险行为作为研究情境，具体论述如下:  

“我们之所以从金融风险角度探究传承动机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各项决策几乎

都会涉及到风险 的概念(Mishra, 2014)，因此探究二者的关系将大大增进我们对传承动机的

认识与了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在当代社会中，涉及金钱收益与损失的金融风险决策构成了

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内容，金融风险决策行为 小至影响个体幸福、大到影响家庭和谐与社

会长治久安(Greenberg & Hershfield, 2019)，因此研究其影响因 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在文章开头第三段，我们更加明确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什么，以及高度概括本 

文可能存在的贡献点(更为详细的关于理论贡献的论述可见最后讨论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将从动机视角出发，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

个体的金融冒 险行为?(2) 上述效应发生的心理机制是什么?(3) 此效应又受到什么因素的



调节?文章通过四个实验对 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发现传承动机会通过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

的连续性感知，进而弱化人们的冒险行为， 并且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上述过程起到调节作

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的传承动机和金融风险决策的文 献，还为个体与企业如何运用

传承心理弱化冒险行为提供实践启示。”  

总而言之，我们对问题提出部分的第二段和第三段进行了重新的写作，尽可能的将本文 

的写作逻辑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希望这样的修改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意见 2:风险的定义及理论推导，本文缺少对风险的定义。从 1.3 部分的内容来看，作者把风

险等同于危险，且在行文里表达出“冒险是有危害的行为”。但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方法是

根据结果的变化范围（outcome variance）来定义风险。如果两个选项的期望值相等，一个

选项的结果变化范围较大，另一个选项的结果变化范围较小，那么，前一个选项的风险更大，

而后一个选项的风险更小（Mishra, 2014）。从实验材料来看，作者的确是通过结果的变化

范围来代表风险大小的。但是，理论推导部分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传承动机促使人们选择变化

范围较小的选项。是因为传承动机唤醒了人们对不确定的厌恶吗？还是因为其它原因？同

时，理论推导部分也没有讲清楚自我连续性促使人们选择变化范围较小的选项。作者认为，

具有传承动机的人会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决策将影响未来他人的福利，按照这一逻辑，选择结

果变化范围更大的选项能给未来他人带去更多可能的获益，即更多可能的福利。为什么从理

论上，传承动机不会增加冒险倾向？ 另外，冒险象征着能力，因为只有拥有生理、经济或

社会资源的人才能承受冒险带来的代价（Mishra, Barclay, & Sparks, 2017）。当人们的传承

动机被激活时，他们更有可能希望塑造更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有能力），因而有可能倾向于

冒险。当然，上述两种可能也许成立，也许不成立。作者需要在确定对风险的定义之后，围

绕该定义下冒险行为的特征，从理论上论述传承动机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冒险行为。  

Mishra, S. (2014).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biolog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 280–307.  

Mishra, S., Barclay, P., & Sparks, A. (2017). The relative state model: Integrating need-based and 

ability-based pathways to risk-t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 176–198.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您的意见让我们对风险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在

新文稿中我们也重新根据您提供的文献进行了理论阐述与假设推理。针对您上面的系列意

见，我们做如下回复，希望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首先，我们在您提供的论文索引下阅读了大量关于风险的相关研究，重点是您提供的

Mishra 及其合作者的论文。由此我们发现此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到位的：风险跟危险，不



确定等概念不完全一样(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风险的概念是中性的，所以不等

同于危险；风险虽然经常跟不确定性一起出现，且不确定性会导致风险。但在确定性情况，

可以依然存在风险。本文对风险的操纵实际上就是在控制住确定性影响后通过结果变化范围

大小来实现风险的差异。所以，首先感谢您指出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在文中相应部分进行

了全部的修订。 

其次，您提供的 Mishra 及其合作者的文献让我们重新定义了风险的概念，并选择风险

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从此我们构建了完整的从传承

动机到自我连续性到风险的研究框架。具体的关于传承动机如何通过未来自我连续性影响风

险偏好的推导过程可参看新文稿的 1.3 部分。在此，我们陈述基本的推导逻辑，首先是我们

借助风险理论中的风险敏感性理论，提出个体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个体的当下状态与期望目标

之间的差距(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如此，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就转化为一个与自

我息息相关的概念。根据风险敏感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风险决策是一个与自我的当下状态

和未来目标息息相关的一个决策。由于未来目标总是与未来的那个“我”相生相伴，所以结合

自我的时间维度，风险决策就转变为取决于当下我的状态与未来我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程度。

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提出为何传承动机导致的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会降低消费者偏好风

险的可能性，具体罗列如下： 

“具体而言，(1)自我连续性意味着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确保未来自

我与当下自我的各自状态与需求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结合风险敏感性理论，具有高

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更偏好低风险的选项。(2)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

性感知的个体在为未来的那个我做选择时会跟当下这个我的选择保持一致，规避变化(比如

选择同样口味的食物; Yang & Urminsky, 2015)。因此根据风险本身的定义(结果的变化范围)，

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选择低风险的选项。(3)从现有一些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间接

推断未来自我连续性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偏好，比如有研究表明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

更愿意进行储蓄养老(Joshi & Fast, 2013)，更节俭(Bartels & Urminsky, 2015)等，这些行为都

暗含着为了降低未来自我的财务风险而实施的一种风险规避行为。”  

我们期望通过上面的论述能够较好的阐明传承动机弱化风险偏好是源于它提升了个体

未来自我连续性，而高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弱化个体偏好风险。 

第三，您提出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个体偏好风险的可能性。我们仔细思考后认

为可能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可能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个体（比如具有雄心壮志者）会因

为传承动机的激活，而考虑自己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内去影响他人，造福他人，于是转而关注



风险选择中的收益，于是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未来研究部分进行了补充

说明（见新文章的最后一段），具体如下： 

“第五，本文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但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是否存在某种特

殊情况使得该关系得以逆转，比如在具有某种人格特质，持有某种信念的个体身上，或者在

某些情境下传承动机的激活反而会提升人们的风险偏好。” 

与此同时，在您的启发下，我们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传承动机启动组的参与者所撰写的

