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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该研究通过实验一探究了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并且考察了在这个

影响过程中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会对医疗决策质量产生负面

影响，并且归因偏差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作者通过实验二进一步验证，对归因偏差进行

干预可以有效缓解这种消极影响。本研究对于提高老年人的医疗决策质量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但该文章写作逻辑比较混乱，方法和细节部分仍需做些调整，具体意见如下。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和对本文价值的认可，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对文稿的写作

逻辑、研究方法、讨论等部分进行了系统修改。同时修改过程中也关注了对具体细节的调整，

希望修改后的论文能很好地解决了您的所有关注。 

 

意见 1： 归因偏差作为中介变量，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之一，却没有体现在题目中。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将文稿题目修改为“消极刻板

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归因偏差的作用”。 

 

意见 2：摘要中缺乏研究背景的适当描述，建议进行修改。 

回应：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摘要部分补充了对研究背景的描述，具体

内容如下：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和医疗决策逐渐成为了与老年群体越来越

相关的两个概念。在此背景下，很有必要系统地探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

及其机制。”（详见中文摘要部分） 

 

意见 3：引言部分缺乏逻辑性，建议适当调整一下这部分逻辑先后顺序。如，引言第二段，

首先，第一句话“老年人相关的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广泛的心理行为结构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紧接着得出推论“因此，刻板印象很可能也是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然后再去描述刻板印象的定义，建议先描述刻板印象的定义，这里的逻辑顺序需要作者再自

行斟酌和适当修改。其次，这部分只论述了刻板印象的定义，而没有展开论述以往研究中老

年人相关的刻板印象对老年人的心理行为结构有什么样的显著影响，建议适当地增加相应的

例子，使得这部分的推论更有理有据。第三，后面谈到“以往研究表明，刻板印象会通过刻

板印象威胁对个体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产生显著影响”，这句结论在这里显得太过单薄，

建议增加相应的解释和例子，如，其中的刻板印象威胁是什么？提到的以往研究中的产生的

显著影响是如何体现的？最后一句，“基于此，本研究将相关领域刻板印象威胁、归因偏差

和老年人的决策质量整合到一个研究框架中，拟系统地探讨老年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

效应以及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在此之前都没有和归因偏差相关的描述，更没有阐述归因

偏差与主题的关系以及为什么要把归因偏差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的理由，读到这里会让读者



感到迷惑和不知所以。总而言之，引言部分的逻辑框架建议作者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优化这

部分的逻辑性和可读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与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为了确保阅读的连贯性以

及文章逻辑的顺畅，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引言部分的逻辑框架进行了重新调整。 

具体而言，在修改后的引言部分第二段，我们首先以“刻板印象是老年人行为决策的一

个重要影响因素和预测变量”作为主题句，起到承上启下、连接上下文的作用。随后，明确

了老年刻板印象的定义，接着说明了老年刻板印象存在的普遍性，并列举了一系列常见的老

年刻板印象。在此基础上，我们引用多项研究结果佐证了刻板印象对老年人抑郁、焦虑、幸

福感、认知能力等广泛的心理行为结构的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从一般领域聚焦到决

策领域的相关研究，正式对消极刻板印象威胁与老年人决策的关系进行讨论。修改后的具体

内容如下： 

“大量研究表明，刻板印象是老年人行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和预测变量。老年刻

板印象指人们对老年人这一特定社会群体所持有的观念与预期(Levy et al., 2000)。世界上多

数文化中都存在着大量关于老年人的消极刻板印象。如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认知功能差、缺

乏能力、健康不良、反应迟钝，是需要被照顾的社会弱势群体(Coudin & Alexopoulos, 2010; 

Dionigi, 2015)。作为老年期最重要的社会心理结构之一，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广泛的心理

结构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如以往研究显示，消极刻板印象的激活可以诱发老年人较高水平的

抑郁和焦虑，以及较低水平的幸福感(Bryant et al., 2012)。同时，感知到较高水平的刻板印

象还会加速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Jordano & Touron, 2017)，增加生理功能的负荷(Levy et al., 

2000)。除了对生理心理过程的效应外，刻板印象对个体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具有显著影

响也成为这一领域内众多研究者的共识。例如 Inzlicht 和 Kang (2010)的研究显示，刻板印象

的激活降低了被试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导致了更多的风险决策。Carr 和 Steele (2010)的研

究也表明刻板印象激发了个体在决策中更高的损失厌恶倾向和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详

见第 2页，第 2段） 

接下来在第三段，我们具体到医疗领域，总结了前人关于刻板印象与医疗决策关系研究

存在的局限，并阐述了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具体内容如下：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了一般人群中刻板印象与决策的关系，也有研究探讨了消极刻板印

象对特定老年病人决策行为的效应(Levy et al., 2000)，但关于消极刻板印象与健康老年人医

疗决策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系统性也不强。诚如上所述，与其他领域的决策相比，医疗

决策质量的水平无论对于老年病人还是健康老年人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

消极刻板印象作为与老年群体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否也会对健康老年人医疗决策产生显

著效应，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详见第 2 页，第 3 段） 

然后，在第四段我们进一步提出对刻板印象效应机制的探讨，关注到了归因偏差在刻板

印象和决策之间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该段落中，首先介绍了归因偏差的概念，然后补充了有

关归因偏差在本研究中角色的简单讨论。具体内容如下： 

“此外，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效应的机制也需要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关

注。已有研究表明，归因偏差与刻板印象和决策行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Koo & Yang, 2018; 

王大伟，刘永芳，2008)。然而，尚未有研究检验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行为决策效应中所

扮演的角色。一般来说，归因偏差是指个体非理性地将事件结果归因为某个特定原因而忽视

其真正原因的归因倾向(Casey et al., 2015)。研究表明，人们对某一群体固定的观念或预期能

够影响个体对他人及自身行为的归因倾向，使个体在进行因果归因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Fiske & Susan, 1992; Oakes et al., 1991)。另一方面，归因偏差又被证实是决策质量的一个显

著的影响因素(王大伟，刘永芳，2008)。因此，归因偏差很可能是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医疗

决策质量效应的一个中介变量。”（详见第 3 页，第 2 段） 



最后，我们对本文的研究框架做出了总结概括。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将相关领域刻板印象、归因偏差和决策质量整合到一个研究框

架中，拟系统地探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以及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

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三者的关系展开文献综述，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和假设。”（详见

第 3 页，第 3 段） 

 

意见 4：实验设计上描述不完整，如在归因偏差测量任务中，被试按键选择的时间有限制吗；

医疗决策任务是只进行了一个回合吗？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在归因偏差测量任务中，被试按键选择的时间没有限制，直到

被试进行按键反应后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我们已经在修改稿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内

容如下： 

“考虑到老年人认知缓慢这一特点，被试按键选择没有时间限制。在被试完成选择后，

实验程序会自动进入下一试次。”（详见第 6 页，最后一段） 

其次，在医疗决策任务中，我们向被试提供了 A、B、C、D 四种治疗疾病的方案，对

于每种方案来说，八条有关治疗方案属性的描述依次向被试呈现，最后由被试对每种方案进

行评分。一个治疗方案评价后，会以相同的程序随机呈现下一个治疗方案的每条描述。因此，

每个被试都按照随机顺序对四种方案进行了评分。我们将被试对最佳治疗方案（B 方案）与

较差治疗方案（D 方案）的评分差值作为任务的指标，来衡量被试的医疗决策水平。医疗决

策任务中，每个被试对四种方案都会进行评分。我们在修改稿中也加入了这部分细节，描述

如下： 

“在该任务中，主试首先向被试提供 A、B、C、D 四种治疗某种疾病的方案，然后由

被试对这四种方案分别进行评分。”（详见第 7 页，第 3 段，第 2 行） 

“被试对一个治疗方案评价结束后，电脑屏幕将以相同的程序随机呈现下一个治疗方案

的描述。在完成对四种医疗方案的评价后，我们将被试对最佳治疗方案（B 方案）与较差治

疗方案（D 方案）的评分差值作为该任务的指标。差值越大说明被试越能够区分最佳和较差

的方案，医疗决策质量越高。”（详见第 8页，第 1 段，最后 4行） 

 

意见 5：文中的“操作检验项目”不具有任务的概括性，读者不太容易从这个名字中联系起

具体的任务，建议改成“刻板印象检验项目”或其他更具有辨识性的任务名称。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在修改稿中将“操作检验项目”更改成为“刻板

印象启动操作检验”。（详见第 9页 2.2.1标题和第 12页 3.2.1标题） 

 

意见 6：图表部分，在行标题或图注应该把图表中的数字代表的含义写清楚，如表 1中第三

列和第四列的数字代表什么，括号中的是标准差还是标准误？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和宝贵意见。原稿表 1第三列和第四列（修改后是第二列和

