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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该文研究了中国普米族人的“敬锅庄”仪式中的仪式动作和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对个体

控制感的提升作用，并考察了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本文区分了仪式中的仪式动作和象征意

义这两个相对独立的方面，并且同时考察了不同年龄段群体，对仪式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展意

义，该选题值得肯定。目前仍需解决的问题如下： 

 

意见 1： 

本文的理论关注点是在仪式(即亲自完成仪式流程)还是仪式感，亦或是说不做区分?目

前文中没有明确。如果是前者，那么目前的实验 1 和实验 3 并不合适，因为它们都没有要求

被试去完成仪式而只是回忆之前的相关经历。如果是后者(即仪式感)的话，那么通过回忆任

务或者观察他人做仪式这种方法都是可取的，但实验里应当有操纵检验，确保仪式感被真正

激发并检验各实验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回应： 

衷心感谢专家对本文选题的肯定。我们根据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修改之处

标记为蓝色。 

(1)本文的理论关注点是仪式。在“1.1 仪式要素与特征”这个部分，采用了目前仪式

心理研究常用的对仪式的定义“仪式是以刻板(Rigidity)、模式化(Formality)和重复为特征的

动作序列，这些动作序列镶嵌在一个更大的象征和意义系统之中，但缺乏直接的工具性目的

(Hobson et al., 2018)”。 

(2)采用回忆任务范式考察仪式，是得到认可的范式。比如，在 Norton 和 Gino(2014)

的实验 1 就采用了回忆任务范式对仪式进行了研究。冉雅璇等(2018)介绍了操控仪式的两种

主要方法——回忆法和情境任务法。回忆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启动被试的仪式参与体验，以

评估仪式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实验 1 与实验 3 采用回忆任务让被试回忆了所参与仪式的动

作、象征意义和情绪体验（要求回忆“你的家人和你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你有什么感

受”等），不仅仅是仪式感受；而实验 2 中已实际执行了仪式，如果再加入操纵检验，可能

会干扰实验效应。 

冉雅璇, 卫海英, 李清, 雷超. (2018).心理学视角下的人类仪式：一种意义深远的重复动作.心理科学进展, 

26(1), 169–179. 

  

意见 2： 

实验 1 中的高投入组和低投入组除了代表着投入程度之外，还有体现了熟悉感或仪式认

同度上的差异。实证数据并不能排除控制感的增强是单纯由于熟悉感(而非仪式动作本身或

象征意义本身)所导致的。建议作者完成一项新实验，在其中添加一组被试很熟悉但不是仪

式的控制组，以此来排除熟悉感的替代性解释。 

回应： 



谢谢您的意见，已在实验 1 讨论部分补充了熟悉感的问题。的确，熟悉感本身就很可能

增强控制感。这是实验 1 未能够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实验 2 采用新颖仪式，目的是除了

用实验法分离仪式动作与象征意义外，也为了避免使用被试熟悉的文化仪式干扰实验结果。

实验 2 使用的仪式是被试都不熟悉的，因此，已经解决了实验 1 的这一问题。 

关于认同度。由于实验 2 是新颖仪式，检验认同度可能存在筛选被试的性质。再者，考

虑到实验 2 流程耗时较长(见：修改稿图 2)，加入相应检验可能增加被试的疲劳感并降低配

合意愿，可能进一步与认同度产生混淆。因此，本研究认为不需要进行认同度检验。 

 

图 2 实验 2 流程图 

 

意见 3： 

实验 2 里由于仪式动作(有 vs.无)是被试内变量，作者需要首先考察是否存在顺序效应。 

回应： 

多谢您的提醒，实验 2 已使用平衡法抵消顺序效应。见原稿 P10.具体为：“当被试完

成一个条件的实验后，会在另一个教室里进行 30min 的折纸活动后，然后再进行下一个条

件的实验。在折纸活动过程中，另外一个被试会进行相同的实验，但实验的顺序是按照 ABBA

的原则决定的。具体来说，第一和第四个人首先完成仪式动作实验，第二、第三个人首先完

成无动作实验，依次类推”。 

可能在描述实验程序时未能表达到位，修改稿重修了这个部分(见修改稿实验 2 中图 2

及相应文字表达)。 

 