开放式问题（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答案。我们会发现正常情况下人们在回答

希望自己的什么东西被后人铭记时，人们并没有普遍表现出某种“雄心壮志”，比如名留青史，

比如希望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而，人们普遍表现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自己诸如善良、诚

实、友好或者踏实等“普通”的品质。可能普罗大众实现传承的方式与我们所理解的名留青史，

留下巨大印记的方式有所区别。所以，很可能在正常情况传承动机是弱化个体的风险倾向。 

总结，关于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人们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承认可能存

在这种情况，所以把它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补充进文章的讨论部分。另外，假如存在这种逆转

的可能性，那么中介机制也很可能不是未来自我连续性，届时需要去考虑新的中介机制。但

考虑到本文当前的故事是首先想在文献中确认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及可

能的机制。只有当主效应确认后，未来的研究才可以有进一步考虑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新增

补的实验里面就并没有去进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它将完全改写本文的所有逻辑架构与

写作。期望我们上述的解释与做法能够令您理解与谅解。 

第四，您提及是否可能存在“当人们的传承动机被激活时，他们更有可能希望塑造更好

的自我形象（例如有能力），因而有可能倾向于冒险。”  感谢您提供的这一点建设性意见，

为更好的回应传承动机是否可能影响人们的印象管理需要，我们在新增加的实验 2a 中测量

了个体的印象管理需要，它由两个测项构成，分别是“我很在意我是否给别人留下了好的印

象”和“我会尽力维持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White & Peloza, 2009; 1 = 非常不同意，7 = 非

常同意, r = 0.65)。在这里，我们只是笼统的测量印象管理需要，并没有特指对能力方面的印

象管理。因为在分析了参与者所撰写的传承内容后，我们并没有发现人们会特别强调自己的

能力，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凸显，进而实现传承的可能性；反而是人们更多强调自己的良善，

希望自己的良善（Morality）能够被传承。结果显示传承动机并不影响个体印象管理动机的

程度(M legacy = 5.48, SD = 1.06, M control = 5.47, SD = 1.21; F (1, 259) < 1, p = 0.93)。更为重要的

是，在控制住上述变量的影响后，传承动机依然可以显著地影响个体对低风险工作的偏好(F 

(1, 255) = 5.38, p = 0.021,2 
= 0.021)。 



意见 3：竞争假设：研究者提出启动传承动机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拉近当下与未来的时

间距离；其二，促使人们考虑他人的利益。本文提出的自我连续性属于后者，那么是否可能

存在一个替代性假设：启动传承动机后，被试觉得未来更近了，所以更倾向于保守？ 另外，

研究者在讨论中提到了传承动机与死亡概念存在一定联系。那么是否有可能是传承动机激发

了死亡概念？由于人们害怕死亡，不愿冒险。  

回应：感谢您提供的上述意见，让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在第一稿的传承

动机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推导过程中，我们论述了传承动机的两个特性（时间维度

的关注未来，与人际维度的关注他人），并从这两个特性出发探讨它如何提升个体的未来自

我连续性以及降低个体风险偏好。评审意见回来后我们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评审人或直接或间

接的表示出该推导过程的复杂性，且依据传承动机两个特性的推导逻辑也给读者带来理解上

的难度。综合评审人意见，以及全体作者的再三讨论，在目前这一稿的撰写中，我们在论述

传承动机概念本身时，就不再特别强调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见新文稿的 1.1 部分），因为

把未来自己视为“他人”虽然在文献中有所支持，但一来在常识理解上可能难以让人难以接受

（如第三位评审人所言的“将未来自我视为他人是说不通的”），二来推导传承动机影响未来

自我连续性的逻辑其实可以完全不借助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正如您所言，传承动机提升个

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恰恰是因为觉得未来更近了（与未来的心理距离变小了）。当然，我们

在新的稿件中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陈述（希望它能够令您满意），具体如下： 

“研究表明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关键在于缩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

离，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结感。比如通过“年龄渐变术”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我是如何随着时间

稳定的渐变，于是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距离显得不再遥远(Hershfield et al., 2011)。本文认

为传承动机会通过缩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提升人们对未来自我的联结感。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以便自我在

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时间

维度上尽量的延长，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未来的我会

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我”因传承动

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于是二者

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体缩短“当

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至于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弱化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也基于您的建议重新梳理了风险

的定义与理论，然后提出了二者的逻辑推导过程，具体可见新文稿的“1.3 传承动机、未来

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行为”部分，囿于篇幅，我们不再这里重复黏贴。 

最后，您提出传承动机是否有可能激活个体的死亡概念，进而弱化风险。我们针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补充了相关的实证数据。首先，我们想向读者说明传承概念

与死亡凸显的概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传承的心理并不必然会涉及到死亡的概念，二者之间

是独立的存在。理论上，对死亡的焦虑恐惧仅仅是个体产生传承动机的原因之一

(Wade-Benzoni et al., 2012)，后者还可以在多种与死亡无关的情境下被激发，比如即将离任

的领导更会考虑如何行事才有可能在组织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Sligte, Nijstad, & De Dreu, 

2013)。实证上，我们有偿招募 202 位成年人(男性 81 名，平均年龄 31.02 岁)分别回答已有

的个体差异层面的传承动机倾向量表与死亡焦虑倾向量表，预期通过因子分析从实证层面验

证传承动机与死亡焦虑分属两个不同的构念。八个测项的传承动机倾向量表来自现有研究

(Zaval et al., 2015)，如 “我希望在我死后，我将被后人长久的铭记”，“我在乎后人想起我时

会怎么想”等( = 0.89)；六个测项的死亡焦虑倾向量表同样来自现有研究(Wittkowski, 2001)，

如“只要想到“一旦我死了，那我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随之消失”，我就害怕”，“想到有朝一

日我终会死去，就觉得不安。”等( = 0.97)。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共获得两个因子，旋转后

的总方差解释率达到 72.31%，且每一个测项都分别归属于它们各自应该归属的因子上。两

因子结构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同样表明了传承动机与死亡焦虑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构念