第三列）的数字代表的是不同组别相关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或是被试数量和相应的百分比

率。我们已经在修改稿的表注中澄清了此信息，具体如下： 

“注：自评健康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健康，5 代表非常健康，得分越高，代表自

评健康越好。生活满意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得分越高，代表

生活满意度越高。括号内是标准差(年龄、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归因偏差及决策质量)或

百分比(性别和文化程度)。*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下同。”（详

见第 10 页表 1 表注部分） 

同样地，我们也对其他表格的表注进行了完善，修改后，所有表格的表注都能够清楚地

说明表内数据的含义，不再存在含混不清的问题。 



意见 7：本研究的创新点存在感较弱，建议在总讨论中增加与以往研究对比，本研究不同的

研究意义是什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与以往相关领域研究相比，我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首先是我们检验了消极刻板印象对一般（或正常）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以往尽管有

些研究探讨了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或医疗行为的影响(Levy et al., 2000; Stewart et al., 2012)，

但这些研究都只关注了正在接受治疗的老年病人群体，研究的问题也只是探讨了消极刻板印

象对一些非常具体、概括性比较低的单一医疗行为的效应（如是否选择继续治疗或是否选择

进行复健活动等），研究结果并不能推广到一般老年人群，适用范围较小。研究结果的理论

与实践价值都比较有限。 

其次，我们揭示了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威胁对老年人医疗决策效应中的中介作用。步入

老年期后，内归因偏差是老年个体对疾病等健康问题进行归因时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倾向，

对老年人后续的健康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以往并没有研究重视归因偏差在老年人心

理行为过程中的角色，更没有研究关注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威胁与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关系

中的中介机制。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检验了消极刻板印象对一般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并进一步探讨

了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补充了相关领域前人研究的相关内容，并与我们的研究进行了对比，

阐明了本研究方向的独特性、研究内容的必要性以及本研究的创新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本研究丰富了老年刻板印象效应研究领域和行为决策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和理论价值。以往相关领域的研究表明，刻板印象对个体的风险寻求、求职意向、

交友偏好等多种领域的决策都有着显著的影响(Mather et al., 2012; 李爱梅等，2009；杨婷，

任孝鹏，2016)。但是，在老年心理研究领域，仅有一些零散的研究探讨了消极刻板印象对

老年病人一些比较具体、单一的医疗行为（如是否选择继续治疗或是否选择进行复健活动等）

的效应(Levy et al., 2000; Stewart et al., 2012)，并没有研究关注在一般老年人群中，消极刻板

印象与医疗决策的关系。很显然，由于研究对象局限于患病的老年人，且决策任务过于简单、

具体、仅适用于老年病人等问题，因此，以往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较小，理论价值有限。除

此之外，在相关领域文献中，也没有研究系统地揭示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效

应的具体机制。基于这些局限，本研究使用了在医疗领域更具代表性的决策任务，探讨了消

极刻板印象对一般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

结果除了证实消极刻板印象对一般老年人的医疗决策任务具有消极效应外，更揭示了归因偏

差的中介机制角色。 

实践方面，本研究结果对于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威胁效应和提高老年人决策质量具有一定

的价值。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归因偏差的训练控制可以有效加强老年

人对疾病的外归因偏差倾向，减少老年人内归因偏差倾向。在此基础上，消极刻板印象对老

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在减少消极刻板印象威胁效

应或提高老年人决策质量的实践中，相比于改变较为稳固的刻板印象水平，恰当地使用归因

训练对提高决策质量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具体地说，基于本研究的归因偏差训练任务较为

简单、有效且容易操作，对于环境、设备和实践者的专业水平都没有非常严苛的要求。基于

这些优点，归因偏差训练有着更加广泛的适用范围。因此，在相关领域的实践中，本研究结

果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详见第 17页，1-2 段） 

 

意见 8：细节部分，文中有些句子的表达不够简洁和通顺，如，引言第一段的第二句话，“在

此背景下，老年人很容易需要在多种医疗服务中进行选择。”其中“很容易需要”表述冗杂



多余；2.3 讨论的第二句，“这可能是由于消极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决策表现偏

向于与刻板印象相一致的结果”中的两个“可能”使得这个句子表达不通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做了如下修改： 

将第 2 页，第 1 段，第 2 行的“很容易需要”改成了“经常需要”；  

将第 11 页，第 2 段，第 2 行的“这可能是由于消极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决策

表现偏向于与刻板印象相一致的结果”改成了“这一结果与 Lockenhoff 和 Corinna (2017)的

结论相一致，即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个体的决策表现可能会倾向于与刻板印象保持一

致”。 

此外，我们对文章整体语言都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对表达不通畅的语句逐一做出了修正。

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对每个句子都进行了认真打磨，绝大部分的句子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

善。由于涉及到的语言表达方面的修改实在太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这方面的修改。希望

通过本轮修改，文稿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能够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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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2意见： 

该研究试图探讨老年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作者从刻板印象、归因偏

差及二者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切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现归因偏差在老年刻板印象

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然而还

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辛苦工作以及对本文价值的认可，我们已经根据您后面的建议对文稿

进行了系统地完善，具体修改请见后面的回复。希望修改后的论文能够很好地解决了您的所

有关注。 

 

意见 1：研究中的被试群体均为老年人，所以本研究结论是否只适用于老年群体？对老年的

刻板印象所引起的老年相关医疗决策效应，是否适用于中青年群体？请在文章标题及主要讨

论、结论中阐明。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本文关注老年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

根据刻板印象威胁理论(Steele & Aronson, 1995)，消极刻板印象主要对目标群体成员产生心

理压力与消极影响。在当前研究中，我们启动了与老年相关的刻板印象，即关于老年人各项

认知能力衰退，决策质量较差的消极刻板印象。因此就所启动的刻板印象领域而言，老年人

是当前刻板印象启动的目标群体，而中青年群体并不是此类刻板印象的目标群体。所以，本

研究的结果并不适用于中青年群体。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在文章的标题做出了相应修改，修改后的题目为： 

“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归因偏差的作用”。（见修改版标题） 

其次，我们在讨论中也做出了对应的修改，在相应的位置均强调了我们的研究结果仅适

用于老年人群。（见修改版的讨论部分） 

 

意见 2：医疗决策任务作为主要的任务，建议作者提供任务的流程图，方便读者尽快理解任

务内容和指标。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这一意见，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加入了医疗决策任

务的流程图，以方便读者尽快理解任务内容。具体流程图如下所示。（详见修改稿第 8 页，

图 2） 



 

 

 

 

 

 

 

 

 

 

 

 

 

 

 

 

 

 

3. 实验组别进行哑变量编码为二分变量后，作者采用的哪种相关分析方法计算与其他变量

之间的关系？请阐明具体方法及其合理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本研究中，将实验组别进行哑变量编码为二分变量

后，我们采用了 SPSS 中皮尔逊积差的方法计算了它与其它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查阅了《现

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张厚粲，2015）等传统的统计教材发现，尽管严格来讲二分类别变

量与连续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应该采用点二列相关来度量，但实际上，点二列相关仅是皮尔

逊积差相关的特例，点二列相关的计算在本质上等同于一列变量取值为 0、1，另一列变量

为连续数据情况下的皮尔逊积差相关。将这一类相关单列出来主要是为了在计算机技术不发

达的时期简化手工计算过程，而在 SPSS 等统计分析软件高度发展的现今直接使用皮尔逊积

差相关计算即可（Gravetter & Wallnau, 2009; Howell, 2013; 卢谢峰等，2011）。我们已在实

验 1“结果”部分相应地补充了这部分内容，详细内容如下： 

“首先，将实验组别进行哑变量编码，将刻板印象威胁组编码为“1”，将控制组编码为“0”。

然后对组别、归因偏差和医疗决策质量三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 （详见第 9

页，最后一段） 

 

意见 4：实验 1中刻板印象组和控制组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否差异显著？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实验 1 使用了卡方检验来检验刻板印象组和控

制组在受教育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两组的受教育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
2
 = 

4.77， p = 0.19。我们也在修改稿中报告了上述检验结果，具体内容如下： 

 “独立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在自评健

康(t = –0.56，p = 0.58)、年龄(t = –0.55，p = 0.58)、生活满意度(t = 0.34，p = 0.74)、性别(
2
 = 

0.10, p = 0.75)、受教育程度上(
2
 = 4.77, p = 0.19)不存在显著差异。” （详见第 6 页，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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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两个实验中的无关变量均未控制，如果作为协变量控制后，主要结论是否还能成立？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对于两个实验中的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无