意见 4： 

实验 2 里的象征意义操纵没有操控检验，这样无法完全确定对感恩、庇佑和无意义表达

控制组的操纵是否完全成功。而且，相对于另外两个实验组，无意义表达组是否在感恩感知

和庇佑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所有被试在指导语中均被告知该仪式是祭祖仪式，因此哪

怕在“静立 15 秒”的控制组里，也不能排除被试产生感恩或庇佑等主观感知。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由于实验 2 对感恩和庇佑的操纵，是直接用语言表达来完成的，即感恩、

庇佑两组被试需要在 15 秒内根据要求清晰说出感恩或庇佑的象征意义，实验中再对这两组

被试进行检查会干扰实验效应。而无意义表达组在“静立 15 秒”时，的确存在被试自主激

活象征意义的可能性。但由于实验 2 设计为 2(仪式动作：执行动作/无动作)×3(象征意义：

感恩/庇佑/无意义表达)混合设计，在无动作、无意义表达这一条件下，并不提示祭祖仪式信



息，而是空屏 3 秒。无动作、无意义表达这一条件的数据作为基线数据已经能够为其余条件

提供比较参照，因此，我们认为不需要再进行操作检查。 

 

意见 5： 

目前仅有实验 2 能提供一定的因果关系验证，需要新数据来进一步验证和重复现有研究

发现。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已在局限性部分补充了“需要新的实验数据进一步验证现有的研究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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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意见： 

研究采用回忆任务、创设新颖仪式等方法考察仪式动作、象征意义对普米族青少年及成

年人控制感的影响，并考察积极情绪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对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有贡

献。研究将仪式分解为仪式动作、象征意义，以及仪式引起的积极情绪，发现较熟悉敬锅庄

仪式的动作、象征意义或有更多情感体验的青少年控制感更高，引入了积极心理学的元素研

究民族学问题，具有创新性。但文章还存在以下问题，建议该文章大修后再审。 

 

意见 1： 

我对研究设计存在疑问：从严格的实验设计上来说，缺乏只启动了动作，而不启动意义

的组，因此，需要在讨论部分作出解释。而无动作组虽然没有作出实际的动作，但是不是通

过观影启动了共情模拟动作的相应脑区？其效应也不是纯粹的意义组。这与“动作组”也存

在混淆的可能。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们已经根据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修改之处标记为蓝

色。由于原稿对实验 2的研究设计没有表达准确，可能引起了歧义。修改稿对实验 2 的研究

设计部分进行了大修，请专家审核（详见修改稿 3.2.2 至 3.2.4）。 

实验 2 为 2(仪式动作：有、无)× 3(意义：庇佑、感恩、无意义)混合设计，实质上是 6

种处理条件，因此，有“执行仪式动作+无意义”这一处理条件。而执行仪式动作与否，是

被试内变量，不存在“动作组”与 “无动作组”这一分组方式。 

无动作条件下，被试观看的是每次随机从 130 张中性图片库中抽取、切换频率为 0.5 张

/s、持续 10min 的中性图片组合刺激。中性图片内容为静止状态的生活用品或交通工具，难

于激活与仪式动作相关的脑区活动，因此，混淆的可能性较低。 

 

意见 2： 

“记背祖先的代数多少/呼唤代数”作为仪式的一个主要动作，既然其对控制感有较大

影响(rpartial = .282)，为什么不考察其对主要变量和模型的影响？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这的确是一个重要问题。修改稿统一将“记背代数”改为“呼唤代数”

以避免同义概念对读者产生误导。补充了实验 3 被试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见修改稿表 3)，分

析了记背祖先的代数多少/呼唤代数对主要变量和模型的影响（具体的修改如下所示）。 

为考察呼唤代数、象征意义、积极情绪与控制感的关系，首先，以两种象征意义为自变

量，控制感为因变量，积极情绪为中介变量搭建显变量模型，采用 AMOS 24.0 偏差矫正的

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抽样 5000 次，检验各路径系数及间接效应的显著性(模型 1)。