(χ²/df = 2.44, CFI = 0.95, NFI = 0.93, NNFI = 0.95, RMSEA = 0.084)。 

上述的实证与理论补充也在新文稿的“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三段。 

就我们所知，截止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文献表明启动个体的传承动机会激发死亡概念。反

之，恰恰是死亡概念的凸显激发了传承动机（Wade-Benzoni et al., 2012）。其次，我们依然

是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人们撰写的关于传承动机启动任务的内容，结果并没有发现人们会普

遍撰写跟死亡相关的词语（当然，也不排除人们是有激活死亡概念，但并没有撰写出来）。

第三，关于传承动机是否会激发个体的死亡概念，进而弱化冒险倾向的可能性。通过查阅文

献，发现恰恰与我们常识相反，凸显死亡概念反而会促使个体更有可能从事一些冒险行为，

比如赌博时更加冒险(Hart, Schwabach, & Solomon, 2010)；更有可能从事危险驾驶等（Ben-Ari, 

Florian, & Mikulincer, 1999; Miller, & Mulligan, 2002; Rosenbloom, 2003)。 



总结之，传承动机与死亡凸显是两个不同的构念，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不太可

能是通过激活死亡概念的作用机制。    

意见 4：4.1、实证部分的最大问题在于，作者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是不合理的，A、B、C 三

种选项之间的风险差异是不等距的，因此，被试的选择无法等距地反映出他们的冒险程度？

在统计上不可以将三种选择赋值为 1、2、3，因而无法做方差分析。正确的方法是使用卡方

检验等。鉴于该问题，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可信度存在较大疑问。  

4.2、研究 1 的操纵检验 p 值没有给出对应的效应量。另外，后文中有些地方给出效应

量，但仍有一些地方遗漏。  

4.3、研究 1 及其他部分有些的统计值请统一为两位小数，例如，21 岁、20 岁、p = 0.05。  

4.4、研究 2 作为检验主要效应的第一个研究，使用为他人做决策情景不够恰当。从自

我连续性的理论推导来看，传承动机指向未来、指向他人，因此将“未来自我”拉得更近，提

高了未来自我连续性。但研究 2 却使用了为他人做决策的情景，这和之前的理论推导不相符，

当人们更多地考虑未来自己的福祉时，为何给他人做出更保险的选择？其中起作用的机制是

否还是研究者所探究的未来自我连续性？还是未来他人连续性？ 

4.5、研究 2 测量了未来导向，但没有报告两组未来导向的数值及有无显著差异，以及

控制未来导向之后，仍存在的效应大小。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接下来我们详细回应上述相关问题。 

4.1、我们重新使用了卡方分析来考察传承动机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论并没有改变，

即传承动机确实弱化了个体选择高风险选项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重新补充了一个实验并

作为研究 2a，补充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结果变量的测量变为连续型变量，然后用方差分

析重新检验传承动机与风险偏好的相关性；其次，针对您第四点讲的第一个主效应的研究采

用为“他人”做决策的实验场景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研究 2a 是以为自己做财务风险决策作为

研究情境，更符合了理论推导。 

4.2、我们补充了所有的研究中的效应量问题。 

4.3、全文只要涉及到统计分析的，我们全部保留小数位两位。 

4.4、感谢您提出的关于为自己决策与为他人决策差异的意见！如同上面所言，我们补

充了一个新的实验作为研究 2a，该实验的场景是为自己做决策。此外，我们在新的文稿里

面不再强调为自己做决策与为他人做决策的差异性。本质上，本文的为他人做决策实际上还



是为自己做决策，因为自己是作为经理人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但决策的主体还是自己。所

以现在文中我们已经不再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而且也确实不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差异。 

4.5、我们补充未来导向相关的统计分析。具体而言，即使控制住未来导向，未来自我

连续性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 = 0.11, SE = 0.057, 95% CI = .03 to .26)。为排除未来导向的替

代性解释，我们首先考察传承动机对未来导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传承动机并不影响个体未来

导向感知的差异(M legacy = 5.17, SD = 0.87, M control = 5.06, SD = 0.99; F (1, 108) < 1, p = .54)。

其次，将未来自我连续性替换为个体未来导向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导向无法中

介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冒险行为的作用( = -0.0062, SE = 0.02, 95% CI = -.08 to .01)。 

 

意见 5：研究 3 把调节聚焦作为一个竞争假设，但没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从理论上看，传

承动机会如何影响调节聚焦？另外，作者测量的是特质性促进定向与防御定向，如“我经常

思考在我的人生中如何才能避免失败”，特质性得分是否能准确捕捉实验中状态性变化？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因为综合考虑了三位评审人的意见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实验

3，探讨了个体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调节，而不再考虑

儿时 SES 的调节作用。在新的实验 3 中我们就没有测量调节聚焦这个概念，因为确实如您

所言，传统的调节聚焦量表都是用来测量个体特质差异的，且测项数目较多（10 个测项，

Haws, Dholakia, & Bearden, 2010)。在原稿测量调节聚焦时，我们在引导语那里倒是强调了

根据“此时此刻”的感受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但没有发现结果可能还是源于测项的问题。   

至于调节聚焦本身是否是可以作为竞争性解释。首先，本文提出的中介机制是未来自我

连续性，在新的文稿中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该中介的合理性之外，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

实证证据，而且本研究也排除了诸多的其他可能性，包括自尊、自我重要性、情绪、印象管

理，未来导向等各种可能性。其次，我们仔细阅读了一些研究调节聚焦的文献(Zhou & Pham, 

2004)，发现在部分文献里直接将风险偏好作为测量调节聚焦类型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个

体规避风险是防御聚焦的一种体现。所以未来实际上是可以把调节聚焦类型作为结果变量，

把风险偏好作为其中一种测量方式，但这个可能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我们

在新的文稿里没有再测量特质性的调节聚焦，但把它作为竞争性解释放在了讨论部分。希望

这样的处理与上述说明能够满足您的意见。 

 



意见 6：作者提到，研究 3 的目的之一是考察传承动机对金融冒险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决