关变量，我们都进行了 t 检验或卡方检验等统计方法来检验这些变量是否在实验组和控制组

之间存在差异。实验 1 独立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和控制

组被试在自评健康(t = –0.56，p = 0.58)、年龄(t = –0.55，p = 0.58)、生活满意度(t = 0.34，p = 

0.74)、性别(
2
 = 0.10, p = 0.75)、受教育程度上(

2
 = 4.77, p = 0.19)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第

6 页，第 1 段）。 

而实验 2 独立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验结果亦表明，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和干预组被试在

自评健康(t = 0, p = 1)、年龄(t = –0.61, p = 0.54)、生活满意(t = –0.31, p = 0.76)、性别(
2
 = 1.92, 

p = 0.17)、受教育程度(
2
 = 4.31, p = 0.37)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第 12 页，第 2 段，4-6 行）。

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无关变量对被试任务表现的影响在两组间无显著差

异。 

除了以上检验外，我们也尝试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重新对研究的主要结果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无关变量后，实验 1 中刻板印象威

胁组被试的归因偏差指标 (M = 3.33 , SD = 1.38)显著高于控制组 (M = 1.57 , SD = 0.93)，F 

(1,77) = 42.67, p < 0.001, η
2
 = 0.38，刻板印象威胁组内部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

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决策质量 (M = 0.15 , SD = 1.44)显著低于控制组 (M = 2.61, SD = 

1.31), F (1, 77) = 57.13, p < 0.001, η
2
 = 0.45。中介效应检验仍然表明，刻板印象正向预测被试

的归因偏差，b = 0.60, SE = 0.09, t = 6.53, p < 0.001, 95% CI = [0.419, 0.787]，归因偏差负向预

测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b = –0.26, SE = 0.11, t = –2.35, p = 0.021, 95% CI = [–0.474, –0.039]。

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预测模型中起到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51，SE = 

0.11, 95%CI = [–0.720, –0.292]；间接效应值为–0.15，SE = 0.07, 95% CI = [–0.314，–0.027]。 

相似地，在将被试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性别和文化程度作为协变量纳入实验

2 分析后，F 检验结果也显示，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归因偏差指标 (M = 3.96, SD = 4.03)

显著高于干预控制组 (M = 0.16 , SD = 0.26)，威胁组被试呈现出更多的内归因倾向，而干预

组则呈现出更多的外归因倾向，F (1, 79) = 35.74，p < 0.001, η
2
 = 0.33；此外，归因偏差干预

组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 (M = 3.00 , SD = 1.75)显著高于刻板印象威胁组 (M = 0.65, SD = 

1.85)，F (1, 79) = 34.46, p < 0.001, η
2
 = 0.32。 

综合以上结果可知，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对我们的假设模型拟合度、路

径参数估计等结果没有实质的影响，并未影响我们所关注变量之间的效应以及对于结果的解

释。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要谨慎地选取控制变量，包含过多的控制变量的分析可能会被

误解为“方法学上的投机取巧”，而不适当地加入控制变量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因此

要确保每一个加入分析的控制变量都有理论上充足且合理的依据 (Becker, 2005)。综合以上

理论与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研究中加入年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性别和文化程度作为控

制变量可能会削弱统计效力。因此我们本着“对控制变量的使用持保守态度”(Becker, 2005)，

在最终分析中没有纳入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控制变量，而是在被试信息部分进一

步强调了两组被试在这些变量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理论上讲，如果两组在这些控制

变量上面没有显著的差异，则可视两组为同质组，那么控制变量对最终的实验结果就不应

该存在显著的影响），详见修改稿两个实验“被试”部分。 

 

意见 6：作者“将实验 1控制组被试操作检验的得分与实验 2两组被试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是何目的？为何进行多次 t检验？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和宝贵建议。在实验 2 中，所有被试（包括归因偏差干预组

被试和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均需启动消极刻板印象。为了检验实验 2 的刻板印象启动操作

的效果，最大限度保证实验 2 严谨性，我们将实验 1 控制组被试操作检验的得分与实验 2

两组被试的操作检验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尽管实验 1 被试与实验 2 被试可能不是同

一个总体，但是两个样本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取样群体的独立样本。此外，实验 2 中两组被

试与实验 1 中刻板印象启动组被试刻板印象威胁启动的方法和程序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本

着经济原则，我们在实验 2 中并未单独设置控制组。我们将实验 1 的控制组作为老年被试没

有启动刻板印象时的基线水平，将实验 2 两个组的刻板印象操作检验项目的分数与实验 1

控制组的分数进行对比。尽管不够完美，但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实验 2 刻板印象

启动操作的有效性。 

此外，由于涉及到三组操作检验分数的比较，多次 t 检验的做法确实有误。在本轮修改

中，我们使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来检验三组被试刻板印象操作检验的分数。基于以上

回复我们也在修改稿的相应部分进行了澄清，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检验实验 2 两组被试刻板印象启动操作的效果，我们将实验 1 控制组刻板印象操

作检验的分数作为老年被试没有受刻板印象影响时的基线水平，并将实验 2 两组被试操作检

验项目的得分与实验 1 的控制组进行比较。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实验 2 的被试与实验

1 的被试是来自同一个取样群体的独立样本，可以视为同质性样本。其二，实验 2 两组被试

与实验 1 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消极刻板印象威胁启动的方法和程序是完全相同的。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三组被试的刻板印象操作检验分数存在显著的差异，F (2, 

115) = 13.18, p < 0.001, η
2
 = 0.19。多重比较（LSD）的结果表明，实验 2 归因偏差干预组刻

板印象启动操作检验分数 (M = 9.90, SD = 2.60)显著高于实验 1 控制组(M = 7.89, SD = 2.81), 

p = 0.001。实验 2 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刻板印象操作检验分数 (M = 10.85, SD = 2.35)显著高

于实验 1 控制组(M = 7.89, SD = 2.81), p < 0.001。此外，实验 2 两组被试刻板印象操作检验

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p = 0.10。该结果表明在实验 2 中刻板印象启动有效。” （详见第 13 页，

第 1 段和第 2 段） 

 

意见 7：归因偏差干预后，是否还能在老年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起到中

介作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中介效应因果链检验设计的范式，实验 2 是在实验 1

结果的基础上，对实验 1 中介变量进行干预控制，进而对实验 1 结果进一步验证。因此，就

实验设计来说，实验 2 的自变量是归因偏差的干预与否，而不是刻板印象。其次，实验 2

的目的是通过归因训练来减少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老年人内归因偏差的倾向。这就要求两组

被试都首先处于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之中，因此两组被试同时启动了刻板印象。基于以上两点，

在实验 2 数据分析中无法检验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的影响，以及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 

尽管存在方法上的限制，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解决专家的疑问，我们将从以下两方面回答

这一问题。在实验 1 中，我们发现了刻板印象威胁情境和控制情境下被试归因偏差和医疗决

策质量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并进一步揭示了归因偏差在消极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

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在这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尽管无法再次通过统计模型检验归因偏差的

中介作用，但是实验 2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支持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理论上讲，如果归因偏

差能够中介刻板印象威胁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那么通过实验操作控制了归因偏差

的水平后，刻板印象威胁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就应该会受到影响。实验 2 的结果也正符

合了这一假设。具体地说，在启动刻板印象威胁的情境下，与没有接受训练的老年人相比，

接受归因偏差控制训练的被试内归因偏差倾向显著减少，外归因偏查倾向显著增强，其医疗



决策的质量也较高。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验证了实验 1 的结果，即归因偏差在老年

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另外，为了确保实验 2 中归因偏差与医疗决策质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支

持实验 1 的结果，我们将两组（干预控制组和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归因偏差指标与医疗决

策质量相关情况整合到了修改稿中，这些数据可以更加明确归因偏差与医疗决策质量的关

系，为归因偏差的中介角色提供另一个证据。新增加的内容如下： 

“为了进一步验证归因偏差与医疗决策质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

明，控制干预组老年人的归因偏差指标与医疗决策质量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 = -0.38，p = 

0.016；刻板印象威胁组老年人的归因偏差指标也与医疗决策质量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 = 

-0.40，p = 0.011。 这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无论干预与否，归因偏差始终与老年人

的医疗决策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归因偏差指标越高（代表内归因倾向越明显），老年人医

疗决策质量越差。”（详见第 13 页，“3.2.2 相关分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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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稿人 3意见： 

 

文章采用实验法，关注消极的老化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产生的影响，并验证了内

部归因偏差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对归因偏差进行干预，以分析干预对老化刻板印象的消

极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是，文章还需要对以下几点加以澄清。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文章意义的认可。我们已经根据您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较为系统地修

改。希望修改后的文稿能够较好地解决了您的所有关注。 

 