其次，将不显著的路径和变量关系剔除，重新检验各路径系数及间接效应(模型 2)。最后，



将实验 3 中新引入的变量呼唤代数加入模型，再次检验各路径系数及间接效应，以考察呼唤

代数加入后模型的变化(模型 3，仅呈现显著路径)。结果发现，各模型条件下，积极情绪在

表达感恩和控制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模型 3 显示，呼唤代数直接影响控制感，而当同

时考虑呼唤代数、感恩、积极情绪与控制感的关系时，虽然呼唤代数并不通过感恩与积极情

绪影响控制感，但感恩对控制感的间接作用有所减弱。各模型路径系数详见表 5。 

 

表 5 路径系数和间接效应检验 

项目 路径 β SE 
95%置信区间 

Lower Upper 

模型 1 

庇佑→积极情绪 – 0.17  0.05  – 0.484  0.217  

感恩→积极情绪 0.60* 0.08  0.012  0.898  

积极情绪→控制感 0.28  0.19  – 0.015  0.535  

庇佑→控制感 – 0.05  0.08  – 0.425  0.329  

感恩→控制感 – 0.04  0.13  – 0.519  0.359  

庇佑→积极情绪→控制感 – 0.05  0.06  – 0.212  0.055  

感恩→积极情绪→控制感 0.17* 0.12  0.004  0.506  

模型 2 
感恩→积极情绪 0.48* 0.06  0.125  0.721  

感恩→积极情绪→控制感 0.12* 0.05  0.030  0.238  

模型 3 

感恩→积极情绪 0.48* 0.06  0.125  0.721  

呼唤代数→控制感 0.28*** 0.05  0.159  0.394  

感恩→积极情绪→控制感 0.09* 0.05  0.009  0.208  

 

意见 3： 

文章没有交待积极情绪在仪式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与宗教信仰的作用与意义如何进行

区分？ 

回应： 

积极情绪在仪式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与宗教信仰的作用与意义的区分，是一个深度复杂

的问题。尤其是，本文考察的“敬锅庄”仪式与普米族人所信仰的韩规教无疑有关。但考虑

到当前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我们试图在讨论中淡化仪式过程中宗教信仰的作用与意义，所

以回避了对宗教信仰问题讨论。如果本文还有下一轮的修改机会，也请专家给予意见是否在

本文中讨论这一问题。 

 

意见 4： 

引用的文献较旧，注意引用文献的新颖性。尤其密切相关领域，如前言的第一段中应该

汇报控制感领域最近研究进展： 

Xu, Q., Kwan, C. M., & Zhou, X. (2020). Helping yourself before helping others: How sense of control promotes 

charitable behaviors.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30(3), 486–505. 

Zheng, L., Miao, M., & Gan, Y. (2020). Perceived control buffers th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ener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12(4), 1095–1114.  

回应： 

多谢您的指导。已对前言第一段进行了修改，补充了新文献。 

 

意见 5： 

研究确实采用了问卷法进行，如用了控制感等量表，与自检陈述的回答“未采用问卷法

进行研究”相矛盾。 

回应： 



多谢您的意见。由于本研究采用回忆任务范式，与通常的调查研究有区别。所以之前在

自检陈述中说未采用“问卷法”。反思本研究，的确采用了多个问卷，尤其是实验 3。修改

稿中，对实验 2、3 采用多个问卷测量主要变量的情况，补充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意见 6： 

在 2.2.5(1)中“主要分为敬锅庄的执行者、敬锅庄的动作、意义和心理感受共 4 个分析

单元”，这里区分 4 个分析单元的根据是什么？根据什么标准来这么区分的？动作和意义感

的区分是本研究主题，心理感受具体指什么？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实验 1 对普米族青少年回忆仪式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所区分的 4 个分析单