策实施对象的调节。这一说法不够准确，要想探究决策对象的调节作用，应该在同一研究中

既设置为自己决策组也设置为他人决策组，探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回应：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这个说法！从实验严谨性的角度，如若探究决策实施对象的系统性

影响，确实应该在同一个实验中将其作为变量来处理。 

但鉴于理论上，我们认为本文所探究的传承动机效应应该不受决策实施对象的影响，所

以在现在新的文稿里，我们已经完全排除了为自己决策与为他人决策的说法。再次感谢您的

严谨意见！ 

意见 7：研究 2 和 3 中对金融冒险行为的测量，都是要求被试在期限为 1 年的理财产品中做

选择，收益或亏损反映在未来，如果换用立即产生决策结果的选择，还会出现相同的效应吗？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意见。我们在开始设计

实验时，倒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为了让效应得以出现，故意将场景设置为“为期 1

年的理财产品选择”。 

首次，如果从理论本身出发：传承动机缩小了当下自我状态与未来自我的期望目标之间

的差距，从而使得个体厌恶风险。那么不管这个未来是一年后的未来，还是立即产生决策结

果的下一个时刻，应该是会有相同的效应。因为在我们看来，即使是当下做决策并立即产生

结果，其实结果的出现都是在未来，都是一种相对于此时此刻的未来，毕竟时间是从不停歇

的。所以即使立即产生结果，它也是符合风险敏感性理论里面提到的个体风险取决于当下状

态与未来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所以在理论层面，传承动机弱化个体风险偏好应该不会受到

您提及的这个决策类型的影响。 

其次，考虑到您提出的这个建设性意见，我们在专门补充的实验 2a 中，就弱化了为期

1 年的说法，只是笼统的说要在两个收入不同但风险也不同的工作中进行选择，然后得到了

与已有实验同样的结果，所以新的实验的结果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支持上述的回应。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

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

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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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3 意见： 

研究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关联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问题，并将其拓展到消费者的

金融决策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是论文在概念上以及在逻辑的论证上还需要继续完善。 

 

意见 1：传承动机有两个要素：一是未来，二是他人，是指在未来对他人产生影响。但是在

文中的很多地方，都将未来的自我视为他人，这与传承动机的定义存在严重的不符。而且将

未来自我视为他人也与本文的假设相悖，因为基本假设是传承动机通过影响自我连续性影响

决策，自我连续性就是指“将未来的自己视为自己而非他人”，所以，在文中多处将未来自我

视为他人是说不通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让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在第一稿的传

承动机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推导过程中，我们论述了传承动机的两个特性（时间维

度的关注未来，与人际维度的关注他人），并从这两个特性出发探讨它如何提升个体的未来

自我连续性以及降低个体风险偏好。评审意见回来后我们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评审人或直接或

间接的表示出该推导过程的复杂性，且依据传承动机两个特性的推导逻辑也给读者带来理解

上的难度。 

综合您的意见，经全体作者再三讨论，现在我们在论述传承动机概念本身时，就不再特

别强调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见新文稿的 1.1 部分）。因为把未来自己视为“他人”虽然在文

献中有所支持，但一来在常识理解上可能难以让人难以接受（如您所言的“将未来自我视为

他人是说不通的”）。二来该说法确实如您所言，它会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机制会有所混淆。

最后，由于推导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逻辑其实可以完全不借助传承动机的人际维

度，所以我们在您的建议下取消了任何有关“未来自我”等同于“他人”的论述。 

在新稿中传承动机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论证逻辑如下（希望它能够令您满意）： 

“研究表明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关键在于缩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

离，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结感。比如通过“年龄渐变术”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我是如何随着时间

稳定的渐变，于是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距离显得不再遥远(Hershfield et al., 2011)。本文认

为传承动机会通过缩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提升人们对未来自我的联结感。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以便自我在

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时间



维度上尽量的延长，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未来的我会

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我”因传承动

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于是二者

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体缩短“当

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意见 2：在既有文献中，对于自我连续性影响消费者决策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所以本文如

果有创新，也是在传承动机的引入。但是传承动机对自我连续性的关系好像并不是文中所说

的那么简单。传统动机看重未来对他人的影响，这里面也包含对现有自我的改变，如果当前

的自我有某些不良行为，或者碌碌无为，那么激发传统动机应该是促进他们的自我改变以及

未来自我与当前自我的决裂。所以，为什么传承动机会直接促进和提高自我连续性，这里在

文中并没有讲清楚，而且与现实也不符。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从两个方面对该意见进行回复。 

首先是关于理论创新的回应。我们最重要的创新是引入传承动机，并探讨它如何通过未

来自我连续性影响风险偏好。如您所言，过往有些文章研究了未来自我连续性对消费的影响，

但就我们所知，确实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如何影响风险，这也是对未来自

我连续性的拓展。具体关于本文的理论创新可参看新文稿的“6.2 理论贡献”部分。   

其次是关于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非常感谢您的洞见！我们完全同意您提

及的可能有因素会调节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此考察个体社会经

济地位的调节作用，这个调节作用我们在假设 3 推导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该变量的引入正

是基于您后面的第四个意见，我们期待该变量的引入与假设推导的逻辑能够令您满意：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在时间维度上通过将未来自我纳入当下考虑范畴，从而提升未来

自我连续性。此效应的发生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人们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

从而才可能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到未来。试想，如果自我对当下自己的状态是消极否定的，

那么个体更有可能会期望自己能够改变当下状态，而非将负面的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比如

Yang和Urminsky(2015)就发现悲观/乐观状态下的个体会因为当下自己的消极/积极状态而倾

向于降低/提升与未来自我的联结。与本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就是影响个体对当下自

我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变量。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掌控感，因

此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会倾向于在未来继续维持当下的高社会地位(Joshi & Fast, 



2013)。于是提升此类群体的传承动机，他们会愿意继续将当下积极自我延伸到未来，进而

获得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缺乏资源与控制感，并且时长遭遇

自我威胁，此类群体寻求的是在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期望将当

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Joshi & Fast, 2013)。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启动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传