主要问题： 

意见 1：正如文章提到本研究的不足之一是未探究积极的老化刻板印象对老年群体医疗决策

质量的影响，那么文章仅研究了消极老化刻板印象，建议在题目中加以限定为“消极老化刻

板印象”。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当前修改稿中，我们已经在文章题目限定了刻板印象性

质，修改后的文章题目为“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影响及归因偏差的作用”。 

 

意见 2：引言部分在介绍老化刻板印象时，还需要更明确地指出其具体含义，以及本研究关

注某一领域（例如决策能力）的刻板印象，还是所有领域的刻板印象（还包括“老年人健康

状况不佳”）。因为实验的刻板印象启动环节包含两个检验项目，其中之一是关于老年人身

体健康不佳是由于年龄影响，是否与决策能力有关。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首先，我们在当前修改稿引言部分，加入了老年刻板印象的定义，即“老年刻板印象指

人们对老年人这一特定社会群体所持有的观念与预期(Levy et al., 2000)。”（详见第 2 页，

第 2 段，第 2 行）。 

然后我们列举了关于老年人常见的刻板印象，并进一步论述了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广泛的

心理行为结构的影响，最终落脚于决策领域，明确了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决策领域的老年刻板

印象而不是一般领域（详见第 2 页，第 2 段）。 

其次，正如专家所言，我们在最初阶段除了启动决策的刻板印象，还启动了有关老年人

身体健康的刻板印象。这主要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不仅是一种典型老年刻板印象，也是

一种对老年期生理性特点的客观阐述，即老年人在老年期身体健康状况不如以前好，更容易

生病，有更多进入医院并对医疗方案进行决策的经历和机会。因此，这一表述在当前语境中



可以作为背景，顺利引出对于老年决策能力受损的描述。这样的内容逻辑更加严谨，指导语

的可信度更高。 

此外，Vailati Riboni 和 Pagnini (2021)的一项元分析表明，老年刻板印象启动方式主要

可以分为依据指示（如使用来自口头或书面的指令信息操纵刻板印象），依据测试（如使用

特定的测试激发对象的刻板印象）和依据心理意象（如通过操纵老年人的心态诱发刻板印象）

三类，其中依据指示是目前最为常见且有效的刻板印象启动方法。本研究也采用了这种启动

方式。而依据指示启动刻板印象也有不同的操纵形式，其中最常采用的手法之一就是针对更

广泛的刻板印象，向老年人提供侧重于由于衰老过程而产生的各种生理差异的材料（如本研

究中关于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的描述），以此来启动老年刻板印象。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这

样的启动方式在多个不同的领域都可以成功诱发相关的刻板印象威胁。另一种依据指示的主

要操纵形式是伴随着不同的能力诊断性测试的实施而提供的口头或书面指示，直接指向目标

行为领域（如本研究中关于老年人决策能力的描述）。本研究结合了这两种操纵形式，指示

操纵从老年人的一般领域出发，落脚于决策相关领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作为背景描述

出现，实质上也属于一般领域的刻板印象，暗示了老年人在这一些方面的不足，与本研究启

动的特定领域的刻板印象并不冲突，且存在一定的递进关系，可以流畅地将我们的关注点指

向决策相关领域。 

 

意见 3：实验 2旨在验证在干预内部归因偏差后，消极老化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消极

影响是否减弱，从而说明干预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在于，实验 2仅通过单次测量内部归因偏

差，无法证明干预组被试内部归因占比低于威胁组是干预措施造成的。实验 2在逻辑上还需

要前测证明在干预前，干预组与威胁组在归因偏差上可被视为同质群体。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在实验 2 中，我们确实没有对归因偏差进行前测，主要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们采用的测量归因偏差的任务不适合反复使用。在实验中，我们采用了 Trent

等人在 2019 年使用的 The Word Sentence Association (WSAP)任务来测量被试的归因倾向。

这个任务要求被试在每个试次中通过按键选择健康不佳症状对应的原因。WSAP 任务共包括

10 个练习试次和 70 个正式试次。在实验中，如果我们提前使用这个任务建立基线，后面再

用这个任务训练（干预组）或测量（控制组）被试的状态性归因偏差，就会在短时间内反复

使用这个任务，最终导致被试对这个任务产生厌烦等消极情绪，或者形成不当的归因定势，

影响实验控制干预的效果，结果很可能被扭曲。 

其次，如果使用其它任务测量归因偏差，也难以证明实验前两组被试的归因偏差一致。

如果使用其它任务测量归因偏差，这样获得的归因偏差与我们关于归因偏差的操作定义不

符，这和其他控制变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两组可能一致，仍然无法

完全保证两组在我们关注的变量上是同质的，对于支持两组归因偏差的同质性并无明显贡

献。 

第三，在理论上，我们对实验 2 的前期控制基本上可以证明两组是同质的，在归因偏差

上没有显著差异，不会对后面的实验操作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而言，在实验 2 中，我们在

同一个群体中招募被试，并且将招募到的被试随机分配至归因偏差干预组和刻板印象威胁

组。如果总体中的任意一位成员都有等同的机会被抽取并分配到任意一个处理组，那么可以

预期这种随机分配形成的各种处理组的各种条件和机会是均等的（郭秀艳，2004）。此外，

我们也根据统计检验力的要求，招募到了符合要求的样本的数量，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本研究样本对于目标群体来说具有了充分的代表性。在这些控制的基础上，我们还对年龄、

性别等所有主要背景变量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证实两组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一定程度



上可以证明两组为同质群体，不存在结构性差异。也就是说，在其他背景变量都相同，两组

唯独在特质性归因偏差存在显著差异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两组被试在干预前是同质的，仅存在统计允许限度以内的随机

误差。我们也在当前修改稿中对这一点进行了澄清： 

“另外，考虑到干预组与对照组被试随机分配，不存在结构性差异，为了避免对后续任

务造成干扰，并尽量减少老年被试认知压力，我们并未对归因偏差进行前测。”（详见第 12

页，第 5 段，7-9 行） 

 

意见 4：文章提到，在实验的归因偏差测量中，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的选择比例以 1为基准，

划分为内部归因偏差和外部归因偏差，文章并没有阐述这个划分标准和结果在研究中的意

义。实验 2的干预组的归因偏差得分远小于 1，应该是出现了外部归因偏差；也就是说，干

预的结果不是“不偏差”而是让被试出现另一种“归因偏差”。那么讨论需要对此深入分析

和解释，本文所提到的“归因偏差效应”就需要限定在“内部归因偏差效应”。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在本研究中，我们有两个关于归因的指标，包括内归

因和外归因。如果在进行数据分析时将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作为两个指标可能会带来一些明

显的局限性。首先，数据部分可能会太复杂。相较于当前的数据结果，分别使用内部归因和

外部归因作为两个指标的话，数据量会增加一倍，结果的解释也会比较复杂。其次，两种归

因倾向的指标会导致缺少对应的情况作为基线水平。没有比较的基线，就无法定义归因偏差。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采用了当前的方式来定义归因偏差，即将被试内部归因比例与外部

归因比例的比值作为归因偏差的指标。理论上，不存在归因偏差时，两者应该相同，比值为

1；当比值小于 1 时，则说明外部归因比例大于内部归因，存在外部归因偏差；当比值大于

1 时，则说明内部归因比例大于外部归因，存在内部归因偏差。这样，只使用一个指标就可

以同时反映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的相对关系，以及归因偏差的方向，结果的呈现更加清晰简

洁与直观。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在原文中加入了以下内容来阐明这一做法的意义： 

 “为了简化数据分析过程，清晰简洁地呈现研究结果，我们使用被试内部归因比例与外

部归因比例的比值作为归因偏差的指标。若比值为 1，则表示不存在归因偏差；若比值小于

1 则表示被试存在外部归因偏差；若比值大于 1 则表示被试存在内部归因偏差。比值越高，

内归因偏差水平越高，外归因偏差水平越低。” （详见第 7 页，第 2 段） 

 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依据我们的归因偏差指标的含义，当比值小于 1 时，表示被试存

在外归因偏差，实验 2 干预组的归因偏差得分也显示其出现了外归因偏差。为了更准确地体

现出这一结果，我们修改了原稿中“威胁组被试的内部归因偏差程度显著高于干预组”这种笼

统的说法，对归因偏差的结果进行了更精确的描述，并明确区分了内归因偏差和外归因偏差，

修改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两组被试归因偏差的水平。结果显示，干预组归因偏差指标

显著低于刻板印象威胁组(平均数见表 2)，t = –5.96，p < 0.001，Cohen’s d = –1.33。这表明，

与刻板印象威胁组相比，干预组老年人的内归因偏差水平显著降低，外归因偏差水平显著升

高，即对归因偏差干预有效地减少了被试的内归因偏差水平。” （详见第 14 页，第 2 段） 

根据我们的归因偏差结果，确实如您所言，干预组出现了外部归因偏差。也就是说，干

预后的结果不是归因偏差消除了，而是归因倾向转变了，即由内归因偏差转变成为了外归因

偏差。这主要是由于归因具有高度主观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归因往往是基于有限的信