元，“动作、意义和心理感受”主要依据是引言部分对仪式的定义。心理感受主要指情绪。

“敬锅庄的执行者”是根据前期田野调查结果——普米族家庭中执行锅庄仪式者是家中长者

来设计的。分析执行者的目的是为实验 3 以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做铺垫。 修改稿已将“心理

感受”改为“情绪体验”。 

 

意见 7： 

在 2.2.5(2)中“根据被试描述敬锅庄时的内容，将其分为高投入组(n = 36)与低投入组(n = 

37)。”，这里分“高/低投入”组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区分仪式动作卷入的多少？还是区分

意义卷入的多少？还是情感卷入的多少？根据描述来看，这三个方面混杂在了一起。建议分

动作、意义、情绪三个维度分别进行编码和验证。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Norton 和 Gino(2014)采用回忆任务范式对仪式所进行的研究，是用被试

经历某种丧失情境之后回忆自己是否有执行某种仪式，所执行的仪式动作有些什么将被试分

为仪式组与无仪式组。本研究考察的敬锅庄仪式，是普米族人生活的一部分，普米族青少年

只存在参与该仪式动作、表达仪式象征意义的多寡，以及情绪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无

法简单划分为仪式组与无仪式组。实验 1 将被试分“高/低投入”组，目的是对敬锅庄仪式

进行初步考察。由于被试的回忆掺杂了动作、意义、情绪等复杂内容，没有办法实现动作、

意义、情绪三个维度的分别编码和验证。因此是一个笼统的、未分离仪式要素的初步考察。 

 

意见 8： 

在 2.2.5(2)中“1 名心理学教授与 8 名硕士生对被试撰写的材料和分组结果进行了审核

和讨论。”，在这里需要汇报评分者一致性系数是多少？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由于对被试的分组未涉及到计算频次等内容，本研究采用焦点小组讨论

的方式来评分。9 名小组成员分别阅读被试的回忆材料，并提出自己的分组看法。一致性达

85%以上即可决定分组；否则，由不同意见者提出自己的意见，全员再重新审核材料，最终

达成一致。 

 

意见 9： 

在 2.4 讨论部分中“但是，实验 1 并不能明确究竟是仪式的动作，还是象征意义增强了

控制感”，但实验 2 也没有区分究竟是仪式的动作，还是象征意义增强了控制感。 

回应： 

多谢您的意见。实验 2 采用 2（仪式动作：有、无）×3（象征意义：庇佑、感恩、无

意义）混合设计，目的是区分仪式的动作还是象征意义增强控制感。结果是“仪式动作在控



制感上的主效应显著，F(1,93) = 4.204, p = 0.043, p < 0.05, ηp
2
 = 0.043。在仪式动作条件下的

控制感(M = 12.63, SD = 2.23)显著高于无动作条件(M = 12.18, SD = 2.24)。象征意义在控制感

上的主效应不显著，F(2,93) = 2.924, p = 0.059，仪式动作与象征意义在控制感上的交互作用

不显著，F(2,93) = 0.251, p = 0.779。”因此，实验 2 得到的结果是：仪式动作直接增强控制

感，象征意义不能直接增强控制感。 

 

意见 10： 

在 3.1 研究目的中“在实验 1 收集的锅庄仪式动作基础上创设新颖仪式”，这里存在问

题：民族仪式可以随意修改吗？古老仪式有其内在的象征意义，遵循古老仪式本身就带来对

祖先的皈依感甚至类宗教意义。那么被试依从性如何？潜在的冒犯感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解决

的？ 

回应： 

多谢您的提醒。诚然，研究者不能也不可能在实际生活中随意修改民族仪式，但可以在

研究中采用抽象的新颖仪式来研究。由于本研究使用的实验材料是分别标有 1、2、3、4、5

数字的纸片、1 只笔，没有宗教符号和象征意义，更与普米族韩规文化（当地普米族的主要

宗教信仰）符号迥异。本实验程序经过普米族协会专家的评定，认为不存在冒犯感等问题(已

补充在实验程序介绍部分)。整个实验中未有发现被试反感抵触而放弃、拒绝实验的情形(已

补充在被试描述部分)。 

 