承动机，他们也无意愿将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建立联结。结合前文的假设 1 和 2，本文有如

下假设： 

假设 3：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强化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进而影响金融

冒险行为。” 

但我们在您的启发下，在讨论部分针对您的意见进行了关于传承动机到未来自我连续性

的调节作用的补充说明，具体论述如下（我们把下面的讨论放在了最后的讨论部分，如果您

认为有必要将它放到前面的假设 3 部分进行补充说明，我们会继续修订）： 

“最后，本文还发现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

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人们一般会对自己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变为过度自信

(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对当下自我拥有积极评价的人们才可能在传承动机的作用下

把积极自我延伸至未来。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他们的目标在于改变当下状态，

并不愿意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所以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提升作用在此类群

体身上体现的并不明显。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预示着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更多的会调

节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因素。” 

人们一般都是对自己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所以启动传承动机才会导致高的未来

自我连续性。为此，我们也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传承动机启动组的参与者所撰写的开放式问

题（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答案。发现普罗大众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普通而在思

考传承问题时，而让自己觉得有愧疚，比如愧疚自己的碌碌无为等。他们反而是更多强调自

己的良善，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的某个良好品质能够被传承。总结之，正常情况下，启动

个体的传承动机并没有让人们产生低自尊的感知（可参看实验 1 和实验 2a 中关于传承动机

对自我重要性评价和自尊的影响）。 

 

意见 3：在既有文献中，研究的都是传承动机对他人的影响，例如慈善，比如承担责任，涉

及的是消费者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传承动机的概念是一致的，因为传承就是对他人

产生影响。那么，本文将其延伸到自我决策，有没有理论基础，这在文中并没有看出来。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前人关于传承动机的研究确实是主要围绕他人导向的范畴，而本文恰

恰是想从传承动机对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的角度来作为切入点。 

您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第一稿时没有非常好的组织理论与进行逻辑推导

的关系而导致的批评。现在，综合各位评审人的意见以及全体作者百分百的付出，我们重新

论述了传承动机与风险的概念，并重新撰写了传承动机如何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后者

如何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可见文中三个假设的推导过程），相信新的文稿在理论性和逻辑性

上都得到大幅提升。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修改工作能够达到您的要求，也请您继续批评指正！     

意见 4：很多假设的推理并不严密。比如 H1 传统动机与自我连续性。传承动机为什么为强

化当前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心理联结？如上所述，如果当前自我与未来的理想自我有很大的差

距，消费者会产生在未来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再者，为什么童年

的情况会有调节作用而不是现在的情况？童年代表的是消费者的过去，所以引入童年又把过

去的情况引入研究，增加了论证的复杂度。一个人的过去要通过影响现在才能影响未来，而

不是在文中直接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再就是，童年情况的调节作用在论证的过程中并没

有将“调节”体现出来，更像是论述它对自我连续性的直接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上述意见主要是关于假设 1 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回应。 

首先，关于假设 1 的推导，相信我们在前面的意见 2 那里作为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不

再赘述。欢迎您就我们的新文稿继续提出批评和指正。我们会虚心接受并继续认真修订。 

其次，关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我们同意您提出的论证复杂性的意见，为此在您

的意见下，我们重新设计了实验 3，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改为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的

假设推导过程见上面意见 2 的回复过程。 

 

意见 5：在研究一中，排除自我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没有考虑到未来。应该是

“未来的自我重要性”。从当前看，主要是考察当前的自我重要性，当然它与传承动机以及

自我连续性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在研究 1 中我们确实是测量当前的自我重要性，我们在新增加

的实验 2a 中还增加了此时此刻的自尊的测量。在这里我们想澄清下测量当下自我重要性和

自尊的原因。 



（1）如您所言，以往的传承动机研究大部分都是考察它对他人导向行为的影响，而很

少涉及到它如何影响个体的自我感知。所以我们想多方面探讨传承动机对自我会如何影响，

比如对自我评价/自尊的影响，对自我连续性的影响，甚至对自我概念清晰度(Self-concept 

clarity; Campbell et al., 1996)的影响（我们在另外的研究中考察的变量）。其中自我重要性/

自尊是自我的整体评价的维度，自我连续性是自我的时间维度，自我概念清晰度是自我的结

构(Structure)维度。总而言之，我们想全方位探讨传承动机对自我的不同维度的影响。 

（2）我们是把自我重要性和自尊放在跟自我连续性并列的位置来考察传承动机的影

响，而不探究该动机是否会通过自我重要性来影响自我连续性。所以如您所言，自我重要性

和自我连续性确实没什么关系。但自我重要性跟传承动机有无关系却不一定，正如我们在文

章中所言： 

“在启动传承动机过程中参与者要完成“自己如何被后人记住的思想任务”(下面有具体

的关于启动过程的介绍)，而个体通过思考自己可被后人铭记的点有可能会对自我的某个特

征进行确认与肯定，比如参与者会表示希望自己正直善良的个性能够传承给未来的孩子，比

如参与者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等等。以往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撰写自

己某个方面值得肯定与称赞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它会提升个体的

自尊水平(Park, 2007)，而自尊又会弱化个体的金融冒险行为(Duclos, Wan, & Jiang, 2013)。”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个体的自我重要性评价和自尊。 

（3）我们考察自我重要性和自尊的原因还在于，以往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会影响个体的

金融冒险行为(Duclos, Wan, & Jiang, 2013)，所以为更好说明传承动机是通过自我连续性的中

介影响个体金融冒险行为，而非通过自我重要性或者自尊的中介作用，我们才测量了它们。

您提出的未来的自我重要性值得我们深思，但把这个未来的自我重要性视为跟未来自我连续

性并列的中介变量（中介传承动机到风险偏好的过程），还是把它视为中介了传承动机与未

来自我连续性的中间变量却值得商榷。但似乎无论是哪种处理方法，都会让理论的推导过程

变得更加的复杂，比如似乎很难说传承动机的启动任务会提升个体的未来的自我重要性，既

然它都不会提升当下的自我重要性。 

 