息基础且掺杂着个人的偏好，因而很容易产生归因偏差。完全没有偏差的客观归因实现起来

非常困难，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个体在自身的认知范围内搜索可能的因果关系尽力达到相对平

衡的归因(Harvey et al., 2006)。我们也将此作为本研究的一个局限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

具体内容如下： 



“其次，本研究只证实了内归因偏差的局限和外归因偏差的优势，但无法确定无偏差归

因是否与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尽管对疾病或健康问题的外部归因优于

基于衰老的内归因偏差，对老年人是有利的归因方式(Vassilopoulos et al., 2009)，但是，这种

外归因偏差的优势是建立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的，过度的偏差可能与一定的心理困扰相关

(Sanjuán & Magallares, 2014)。因此，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无偏差的归因方式对个体的理性

决策可能具有更关键的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实验结果并没有训练出无偏差的归因方式，而

是在归因干预控制后，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外部归因偏差倾向。也即是说本研究结果并不能揭

示消除归因偏差的效应。未来研究应尝试在多种情境下从更辩证的角度深入探讨内、外部归

因偏差及平衡归因的积极与消极效应。”（详见第 17 页，第 3 段，4-13 行，和第 18 页） 

除了以上修改，为了更准确地描述我们的结果和论述其含义，我们也对原文中涉及归因

偏差的内容都做了相应修改与限定，明确了归因偏差的方向。 

 

意见 5：研究的流程设计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启动效应检验放在所有任务的后面，那么是

否决策任务影响两个组的启动效应，且对不同组产生不同影响？（比如放大启动组的效应），

因为决策任务呈现的刺激全部是老年人身体的不适情况。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启动效应的检验放在了所有任务

的后面，是为了防止操作检验项目对实验变量产生无关的效应。关于操纵检验与因变量之间

排序效应的讨论发现，在评估因变量之前进行操纵检验可能会改变被试对因变量的反应

（Kühnen, 2010）。如果在测量因变量之前进行检验，操纵检验很可能触发超出原本的启动

刺激所带来的思维过程，从而掩盖启动刺激的真实效应，影响被试的反应。我们可以将其理

解为操作检验本身所具有的启动效应。具体地说，刻板印象的操作检验中有关于年龄的表述

也会成为启动刻板印象的一个线索。如果在刻板印象启动后马上呈现操作检验，就有可能出

现实验操作和操作检验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而混淆实验操作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启动效应

检验放在了所有任务的后面，以避免操作检验对刻板印象启动操作的效应产生干扰。 

 另一方面，如专家所言，决策任务确实也可能会和实验启动检验产生交互作用。但就决

策任务本身而言，两组的决策任务是一样的，由决策任务带来的影响可以视为相同的，两组

唯一的不同在于刻板印象的激活与否。在这个背景下再考虑决策任务的影响时，一定程度上

确实可能会放大启动组的效应。但即使产生上述影响也并不会对我们的研究结果造成混淆，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决策任务中的体现的刻板印象与刻板印象启动所激活的刻板印象相一致，

在此前提下，决策任务的这种影响也依然反映的是刻板印象威胁的效应，与我们的启动方向

一致，仍然可以较好地反映了我们的实验操作的效应。 

通过综合考虑，我们最终选择了在因变量任务之后进行操作检验的方式来尽可能减少变

量间混淆与干扰。我们也在修改稿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具体内容如下： 

 “第四，进行刻板印象启动效果操作检验。由于刻板印象启动效果的操作检验可能会成

为一种威胁性的社会线索，对因变量产生一定影响(Kühnen, 2010)，因此，在参考以往相关

研究者做法的基础上(Brelet et al., 2016; 徐璐璐等，2018)，我们在被试完成医疗决策任务完

成之后进行刻板印象启动效果的操作检验。”（详见第 9 页，第 2 段，1-4 行） 

 

意见 6：控制变量是否考虑，比如：参与者自身的归因偏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吗？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以往文献，被试自身的归因偏好应该是会对实验结果

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就本研究而言，在被试量充足以及随机入组的前提下，实验中两

组被试的归因偏好在理论上应该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使对医疗决策任务有影响，两组被试

自身归因偏好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也应该是一致的。两组之间在实验结果变量上的差异，更多



的应该是实验操作的不同造成的，而无关变量的影响对结果的影响应该在组间可以得到很好

的平衡。 

除了自身归因偏好，我们关注了实验中不同组被试的年龄、性别、自评健康、生活满意

度、文化程度等控制变量的差异。在实验 1 中，独立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验的结果表明，刻

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和控制组被试在自评健康(t = –0.56，p = 0.58)、年龄(t = –0.55，p = 0.58)、

生活满意度(t = 0.34，p = 0.74)、性别(
2
 = 0.10, p = 0.75)、受教育程度上(

2
 = 4.77, p = 0.19)

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第 6 页，第 1 段，4-7 行）。在实验 2 中，独立样本 t 检验及卡方检

验结果表明，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和干预组被试在自评健康(t = 0, p = 1)、年龄(t = –0.61, p = 

0.54)、生活满意(t = –0.31, p = 0.76)、性别(
2
 = 1.92, p = 0.17)、受教育程度(

2
 = 4.31, p = 0.37)

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见第 12 页，第 2 段，4-6 行）。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了这些控制变量对被试任务表现的影响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检验外，我们也尝试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重新对研究的主要结果进行了分

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无关变量后，实验 1 中刻板印象威

胁组被试的归因偏差指标 (M = 3.33 , SD = 1.38)显著高于控制组 (M = 1.57 , SD = 0.93)，F 

(1,77) = 42.67, p < 0.001, η
2
 = 0.38，刻板印象威胁组内部归因倾向显著高于控制组；同时，

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决策质量 (M = 0.15 , SD = 1.44)显著低于控制组 (M = 2.61, SD = 

1.31), F (1, 77) = 57.13, p < 0.001, η
2
 = 0.45。中介效应检验仍然表明，刻板印象正向预测被试

的归因偏差，b = 0.60, SE = 0.09, t = 6.53, p < 0.001, 95% CI = [0.419, 0.787]，归因偏差负向预

测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b = –0.26, SE = 0.11, t = –2.35, p = 0.021, 95% CI = [–0.474, –0.039]。

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预测模型中起到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51，SE = 

0.11, 95%CI = [–0.720, –0.292]；间接效应值为–0.15，SE = 0.07, 95% CI = [–0.314，–0.027]。 

相似地，在将被试的年龄、健康状况、生活满意、性别和文化程度作为协变量纳入实验

2 分析后，F 检验结果也显示，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归因偏差指标 (M = 3.96, SD = 4.03)

显著高于干预控制组 (M = 0.16 , SD = 0.26)，威胁组被试呈现出更多的内归因倾向，而干预

组则呈现出更多的外归因倾向，F (1, 79) = 35.74，p < 0.001, η
2
 = 0.33；此外，归因偏差干预

组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 (M = 3.00 , SD = 1.75)显著高于刻板印象威胁组 (M = 0.65, SD = 

1.85)，F (1, 79) = 34.46, p < 0.001, η
2
 = 0.32。 

综合以上结果可知，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变量对我们的假设模型拟合度、路

径参数估计等结果没有实质的影响，并不会影响我们所关注变量之间的效应以及对于结果的

解释。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可通过纳入更多的控制变量来提高统计结

果准确性的做法。有研究者认为，在统计分析中要谨慎地选取控制变量。研究者要确保每一

个加入分析的控制变量都有理论上充足且合理的依据，不适当地加入控制变量可能会产生误

导性的结果(Becker, 2005)。综上，无关变量对我们研究结果的影响有限，加入年龄、健康状

况、生活满意、性别和文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除了削弱统计效力外，对于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并没有明显的贡献。因此，在不同实验组没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我们本着“对控制变量的

使用持保守态度”(Becker, 2005)，在最终分析中没有纳入自评健康、年龄、生活满意度等控

制变量。 

为了澄清控制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可能影响，我们也在修改稿的被试部分进一步强调了两

组被试在这些变量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为理论上讲，如果两组在这些控制变量上面没有

显著的差异，则可视为两组为同质组，控制的无关变量对最终的实验结果就不应该存在显著

的影响）。详见修改稿两个实验“被试”部分。 

 



意见 7：在医疗决策任务中，因变量的衡量指标实际只用到 B方案和 D方案的评分，设计 A

与 C方案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更好的衡量指标，从而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参与者的决策模

式？ 

回应：感谢专家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医疗决策任务参照了 Dijksterhuis (2004)在相关领域研