意见 11： 

在 3.2.3(3)“两种仪式动作条件下，10-11min 的感恩/庇佑/无表达三种象征意义视频”，

这里具体哪两种仪式动作？实验设计里写的“无动作”，那么是看静止的视频图像 10 分钟

吗？请描述清楚。 

回应： 

多谢您的提醒，3.2.3(3)这一部分的确没有表述清楚。已修改。 

在无动作条件下，被试观看的是每次随机从 130 张中性图片库中抽取的，切换频率为

0.5 张/s，持续 10min 的中性图片组合刺激。 

 

意见 12： 

在 3.4 讨论最后一句“因此，可能对于 12.在 3.2.3(3)“在实验之前请 33 位心理学研究

生从愉悦度、唤醒度、优势度三方面进行 1—9 的评分”，这里是对什么进行评分？ 

回应： 

多谢您的提醒，是对 130 张中性图片进行评分。文章没有表述清楚。已修改。 

 

意见 13： 

青少年而言，祈求庇佑是更容易启动的显性意义，而感恩是比较不易启动的深层意义”，

在这里，结果部分不需要进行讨论。这一点应该在讨论部分引用文献进行深入讨论说明。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修改稿已调整至讨论 5.2 情绪中介部分并补充了一些讨论。 

 

意见 14： 

在 4.2 结果部分第六段“分别以表达庇佑、感恩为自变量，控制感为因变量，积极情绪

为中介变量”，这里对于模型的描述与图 3 不符合。 

回应： 



多谢您的建议，由于庇佑路径不显著，所以原稿仅列出了表达感恩的路径。修改稿已结

合您的第 2 条建议作了相应的修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给出了深入思考后的回复，总体上很不错，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回应： 

十分感谢专家的修改意见。我们根据您的意见再次对文章进行了检查和修改。此轮修改

之处标记为红色。 

 

意见 1： 

首先，“而实验 2 中已实际执行了仪式，如果再加入操纵检验，可能会干扰实验效应。”

本人不明白这个“可能会干扰实验效应”的具体情况和依据到底是什么？操纵检验完全可以

在实验的最后再进行测量，并不会影响其他关键的考察变量。操作检验哪怕是不在主试验里

进行验证，也至少应当在预实验里进行验证，确保操纵的有效性。哪怕是以往文献里的操纵

方式得到的验证，也没法百分百确保在作者当前的样本里操纵依然是有效的，因此操纵检验

时有必要的。 

回应： 

谢谢您的指导。操纵检验的确是一个必要的、重要的问题。您的意见对我们将来继续做

好仪式心理方面的研究很重要。修改稿有在综合讨论的最后一段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对象

征意义进行有效的操纵检验”。 

我们之前回复“实验 2 中已实际执行了仪式，如果再加入操纵检验，可能会干扰实验效

应”，是考虑到： 

实验 2 的设计为 2(仪式动作：执行动作/无动作)×3(象征意义：感恩/庇佑/无意义表达)

混合设计。其中，仪式动作为被试内变量，象征意义为被试间变量。即，一个被试无论是在

执行动作阶段或者无动作阶段，都需要执行同一种象征意义条件。（1）以感恩组被试为例，

一个被试先进行仪式动作+感恩表达，这一阶段完成任务后，进行一次感恩的操纵检查，要

求被试报告自己在实验中是否真的有感恩祖先。既然有强调了这一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一