意见 6：文章的理论贡献还需要很好地提炼与中介。另外文章的管理意义也需要指出来。传

统动机即使会影响个体决策，那么如果在实践当中运用呢？如何操控呢？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在您的意见下，我们重新梳理了文章的理论贡献，具体可见

6.2 理论贡献部分。在这里我们再简要归纳下本文的理论贡献点：（1）本文对传承动机的贡



献首先是拓展其研究领域，在金融风险情境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2）传承

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发现既为传承动机影响自我首次提供了证据，也为未来自我连续

性找到了新的来自动机视角的前置因素；（3）本文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弱化个体的风险偏

好也是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研究的拓展；（4）本文也丰富了个体金融风险行为的现有文献。

整体而言，我们相信本文的研究发现对现有文献来说还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量贡献。 

关于您提及的实践启示的内容，我们在最初投稿时是有专门的章节来探讨这个内容，但

学报编辑部建议删除，所以您就没怎么看到我们对实践启示的讨论。在此次新文稿中，我们

加上了这个部分的内容。此外，我们也在研究不足那里提到了本实验都是属于实验室实验，

未来可开展现场实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带有传承理念的理财产品广告，从而考察传承动

机对人类真实行为的影响。但实事求是而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论上的考虑，确实在实

践启示方面也仅能称之为启示。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

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

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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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第一轮修改作者还是付出很多努力。论文的质量有很大提升。但是这篇论文的最大

的问题：传承动机并非人人都有的，而是只有极少人才有的。而且一般而言，普通人要实现

青史留名，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会保守？如果保守岂不是泯然众人了？

所以基本的逻辑传承动机会导致保守决策从这个视角看有点不通。 

回应：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第一轮修改工作的认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第二轮意见的修改。

针对您关于传承动机并非人人都有，而且普通人要想青史留名，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

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的疑问，我们做如下的解释与说明。 

第一，针对这点疑问，全体作者进行深入反思，为何我们的写作让您有此疑问。我们认

为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在引言的第一段没有充分的对论点“传承动机是否人人都有”进行

充分的阐述，而且又用了诸如“期待不朽、被人铭记、精神永生”等“大词”，导致读者很容易

想到要“不朽”，要“永生”是不容易实现的，也是需要作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想想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能够被后人铭记的人物无不是丰功伟业。 

在您意见启发下，为了补充说明传承动机的普遍性与常人特征，我们充分阅读文献，先

在这里与您交流关于“传承动机普遍性”的观点。 

(1) 从传承动机的来源上来看。传承动机意指个体希望自我能够在时间维度上获得长久

性价值，让个体获得抽象意义的不朽。人类之所以产生传承心理，是源于它可以缓解死亡带

来的焦虑感，以及可以帮助个体实现人生意义感(Hunter & Rowles, 2005)。我们每个人都会

想要逃避生命的消逝，并对此产生恐惧和焦虑(Greenberg et al., 1990)。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研究指出惧怕死亡、死亡焦虑感是个体心理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Burke, Martens, & Faucher, 2010)。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处在于我们能够

清晰意识到自我在求生与生命终究消逝之间的挣扎与冲突，并由此引发了生存焦虑。人类发

展出了多种的防御系统 (Defense system) 来抵御这种生存焦虑 (Greenberg et al., 1990)，其中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寻求某种形式的不朽，即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与自我相关的某种印

记，并且该印记能够长久的存在于后人的记忆当中，这便是个体传承动机的重要来源 

(Burkeet al., 2010)。可见，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人类存在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即把自

我的部分表征延续至未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消除因死亡恐惧带来的不适感，实现抽象意义

的不朽。总结，正是由于死亡以及因死亡引起的焦虑问题是每个个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所

以 Hunter 和 Rowles (2005)才会断言近乎所有的人类都会有传承的需要，只是人们用来实现

传承的方式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关于如何实现传承的方式，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进一步的

详述。  

(2) 从已有的实证证据来看。已有的系列实证研究也表明研究者可以通过问卷来测量个

体层面的传承动机的差异，以及通过情境来启动传承动机 (e.g., Zaval et al., 2015; Bang et al., 

2017)，这些已发表的研究表明传承心理作为一种动机是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而且可以通

过情境将其暂时提升到高水平状态。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在中国和美国(通过 Mturk 在线数

据收集平台)开展了超过四十项的有关传承动机测量与启动的实验。另外，在我们近期一项

研究中测量了大学生(N = 130)的传承动机水平，发现在七点量表上其均值达到 4.98 分（分

值越高代表越具有传承动机倾向）。基于 Erikson (1963) 的自我统合(Ego integrity) 思想，

发展心理学家发现从中年这个生命阶段开始，个体关于自我传承的意识和动机得到蓬勃发展

(Hunter & Rowles, 2005)。可能中国文化对传承价值观的重视，使得年轻人如大学生群体也

具有了较高水平的传承动机。总而言之，上述证据表明个体普遍存在传承动机。 

总结，因为行文关系，我们此前未能在引言部分对传承动机的普遍性予以充分的论证。

感谢评审人提出这个不足，我们现在引言第一段进行了补充说明（红色部分为新增加内容）： 

传承的思想深植于中华文脉之中，如《左传》就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实践。传承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从修建宗祠、家谱到著书立说，从文人骚客的

摩崖石刻到常人百姓的“到此一游”。这些事例除了表明传承心理并不只是少数“重要人物”

的特有心理，而是常人百姓共同的需要之外；它还表明人们实现传承的方式除了通过丰功伟

绩等对社会有重大贡献外，还可以有诸多的其他实现方式，简单如像给后代传承物品、价值



观或者人生故事等 (Price, Arnould, & Curasi, 2000)。所以说传承心理是常人们普遍存在的一

种动机(Hunter & Rowles, 2005)。 

囿于学报有关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在正文部分给予更多详细的论证，只能在引言部分

做如上内容的添加。此外，我们也在“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一段进行了补充说明，添加内

容如下（红色部分为新增加内容）： 

“本文推进了我们对传承动机的理解。正如 Hunter 和 Rowles(2005)所言，近乎所有的人

类都会有传承的需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回答我们“为何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个