究中所采用的决策任务范式。该任务范式是无意识决策领域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决策

任务范式(Dijksterhuis, 2004, 2006; Rey et al., 2009; 陈虹, 2011)。在本研究中，基于该范式的

决策任务首先向被试提供四种针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方案：一种最佳治疗方案 B，一种较差治

疗方案 D，以及两种一般治疗方案 A 和 C。然后，要求被试对每种治疗方案进行评分。最

后，使用被试对最佳治疗方案 B 与较差治疗方案 D 的评分差值作为任务表现的指标。在该

范式中，A 方案和 C 方案的作用是增加决策任务的复杂性与难度。换句话说，如果去掉 A、

C 两个一般治疗方案，仅向被试呈现最佳治疗方案和较差治疗方案，两者之间的对比就会过

于明显。这样的决策任务过于简单，很可能出现“天花板效应”，无法获得对被试相关决策能

力更真实准确的把握。我们在修改稿中进一步阐述了 A 方案和 C 方案在决策任务中的作用，

具体如下： 

“方案 A 和方案 C 为一般的治疗方案，各有 4 个正性描述，作为填充内容加入，以增加

决策问题的复杂性与难度，避免被试在任务表现中出现‘天花板效应’。” （详见第 8 页，第

3 段，3-5 行） 

由于在很多情况下被试对方案 A 和方案 C 的评分都相同，很难将两者的差值作为一种

比较的基线，反映到最终的决策质量指标中。因此，在以往使用该任务范式的研究中，普遍

采用了 B 方案和 D 方案差值作为决策任务表现的指标，这一指标也得到了相关领域研究者

的普遍认可。Dijksterhuis (2004)认为，涉及到在多种选项进行选择的情境中，能够认识到最

佳方案显然是重要的，但同时，识别并拒绝一个较差的方案也同样重要。因此，最佳方案与

较差方案评分的差值能够很好地体现被试对最佳和较差治疗方案的区分能力，可以既准确又

简洁地反映被试的决策质量。 

同时，相较于对某一方案单一的态度的评分而言，两个相反态度评分之间的差异被认为

具有更高统计检验效力(Dijksterhuis, 2004)。综合以上两点，参照以往使用该范式的研究的

一贯做法(Dijksterhuis, 2004, 2006; Rey et al., 2009; 陈虹, 2011)，我们也将两种方案评分的差

值作为了衡量被试对医疗方案决策质量指标。 

 

意见 8：刻板印象启动的材料问题：控制组选择地理方面的材料，刻板印象威胁组选择老化

刻板印象的内容。两种材料的对比性不强，前者完全无关年龄或“自我相关的负性体验”，

二者之间的启动效应是因为“年龄”本身激发，还是因为诸如“负性自我”激发？目前，两

种材料的对比启动效应差异似乎还不能确定为负性老化刻板印象所致。 

回应：感谢专家的仔细审阅。我们希望通过以下两方面说明解决您的疑惑。一方面，我们研

究中实验条件的启动方法是当前相关领域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成熟做法。在以往文献中，通过

阅读相关材料启动不同的实验条件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做法。为了诱发实验组被试刻板印象威

胁的状态，研究者一般给被试呈现一段目标群体刻板印象相关的文字材料。同时，相对应，

研究者会给控制组的被试呈现一段不诱发任何情绪状态的中性材料。然后将两种条件下被试

的刻板印象激活水平作对比，以检验刻板印象威胁操作的有效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控制组

在启动阶段阅读地理材料主要是为了启动中性条件。地理知识材料不会激活控制组被试任何

消极老年刻板印象或唤醒消极刻板印象相关情绪等无关变量，从而避免其他无关变量对研究

结果的干扰。在刻板印象研究领域，这种向被试呈现中性短语或阅读材料的控制组处理方式

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大量研究都表明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诱发中性情境，启动对照条件(Stein, 

2002; Levy, 1996; Bouazzaoui, 2015)。 



另一方面，在当前实验背景下，老年刻板印象信息与由年龄信息本身激发的老年人负性

自我体验并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也不涉及本质的冲突，可能没必要在实验处理中做进一步区

分。具体而言，负性自我的激发本身是老年刻板印象内化过程中的产物以及刻板印象发挥消

极影响的衍生物。不同于其他类型刻板印象，老年刻板印象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越来越与自我

相关。也就是说，起初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最终将内化为老年人对自我的消

极想法。以往证据也表明，于老年人而言，老年刻板印象可以在微妙的环境线索下自动被激

活(Marques, Lima, Abrams, & Swift, 2014)，并通过影响老年人对未来自我的看法内化为老年

人现有的自我概念，并且这种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加强(Kornadt & Rothermund, 

2012)。Rothermund 和 Brandtstädter (2005)也发现基线老年刻板印象内容预测了老年人自我

概念的后续变化。换句话说，随着时间推移老年人的自我概念将逐渐同化为个体以往对老年

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更直接的，Levy (2009)的刻板印象具体化理论认为，消极老年刻板印象

通过内化为对自我的负面看法进而对老年人多种任务表现发挥消极影响。基于以上论述，在

刻板印象威胁效应领域的研究中，负性自我的激发与老年刻板印象的激活本质上并不存在矛

盾或混淆的问题。相反，这种负性的自我认知与体验是老年刻板印象发挥消极影响的重要中

间机制与体现。因此，我们没有在本研究的启动任务中刻意区分老年刻板印象与消极负性自

我的区别。 

综上，我们已在修改稿对控制组材料的选取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刻板印象威胁组被试的阅读材料强调个体在进入老年期后各项认知能力会衰退，喜欢

在较少的选项中进行选择，决策质量较差，在一般决策任务和医疗情境决策任务上的表现都

比年轻人差很多；控制组被试的阅读材料启动中性条件，主要介绍了青海盐湖的分布、含盐

量及其所拥有的众多无机盐的类型。实验组材料及控制组材料的选取和编制主要参考了以往

研究普遍采用的成熟范式。大量相关领域研究表明，使用阅读材料可以有效地诱发实验组被

试刻板印象威胁状态，同时避免控制组被试受到消极刻板印象及其相关情绪等无关变量的干

扰(Bouazzaoui et al., 2016; Lamont et al., 2015; Levy, 1996; Stein et al., 2002)。”（详见第 6 页，

第 3 段，3-10 行） 

 

细节问题 

问题提出部分 

意见 1：前言部分写到：“充分的研究证据也支持了低质量的医疗决策会对老年病人的生理

和心理过程有着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其后并未见到有关老年病人心理方面影响的文献。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优化，主要论述了低质量

的医疗决策对老年人疾病康复过程的影响，以及低质量的医疗决策会加重老年人的经济负

担。修改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此外，Tsoulos 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低质量的医疗决策会增加相关并发症出现的风险，

延缓老年人的康复进程。与此相似，Ekstrom (2012)也发现低水平的医疗决策会加剧老年人

在面对疾病时的身体负荷，更容易造成难以挽回的永久性伤痛。更有甚者，较差的医疗决策

还会导致更多的额外治疗费用，增加老年病人的经济负担和死亡风险(Weiss et al, 2012)。”

（详见第 2 页，第 1 段，第 9-14 行） 

 

意见 2：作者在介绍完消极刻板印象以及医疗决策概念后，表明“尚未有研究关注消极刻板

印象威胁对老年人医疗决策后果尤其是决策质量的效应及其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将相关领

域刻板印象威胁、归因偏差和老年人的决策质量整合道一个研究框架中……”在此前，并没

有介绍过“归因偏差”的概念，应该在第一次引入时对概念进行简要介绍。对内外部归因概

念的解释，应在第一次出现时（1.2 刻板印象与归因偏差）就给出” 



回应：感谢专家的仔细审阅。我们已在修改稿的前言中介绍了归因偏差的概念，并补充了有

关归因偏差在本研究中角色的简要讨论。修改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此外，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效应的机制也需要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关注。

已有研究表明，归因偏差与刻板印象和决策行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Koo & Yang, 2018; 王大

伟，刘永芳，2008)。然而，尚未有研究检验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行为决策效应中所扮演

的角色。在以往文献中，归因偏差被界定为个体非理性地将事件结果归因为某个特定原因而

忽视其真正原因的归因倾向(Working, 2015)。研究表明，人们对某一群体固定的观念或预期

能够影响个人对他人及自身行为的归因，使个体在进行因果归因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Fiske & Susan, 1992; Oakes et al., 1991)。另一方面，归因偏差又被证实是决策质量的一个显

著的影响因素(王大伟，刘永芳，2008)。因此，归因偏差很可能是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医疗