被试在进行下一阶段任务——无仪式动作+感恩表达时，由于前一段任务操纵检查时，象征

意义可能已被增强，因此第二阶段的实验条件与第一阶段发生了不同，可能干扰了第二阶段

实验效应。（2）最为关键的是无意义表达组，在“静立 15 秒”时，的确不能排除被试产生

感恩或庇佑等主观感知。困难在于，如果在仪式动作+无意义表达阶段，先进行象征意义的

操纵检查，比如问对方在“静立 15 秒”时，有无产生感恩或庇佑等主观感知。如此，就会

使被试在进行无仪式动作+无意义表达这一阶段任务时，由于前面被提醒到什么，可能就真

去想什么，因此会干扰实验效应。（3）如果所有操纵检查放到每个被试结束之后再来检查，

又不能保证被试不会混淆对两个阶段任务的感知。 

考虑到上述问题，并且，实验 2 在无动作、无意义表达这一条件下，并不提示祭祖仪式

信息，而是在观看中性图片之后，空屏 3 秒。无动作、无意义表达这一条件的数据作为基线

数据已经能够为其余条件提供比较参照。因此，我们没有对象征意义进行操纵检查。  

 

意见 2： 



其次，关于认同度问题，本人并不认为加一道关于认同度的验证题项就会导致所谓的被

试疲劳感，如果作者担心这一情况，那么可以在 post test 里进行验证确保认同度上再各组没

有差异。 

回应： 

十分感谢您的指导意见。之前的新颖仪式研究中，研究者都未对新颖仪式的认同度进行

考察，所以您的意见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性。 

由于实验 2 中，每一个被试完成实验任务的总时间为 60-62min，中间折纸的 30min 实

际上比较枯燥。我们的确有担心被试会疲劳。另外，本研究的材料及程序经过普米族协会专

家的评定，认为不存在冒犯感等问题。实验 2 的过程中未有发现被试反感抵触而放弃、拒绝

实验的情形。加之，实验 2 的分组是随机化的，我们认为可以视实验 2 不存在认同度的干扰。

由于本实验未有设置题目准确地考察认同度，只能在未来的研究中改进。修改稿有在综合讨

论的最后一段指出“最后，本研究没有考察被试对敬锅庄仪式以及新颖仪式的认同度问题，

而个体对仪式的认同度有可能会影响到仪式对控制感的作用。未来的研究中，无论是考察既

定的文化仪式，还是设置新颖仪式进行实验研究，都需要处理好被试对仪式的认同度可能影

响到研究结果这一问题”。 

 

意见 3： 

最后，关于象征意义的操纵检验上，至少应当通过 post test 来检验确保操纵达到了预期

目的。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在实验 2 的结果部分修改了象征意义在积极情绪的事后检验的对

应描述。补充了图 3 ——仪式动作与象征意义影响积极情绪的方差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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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意见： 

作者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很好地回复了审稿意见和问题。关于讨论部分，建议可

以用更加宏观的眼光来看待研究的意义与未来方向：青少年和成年人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群

体，并且在仪式感相关的心理机制中存在不同的路径，但是青少年总要成长，那么他们是如

何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成长的？两个群体的差异究竟是时代因素造成的，还是发展因素造成

的？对于代际变化的探究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的角度，对综

合讨论的相关部分进行了修改。改动之处如下： 

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文化变迁、生活环境变迁等挑战，充分发掘民族文化中仪式的心

理意义，在新的历史社会生态环境中创造性地传承传统文化仪式的动作与象征意义，感受仪

式带来的愉悦情绪和充足的控制感，能够帮助人们应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困境和挑战。

本研究结果提示，仪式动作与仪式的象征意义对控制感发生作用的路径不同，并且同属一个

民族的青少年与成人两个群体在仪式动作的执行与象征意义的表达等均存在着不同。因此，

在传承与创新文化仪式时，要注意过于简化、忽略仪式动作是不恰当的，而仅强调或设计一

种象征意义将导致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要求。 

民俗的教化功能是通过日常生活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的耳濡目染实现的。通过不断地

叙述“祖先”，仪式能够让家族、族群、民族拥有一个世代生成的记忆与认同，使个体确认

自我的来源、价值与责任(龙晓添, 2020)。参与家庭中的敬锅庄仪式，对普米族青少年心理



的成长，除了影响控制感之外，可能对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观及群体认同等方面也存在重要

的影响。另外，另外，不同年龄群体在敬锅庄的仪式动作、表达的意义所存在的不同，如果

是该仪式规则本身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仪式规则在代际方面的不同规定对个体及族群的