体动机，它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各方面持久性的影响(e.g., Wade-Benzoni & Tost, 

2009)。” 

第二，关于普通人拥有传承动机后，他们会想要青史留名，以及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

同的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的疑问。我们做如下解释与说明。 

(1) 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实现传承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例如，伟人改变世界，富人捐

资建楼，普通人著书立说，又或者向后代传承物品、价值观、人生故事，等等。Hunter 和

Rowles (2005) 根据传承内容划分了三种传承类型——生物传承、物质传承以及社会传承。

生物传承的内容包括血统、血缘和基因等。例如父母会将子女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进而会

考虑子女的福祉和利益，以延续其生物传承 (Lubatkin et al., 2005)。物质传承的内容包括金

钱和财产等，例如人们会将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物通过订立遗嘱的形式传承给子女或者捐赠给

非营利组织。社会传承的内容包括价值观、社会联结和社会关系等，它会促使个体保持对非

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精神价值等的关注 (McKenny et al., 2012)。实际上，一切能够代表有价值

的、抽象自我的内容物都可以成为自我传承的载体 (Belk, 1988; 2013)。 

从上面理论论述可以看出，青史留名只是个体实现传承的一种方式，且只是少部分人才

会提及的方式。在实证上，传承动机的启动任务是参与者需要花费 2 至 3 分钟完成一个主题

为“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文字撰写任务。因此我们可以对实验参与者提供的答

案进行编码，来确定人们想要实现传承的表达方式都有哪些。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的参与者表

示自己作为普通人，可能无法像伟人一样做出对社会，对历史有重大影响，重大贡献的事迹。

他们希望能够传承给后人的是自己的道德表现（如捐赠，环境保护，支教，等等），积极正

面的精神（如自己的行为处世，待人接物，善良的品性，等等），某种对社会有用的角色（如

教师、作家，科学家等）。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员，众多参与者表示实现传承的方式不是丰

功伟绩，而是某种小确幸，又或者仅仅只是笼统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可以让后人铭记。下面，

我们罗列若干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呈现普通大众眼中的传承方式。 



典型案例 1：“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力量很弱小，但是我觉得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为后代留下一些积极影响，比如保护环境，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少丢一些垃圾

保护环境，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事，但是一步一个脚印总会有收获。” 

典型案例 2：“比起物质上的影响，我更希望我能够给后世的人留下精神上的影响。我

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的影响可能的最大受益者应该就是我的子女，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

有道德，善良的人，教育我的子女，让他们也能够善良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典型案例 3：“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她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受益匪浅，就是人活在世

上，就是要为后世留下什么意义的东西，将来你走了，但你留下的东西还在发挥作用，这辈

子就没有白过，也会被后人所铭记。因此我也想像我的妈妈一样。” 

典型案例 4：“先贤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而人生一世，必

当留下一些东西。而对于我们这样天资平庸的普通人，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圣人那样的

高度。那么我们能给世界留下的是什么呢？窃以为，留给世界的不一定是丰功伟绩，只要在

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尽我自己的力量影响周围的人，比如努力，

比如勤奋，比如乐观，比如积极。只要能影响到一点点，让世界变好一点点，我的人生就是

有意义的。” 

（2）关于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是否会从事与众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

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个体要实现传承，必然是要通过自己所属群体对自己的认可，认同甚

至铭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个体的言行大概率上是要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所允许 

(Wade-Benzoni, 2019)。而“与众不同”在很多时候是与大家所熟悉的规则、规范、价值观相背

离。所以理论上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并不必然会从事与众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开展的另外一

项关于传承动机与口碑传播研究中，我们发现传承动机并不会促进人们去表达自己的少数派

意见，即如果自己的意见与大部分人相反（属于少数派意见），那么传承动机也无法提升该

少数派意见的表达。少数派意见表达可以视为“与众不同”这一概念在意见表达领域的具体体

现 (Rois, 2012)。 

当然，您的意见也暗含着是否存在某种可能性使得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个体的风险偏

好。我们完全同意存在这种可能性，毕竟任何心理效应都可能存在边界条件，甚至出现逆转

的情况。具体到本研究，可能具有某种特殊人格特质的个体，如雄心壮志者，如对独特性的

需求特别高的人 (High need for uniqueness, Tian, Bearden, & Hunter, 2001)，又或者将冒险视

为自己生活一部分的人 (Zhang, Highhouse, & Nye, 2019)，启动这些个体的传承动机有可能

提升其风险偏好。此外，本文的风险情境为金融风险情境，考虑到风险具有情境独特性的特



征(Zhang,  et al., 2019)，所以未来可以在其他领域考察传承动机对风险的影响。上述这两种

可能性我们在未来研究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见文章“6.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部分的

标红内容），具体如下： 

“其次，本研究只考察了风险行为中的财务风险，考虑到风险行为具有情境独特性(Zhang, 

Highhouse, & Nye, 2019)，未来可以考察如社交风险，新产品使用风险，赌博行为 (孙悦, 李

纾, 2005) 等其他类型的风险行为。 

第五，本文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但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是否存在某种特殊

情况使得该关系得以逆转，比如在具有某种人格特质（如独特性需求高的个体; Tian, Bearden, 

& Hunter, 2001），持有某种信念的个体身上（冒险者: Zhang, et al., 2019），或者在某些情

境下传承动机的激活反而会提升人们的风险偏好。” 

总结，关于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人们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承认可能存

在这种情况，所以把它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补充进文章的讨论部分。考虑到本文当前的故事/

主要贡献是在文献中首次确认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及可能的机制。那么

只有当主效应确认后，未来的研究才可以有进一步考虑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新增补的实验与

正文里面就并没有去进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它将完全改写本文的所有逻辑架构与写

作。期望我们上述的解释与做法能够令您理解与谅解。 

意见 2：自我延续性到保守决策是既有文献已经研究的问题，但是文献研究的背景是储蓄，

即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储蓄，但是为什么会在金融决策中保守呢？所以，建议论文将传承动机