决策质量效应的一个中介变量。”（详见第 3 页，第 2 段） 

另外，我们也将对内外部归因概念的解释调整至了 1.2 部分，修改后的具体内容如下： 

“对于自己和他人行为的结果，人们一般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归因，包括内部归因（如能

力、态度和努力）和外部归因（如任务特征、环境和运气）(Heider, 1958)。然而，由于通常

会受到刻板印象等固有观念或认知的影响，人们的归因过程难以理性客观，常常存在偏差

(Fiske & Susan, 1992; Oakes et al., 1991)。根据刻板印象解释偏差理论，当个体的行为结果与

刻板印象预期相符时，人们倾向于将行为结果进行内部归因；当行为的结果与刻板印象预期

不相符时，人们则更愿意将目标行为结果进行外部归因(Kulik, 1983)。”（详见第 4 页，第 2

段，1-6 行） 

 

意见 3：前言部分同时也写到：“刻板印象会通过刻板印象威胁对个体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

果产生显著影响”，刻板印象威胁是一种机制还是现象？请在论述过程中明晰其概念。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刻板印象威胁”的概念最早由 Steel 等人（1995）在解释非裔美国

学生和白人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差异表现时提出的。在他们的研究中，当学业测验被正式描

述为“智力诊断测验”时，就启动了美国文化中“黑人比白人智力更低”的负面刻板印象，这种

社会层面的心理威胁干扰了黑人学生的能力表现。由此可见，从这种角度出发，刻板印象威

胁是一种情境性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体对自我及所属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的意识和知觉，

当个体担心这种消极刻板印象作用于自我时，个体的能力就会受到威胁（Schmader et al., 

2008）。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特殊情境孕育的一种现象。而如果从刻板印象

的实质出发，我们又可以将其理解为刻板印象效应的一个作用机制——它导致个体自我概

念、能力概念和所启动的消极刻板印象之间产生冲突，进而对其自我完善造成威胁。我们也

在修改稿中前言部分进一步明晰了刻板印象威胁概念，具体如下： 

“在社会情境中，当文化中的消极刻板印象对目标个体的心理行为产生影响时，刻板印

象威胁就发生了。Steele 和 Aronson (1995)将刻板印象威胁定义为个体在对自我和所属群体

消极刻板认识的基础上，因担心验证对自我或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而经历的一种风险。刻板

印象威胁是一种情境性困境同时也是消极刻板印象效应的一个重要机制。”（详见第 3 页，

第 4 段，1-4 行） 

 

意见 4： Masicampo 和 Baumeister(2008)的研究表明老年人会因为受到刻板印象而对医疗

决策更加消极生存意愿更低，而 Levy等(2000)的研究则表明老年人受刻板印象影响时在风

险决策中更容易冒进，这两个研究的关联是什么，是否相互矛盾？ 

回应：非常感谢专家的仔细审阅与宝贵意见。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通过引用这两个研究来

论证消极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老年人更容易做出不合理的决策，决策质量更差。Masicampo 

和Baumeister (2008)以及Schmader等人(2008)的研究证明启动消极刻板印象会消耗老年人的



执行控制功能资源，这将导致他们做出更偏激的选择和比较冒险的决策。Levy 等(2000)的研

究则阐述了在医疗情境中，受消极刻板印象影响的老年病人对治疗的态度较为消极，生存意

愿更低，更容易拒绝治疗。这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影响下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做出不利于提高

生存率的决策，这一现象也支持了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决策质量具有一定的消极效应。综上，

这两个研究实质上都印证了刻板印象威胁会降低老年人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为了减少歧

义，我们在修改稿中对这两条文献做了进一步的澄清，强调了两个文献都支持了消极刻板印

象会削弱老年人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其他领域决策的研究表明，启动相关的消极刻板印象会对老年人造成某种社会心理威

胁，削弱其合理决策的能力，最终导致老年人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做出更偏激的选择和比

较冒险的决策(Masicampo & Baumeister, 2008)。在医疗情境中，Levy 等(2000)的研究也发现，

受消极刻板印象影响的老年病人对治疗的态度较为消极，生存意愿更低，更容易拒绝治疗。

这表明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由于合理决策的能力降低，老年人更可能做出不利于提高其

生存率的决策，即医疗决策质量较差。”（第 4 页，第 1 段） 

 

意见 5：实验二前言“以往大量研究表明”部分，请引用大量相关研究或综述文献作为支撑。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在修改稿中这部分内容补充了更多相关参考文献。

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以往大量研究表明，引导被试对结果进行恰当的归因并给予及时反馈是一种有效的归

因训练方法(Stewart et al., 2010; Vassilopoulos et al., 2009; 廖全明, 郑涌, 2007; 黄小草, 

2018)。”（详见第 11 页，最后一段） 

 

方法与结果 

意见 1：在心理学报，小于 1的小数前的“0”无需省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重新检查数据的书写格式，在修改稿中做出相应的修

正（详见两个实验结果部分）。 

 

意见 2：实验一报告了评分者一致性，起初报告的是“两名不了解实验目的的心理学专业人

员对表述及匹配的原因进行评分”，后文又出现“三个评分者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请

检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关于 WSAP 任务材料的评定，在搜集了老年人常见的健康不

佳症状以及每个症状对应的可能的原因之后，主试首先从中挑选了一些合适的健康不佳的症

状作为实验材料，然后从每个症状对应的原因中区分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之后，为了验

证主试对原因区分的可靠性，我们又邀请了两名不了解实验目的的心理学专业人员独立地对

所选症状对应的原因重新进行分类，区别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因此，包括主试在内一共有

三人参与了材料的评定，我们在文稿中汇报了三名评价者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我们已经在修

改稿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澄清，内容如下： 

 “各种健康不佳的症状以及症状相对应的原因是通过发放开放式问卷和阅读相关文献来

搜集的。根据搜集资料的内容，实验主试首先挑选出了一些最常见的健康不佳症状作为实验

材料，然后从每个症状对应的原因中区分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为了验证主试对原因区分

的可靠性，我们还邀请两名不了解实验目的的心理学专业人员独立对每个症状对应的两个原

因进行内外因匹配。两人做出相同匹配的比例为 96.4%。此外，两人的匹配与主试的匹配结

果显著正相关（r = 0.91, p < 0.001 和 r = 0.92, p < 0.001），两人的匹配结果也显著正相关（r 

= 0.92, p < 0.001），三个评分者（主试与两个评分者）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7。这表明

WSAP 任务的材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详见第 7 页，第 3 段） 



 

意见 3：实验二流程图应当保证前后步骤呈现的一致性，呈现两种选择所对应的两种反馈。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对实验二的流程图进行了修改，同时，

我们也在流程图下面加入了一个图注，进一步说明了图中各内容的含义。修改后的流程图如

下（详见第 13 页图 4）： 

 

 

 

 

 

 

  

 

 

 

 

 

 

 

 

图 4 归因偏差干预流程 

注：被试按键反应后进入反馈页面，当被试按“F”键时，呈现“正确”字样；当被试按“J”键时，呈现

可能的外部原因，如图中括号内所示。 

 

意见 4：文章在被试特征信息（表 4）和实验结果（表 5）皆报告了被试的基本信息（年龄、

生活满意度、自评健康、文化程度），建议合并为同一张表。并优化各个表图的标题，以确

切表达其内容。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对内容重合的表格进行了合并，

并对各个图表的标题进行了优化，以便更明确清晰地表达信息。首先，我们将原文中的“表

1 背景信息”和“表 2 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 t 检验”两表进行了合并，修改后表格如下所示： 

5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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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腹胀 

食物不易消化    胃功能不好 

F                 J 

 

 

正确 

（可能的外部原因为食物消化

不良） 

 
 

+ 

 

按“F”键（按“J”键） 



表 1 实验一被试信息及相关变量差异检验结果 

变量  
威胁组 

(n = 40) 

控制组 

(n = 38) 
t/2 Cohen’s d 

年龄 M (SD) 68.45 (7.08) 67.53 (7.69) –0.55 –0.12 

自评健康 M (SD) 3.50 (0.68) 3.42 (0.55) –0.56 –0.13 

生活满意 M (SD) 3.88 (0.69) 3.92 (0.49) 0.34 0.07 

性别 N (%) 

 
    

男 14 (35.0%) 12 (31.6%) 0.10  

女 26 (65.0%) 26 (68.4%)   

文化程度 N (%)   4.77  

小学 5 (12.5%) 2 (5.3%)   

初中 15 (37.5%) 9 (23.7 %)   

高中 6 (15.0%) 12 (31.6 %)   

本科及以上 14 (35.0%) 15 (39.5 %)   

归因偏差 M (SD) 3.33 (1.38) 1.57 (0.93) –6.63*** –1.50 

决策质量 M (SD) 0.15 (1.44) 2.61 (1.31) 7.87*** 1.79 

注：自评健康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健康，5 代表非常健康，得分越高，代表自评健康越好。生活满意