发展有何价值和意义？诸多关乎仪式的文化传承与民族发展的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研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 

建议接受。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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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专家意见： 

作者们好，文章经过两轮修改，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读了这次的稿子，没有发现

大的问题，但小的问题还有一些。包括： 

意见 1： 

一些文字的表达还需要提高。例如，你们在第 1 页写到：“控制感的增强不仅能够提高

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幸福感，改善人的应对方式(Alonso-Ferres et al., 2019; Drewelies et al., 

2018; Frazier et al., 2011)，使人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Zhou et al., 2012)。”因为最后使用了

句号，让读者以为这句话到此就为止了，产生理解上的困惑（用了“不仅”却没有下文）。

实际上，这句话和下面那句应该联合起来才好。希望能够仔细检查全文，避免这样的表达问

题。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意见。我们对全文进行了仔细检查，已修改了此句话以及有类似表达

问题的句子。本轮修改标记为绿色。 

 

意见 2： 

在引用文献的原文时，要注明页数，比如说这里“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 (1966/2018)指出” 

回应： 

谢谢您的意见。已在引用原文之处注明了页数。 

   

意见 3： 

统计量的描述有些地方还不够规范，比如 t值没有给自由度；另外，这句话：“控制感

得分与积极情绪(r = 0.24, p = 0.047, p < 0.05)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呼唤代数(r = 0.32, p = 0.009, 

p < 0.01)呈显著的正相关”为什么会有两个 p 值？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出现 2 个 p 值的原因是我们想强调显著性水平，所以使用了不规范的报

告格式。我们已经按投稿指南中最新的统计量报告要求检查了统计量的描述，对不规范之处

逐一进行了修改。 



 

意见 4： 

英文摘要还需要修改和提高，只是标题就有语法错误和表达提高的空间。按我的理解，

可以是:“How Do Rituals Enhance Perceived Control? The Roles of Actions, Symbolic, Meanings 

and Positive Emotions” 但这只是建议，最好怎样你们自己来做决定。 

回应： 

我们认为您所建议的英文标题十分契合本研究，十分感谢您。已请翻译专业人士对摘要

的内容做了再次修改。 

 

意见 5： 

最后，文章现在比较长，希望能再精简一下，删除不必要的文字和文献引用。 

回应： 

谢谢您的意见。已删掉了我们能够检查出的多余文字，删掉了 7 条文献引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主编意见： 

研究选题有理论和实际意义，通过三个研究求证，工作量比较大，经过几轮的修改，文

章有改进。但是，论文还存在如下问题，需要修改和澄清后再决定是否发表。 

 

意见 1： 

题目没有明确仪式动作、象征意义及情绪的关系，需要重新表达； 

回应： 

感谢您的意见。已经将题目修改为：仪式动作、象征意义和积极情绪增强控制感：双路

径机制。 

 

意见 2： 

摘要最好重新写，因为仪式动作，象征意义，积极情绪的关系没有说清楚； 

回应： 

接受您的意见，修改了摘要。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控制感，仪式动作、象征意义和积极情

绪都是影响控制感的自变量。仪式动作直接增强青少年的控制感，这是路径 1，象征意义间

接地通过积极情绪增强个体的控制感，这是路径 2。 

 

意见 3： 

1.4 仪式动作和象征意义与两种心理加工水平多余，建议删除。 

回应： 

接受您的建议，删去了 1.4。 

 

意见 4： 

控制感量表的 α = 0.62 

回应： 

本研究采用 Norton 和 Gino(2014)的控制感量表 3 个题目，并做了修订：(1)“我感觉失



去了控制”；(2)“我感到很无助”；(3)“我感到无能为力”。Norton 和 Gino(2014)的研究

采用了 4 个题目，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α = 0.87。第 4个题目是“你觉得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得