与自我延续性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理顺，更加清楚通顺。 

回应：感谢您给予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对文章的理论逻辑进行进一步说明与补充。为更好的

阐述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之间的关系，我们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增强论证：(1) 概念上，

从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各自的定义出发，基于逻辑推导二者之间存在的额关系，这也是目

前已经用到的方法；(2) 实证上，利用传承动机在跨代际决策领域（Inter-generational decision 

making）的研究结论来说明拥有传承动机的个体会关心对包括未来自我在的行动者（Actor）

的福祉，从而降低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提升自我连续性感知。具体论证如下（红色

部分为新添加内容）：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与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以便自

我在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

时间维度上尽量的延长，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未来的



我会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的我因传

承动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的我与未来的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

于是二者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

体缩短“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除在概念

上我们可基于逻辑推导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存在关联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也有助于说明传

承动机可以降低当下自己与未来自己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而提升自我连续感。跨代际决策研

究发现具有传承动机的个体会更考虑为自己的后代谋福利，比如愿意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后

代，将更多的负担 (比如债务) 留给自己 (Wade-Benzoni, Sondak, & Galinsky,(2010)；比如为

给后代留下美好生存环境而从事更多的环保行为(Zaval et al., 2015)，等等。由于后代在广义

上也是未来自我的一种延伸形式(Hunter & Rowles, 2015)，因此我们会推断传承动机可以提

升当下自己对未来自己的亲近感，进而降低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您提及为何自我连续性在金融风险决策中是保守决策的问题。首先，正如您所言，在文

献研究中发现自我连续性提高了人们的储蓄意愿(e.g., Hershfield et al., 2011; Joshi & Fast, 

2013)，而储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为了减少未来自我的金融不确定性，使未来自我免于金

融困境而在当下实施的一种操作，因此储蓄行为可以部分视为个体规避金融风险的一种体

现。故而我们在正文中也引用了自我连续性可提升人们储蓄行为来作为我们所提假设的证据 

(见假设 2 前面的论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理论上提供逻辑证据链以及其他方面

的实证结果来说明自我连续性可以降低个体在金融风险决策中的冒险行为。具体而言，首先

是我们借助风险理论中的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 ，提出个体的风险偏好取

决于个体的当下状态与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如此，消费

者的风险偏好就转化为一个与自我息息相关的概念。根据风险敏感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风

险决策是一个与自我的当下状态和未来目标息息相关的一个决策。由于未来目标总是与未来

的那个“我”相生相伴，所以结合自我的时间维度，风险决策就转变为取决于当下我的状态与

未来我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程度。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提出为何传承动机导致的高未来自我连

续性感知会降低消费者偏好风险的可能性，具体罗列如下： 

“具体而言，(1)自我连续性意味着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确保未来自

我与当下自我的各自状态与需求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结合风险敏感性理论，具有高

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更偏好低风险的选项。(2)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



性感知的个体在为未来的那个我做选择时会跟当下这个我的选择保持一致，规避变化(比如

选择同样口味的食物; Yang & Urminsky, 2015)。因此根据风险本身的定义(结果的变化范围)，

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选择低风险的选项。(3)从现有一些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间接

推断未来自我连续性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偏好，比如有研究表明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

更愿意进行储蓄养老(Joshi & Fast, 2013)，更节俭(Bartels & Urminsky, 2015)等，这些行为都

暗含着为了降低未来自我的财务风险而实施的一种风险规避行为。”  

最后，我们想总结下整个论文的逻辑。首先，整个论文都是围绕自我这个概念展开论述。

特别是新的文稿中我们基于风险敏感性理论 (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 提出了人们

为何会规避风险或者偏好风险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源于当下自我状态与

未来自我的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具体论述可见“1.3 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

行为”部分）。由此，不管是传承动机的概念、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概念，还是风险的概念，

三者全部统一于“自我”这一主题。这使得整个论文有了一个清晰的主架构。  

其次，在具体关于传承动机为何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影

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上，我们这次新增了补充说明，特别是应您的建议，我们丰富了传承动机

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的理论推导过程。 

最后，再次感谢您在此特殊时期内抽空评审我们的论文，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

能够令您满意！ 

谨祝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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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3 意见 

作者对评阅人的意见正确理解并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补充理论和文献支持，并追加研

究以完善研究的逻辑严密性。论文质量达到发表水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编委意见： 

作者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较好的修改，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

存在一些小的问题：(1)在回答评审人的问题引述过的一些关键文献没有在文章中讨论和引



用(比如 Burke et al., 2010; Belk, 1988; 2013)，需要补充; (2)在讨论风险决策有关的定义和理

论时，只引用了一两篇文献(比如, Mishra 等)，请进行仔细查阅后引用经典文献; (3)在讨论到

风险的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时应该引用一些该领域的针对性文献，如 Weber, Blais, 

& Betz, 2002；Wang, Kruger, & Wilke, 2007; Wang, Zheng, Xuan, Chen, & Li, 2016)。 

回应：尊敬的学报编委，首先感谢您对两轮修改过后的文章的认可，其次，根据您的最新意

见我们做了如下具体修改。 

1、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认真阅读了过去两轮与评审人的对话，现已将回复函中

有用的，但未及时补充到正文中的一些文献进行了讨论与引用，包括您提及的文献(Belk, 

1988; 2013; Burke et al., 2010)。 

2、感谢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查阅了该领域的文献后，首先是补充了关于风险定

义的经典文献(Bernoulli, 1738; Friedman, & Savage, 1948; Mishra, 2014; Wang & Johnson; 

2012)，其次是在论述风险敏感性理论时增加了新的文献(Caraco, Martindale, & Whittam, 1980; 

Mishra, 2014; Mishra, Barclay, & Sparks, 2017)。 

3、感谢您提供的关于风险领域特异性的文献，我们认真阅读过后，受益匪浅！目前已

经替换了相应的文献，并已经放入参考文献中。 

上述涉及到的修改内容都已经在正文中予以红色字体标注，并已在参考文献部分做好相

应的修订工作。 

再次感谢您的辛苦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