到了控制？”该题目为反向计分。因为该题在原量表中是用于考察经历丧失性事情的个体在

举行仪式之后的控制感，与本研究所考察的敬锅庄仪式情境不匹配（敬锅庄没有具体的“事

情”所指），故未采用。由于只采用了三个题目，故信度有所降低，α = 0.62。但根据吴明

隆著《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0.60 ≤ α

系数 < 0.70属于“层面或构念‘尚佳’”，整个量表属于“勉强接受”状态。结合考虑原

量表和修订后量表的信度，我们认为该信度尚可接受。接受主编的批评，以后在研究中尽量

采用高信度量表，或对量表做进一步的修订。 

 

意见 5： 

为什么要用图片，而非对等的、非宗教类的视频？ 

回应： 

在实验材料设计时，考虑了材料的对等性和非宗教性。实验 2 的目的是考察动作、象征

意义对控制感的影响，检验动作、象征意义是否有交互作用，积极情绪在其中是否有中介作

用。无论有无动作的组，指导语提示均为“下面你将会看到一个视频”。由 E-prime 连续呈

现固定时长的图片刺激本质上也可算是一种视频。对动作，我们想到的是“动、静”或“有、

无”的对称平衡。中性图片构成的视频，体现了“静和无”。相对于仪式动作示范视频的“动

和有”，两者是对等的，平衡的。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由图片刺激组合构成的视频也是

对等的、非宗教类的视频。对正文部分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意见 6： 

语言表达还可以再规范，请他人阅读，看看存在哪些问题。 

回应： 

接受您的意见，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阅读本文，并修订了文字，使之更规范。 

 

意见 7： 

表 3 的呼唤代数，可能样本不是正态分布？有极端数据？SD 大于平均数。 

回应： 

感谢您的提醒。在实验 3 的被试中，4 名被试的呼唤代数多，为 17、21、22、23。按 3

个标准差剔除极端数据的标准，上述 4 人的数据均需要剔除。基于前期调查，我们认为呼唤

代数是敬锅庄仪式动作的代表。普米人通过一遍遍念诵祖先的名字来叙述“祖先”，获得对

家族的归属和认同。已有文献(熊永翔, 2015)表明，少数普米族老人能够呼唤很多的代数，

而本研究的前期访谈中，也有几位因年龄太大未能参与实验 3 的普米族老人能够呼唤更多的

代数。因此，在权衡之后，未将上述极端值剔除。 

我们也参考了您的意见，试着剔除了上述 4 名被试，发现呼唤代数对控制感的回归系数

略微提高，积极情绪对控制感的回归系数略微降低。路径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的中介效应

也略微降低，但仍然显著。因此，修改时保留了上述 4 人的数据。 

 

意见 8： 

表 3 中，呼唤代数与感恩、庇佑相关不显著，为什么用感恩和庇佑代替仪式？逻辑上似

乎有问题。 

回应： 

动作和象征意义均属于仪式的要素。呼唤代数是代表敬锅庄仪式的动作的变量，表达感



恩和祈求庇佑是敬锅庄仪式中两种常见的象征意义。本研究既区分了动作和象征意义 2 个仪

式要素对控制感的影响，也综合考察了动作、象征意义在仪式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情绪。因此，

尽管呼唤代数与表达感恩、祈求庇佑的相关不显著，我们认为仍然可以用感恩和庇佑来代替

仪式。 

 

意见 9： 

“虽然呼唤代数并不通过感恩与积极情绪影响控制感，但感恩对控制感的间接作用有所

减弱”，呼唤代数应该是仪式行为的代表变量，而感恩和庇佑是直接的仪式象征意义，为什

么强调呼唤代数，成为一个问题。 

回应： 

在第一轮修改中，参考专家的建议，在模型中引入了呼唤代数以检验模型的变化。路径

检验的全模型预设了呼唤代数到感恩、庇佑的路径，结果是对应路径不显著，并做了剔除。

但如建议 8 所言，呼唤代数与感恩、庇佑的相关不显著。因此，该句的表述不准确，强调呼

唤代数没有必要，已经修改了文中对应的表述。 

最后，对您的意见表示诚挚的谢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编终审： 

经过修改和完善，该论文达到心理学报的发表水平，同意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