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得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括号内是标准差(年

龄、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归因偏差及决策质量)或百分比(性别和文化程度)。*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下同。 

 

 

其次，我们将原文中的“表 4 背景信息”和“表 5 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了

合并，修改后的表格如下： 

 



表 2 实验二被试信息及差异检验结果 

变量  
干预组 

(n = 40) 

威胁组 

(n = 40) 
t/2 Cohen’s d 

年龄 M (SD) 65.30 (5.42) 66.13 (6.58) –0.61 –0.14 

自评健康 M (SD) 3.50 (0.68) 3.50 (0.68) 0.00 0.00 

生活满意 M (SD) 3.80 (0.79) 3.85 (0.66) –0.31 0.07 

性别 N (%)   1.92  

男 18 (45.0%) 12 (30.0%)   

女 22 (55.0%) 28 (70.0%)   

文化程度 N (%)    4.31  

小学 1 (2.5%) 3 (7.5%)   

初中 7 (17.5%) 9 (22.5%)   

高中 8 (20.0%) 12 (30.0%)   

本科及以上 24 (60.0%) 40 (40.0%)   

归因偏差 M (SD) 0.16 (0.26) 3.96 (4.03) –5.96*** –1.33 

决策质量 M (SD) 3.00 (1.75) 0.65 (1.85) 5.83*** 1.31 

注：自评健康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健康，5 代表非常健康，得分越高，代表自评健康越好。生活满意

为 5 点计分，1 代表非常不满意，5 代表非常满意，得分越高，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括号内是标准差（年

龄、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归因偏差及决策质量）或百分比（性别和文化程度）。 

 

另外，我们也重新检查文章中的其它表格，考虑到原稿中的表 2 仅呈现了实验 1 中的三

个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内容太简单，我们在修改稿中移除了原来的表 2，并将对

这部分相关结果的报告并入正文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分别两两相关，刻板印象组别与归因偏差显著正相关，r = 0.60, 

p < 0.001；刻板印象组别和决策质量显著负相关，r = –0.67, p < 0.001；归因偏差和决策质显

著负相关，r = –0.56, p < 0.001。” （详见第 9 页，第 7 段和第 10 页，第 1 段） 

 

意见 5：对年龄均值进行阐述时，小数位数需要保持一致，例如文中“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66 

± 6.00岁”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已将此处修正为 65.71 ± 6.00（详见第 12 页，第 2 段，第 3 行）。

同时，我们也对全文数据的表达格式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对格式不一致或有误的内容进行了

修改，最大程度避免了类似的问题。 

 

意见 6：在报告中介检验的结果时，需要补充重采样的次数（Bootstrap=?）。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在中介检验结果中补充了采样次数，具

体内容如下： 

“根据 Preacher 和 Hayes（2008）提出的检验小样本中介效应的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来检验归因偏差在老年刻板印象和医疗决策质量之间的中

介作用（见图 3）。”（详见第 10 页，第 2 段，1-3 行） 

 

意见 7：统计量报告的格式不规范，如“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直接效应为-.52，SE = 

0.10，t = -5.02, p < .001, 95%CI = [-0.725, -0.313]”请核查期刊的用稿标准。”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已参照期刊用稿标准对中介部分统计量报告的格式进

行了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 Preacher 和 Hayes（2008）提出的小样本中介的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来检验归因偏差在老年刻板印象和医疗决策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见

图 3）。结果表明，刻板印象正向预测被试的归因偏差，b = 0.60, SE = 0.09, t = 6.57, p < 0.001, 

95% CI = [0.419, 0.784]，归因偏差负向预测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b = –0.25, SE = 0.10, t = 

–2.43, p = 0.018, 95% CI = [–0.457, –0.045]。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预测模型

中起到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52，SE = 0.10, 95% CI = [–0.725, –0.313]；间接效应值为

–0.15，Boot SE = 0.07, 95% CI = [–0.302, –0.033]。”（详见第 10 页，第 2 段） 

此外，我们也检查了文稿其他部分的数据，并对不符合规范的数据一一进行了修正。 

 

其他 

意见 1：实验一讨论部分“消极的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决策表现偏向于与刻板印象

相一致的结果”更像是描述，而不能对后文起到解释作用，请调整。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对相应内容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内

容如下： 

“这一结果与 Lockenhoff 和 Corinna (2017)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

中，个体的决策表现可能会倾向于与刻板印象保持一致。”（详见第 11 页，第 2 段，第 2-3

行） 

 

意见 2：参考文献：请登录期刊官网下载参考文献著录要求，仔细核对参考文献格式。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在本轮修改中，我们对参考文献进行了逐条检查，并对所

有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纠正，包括拼写错误、缩写、缺失信息等。修改后，所有参考文献的格

式都已符合杂志的要求。 

 

意见 3：英文摘要：部分句子不符合英文语法，如“There are 78 participants were ……”，

请检查。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目前该句修改如下： 

“78 older adults (26 males and 52 females) were recruited as participants in Experiment 1.”

（详见英文摘要部分）  

此外，我们邀请三名专业人士（包括一名英语专业的老师）对英文摘要进行了反复校对

与修改，确保不存在类似的语法问题和其他类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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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3意见： 

作者针对一审意见做了仔细修改，逻辑清晰了很多。但是，本轮评审发现，还有一个研

究设计的逻辑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澄清。研究 2的设计是启动消极刻板印象后，将两组被

试进行对比，一组接受归因偏差干预，另一组不干预。然后对比二者决策质量的差异。作者

认为这个设计是用于检验归因偏差在消极刻板印象威胁和决策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审稿人

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这实际是调节效应而非中介效应的检验。据审稿人理解，因果链式实

验设计至少做两个实验：A影响 B和 C；B影响 C。据此，实验二应该以归因偏差为自变量，

决策质量为因变量，无关乎消极刻板印象威胁这个变量。但是目前的设计本质仍然是以消极

刻板印象为自变量看两种条件下，对决策质量影响的差异。因此，审稿人认为这是将归因偏

差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设计。请作者进一步澄清因果链式实验设计的逻辑，以免读者误解。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修改工作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在评审本文过程中的辛苦

付出！我们对您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您的这一问题进行澄清： 

       首先，从各自的目的看，两个实验是符合因果链实验设计的逻辑的。实验 1 的目的

是检验消极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的效应，以及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也就

是说，实验 1 是通过操纵消极刻板印象（自变量），检验自变量（A）对老年人的归因偏差

（中介变量 B）和医疗决策质量（因变量 C）的影响。实验 2 的目的是在刻板印象威胁条件

下，检验归因偏差的控制干预是否能够改善老年人医疗决策的质量。实验 2 实质上就是在特

定情境中（刻板印象威胁情境），检验归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决策的效应，即变量 B 对变

量 C 的影响。因此，从研究目的看，两个实验的目的符合因果链实验设计的逻辑。 

       其次，从研究设计看，实验 2 的自变量是归因偏差，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医疗决策质

量，消极刻板印象威胁只是一个无关的控制变量。在实验 2 中，消极刻板印象操纵的本质就

是人为地创设一种两组被试需要保持一致的实验情境。消极刻板印象是一个被控制的没有变

化的量，可以看作是实验 2 的一个无关变量。而对归因偏差的实验控制才是对实验 2 自变量

的操纵。也就是说，实验 2 是在控制了消极刻板印象的条件下，操纵归因偏差（实验 2 的自

变量），进一步检验归因偏差（B）对老年人的医疗决策质量（因变量 C）的效应。因此，

在实验 2 中，自变量是归因偏差，因变量是老年人医疗决策的质量。 

       综上，实验 1 检验了消极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实验

2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了归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尽管与以往研

究者使用的因果链设计略有不同(e.g., Spencer et al., 2005)，但本研究的设计基本符合因果链

实验设计的逻辑。为了消除读者的误解，我们在原文做了以下修改： 

      首先，关于两个实验设计的逻辑，我们在“引言”部分的最后一段，作了进一步的澄清，

详细地描述了两个研究设计的逻辑。同时，为了增加表述的准确性，我们也在相关描述的措

辞上作了修改（如将原文中“本研究根据因果链实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修改成了“本

研究借鉴因果链实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降低了表述语气的绝对性）。修改后的内容

如下：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借鉴因果链实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拟采用两个实验来探

讨消极刻板印象、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之间的关系。实验 1 通过阅读文字材料操

纵刻板印象情境和控制情境，比较两种情境中被试归因偏差和医疗决策任务表现的差异，考

察消极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归因偏差的中介作

用。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实验 2 首先启动了所有被试的消极刻板印象，然后将被试随机分配

至刻板印象威胁组（启动刻板印象后对被试不做任何实验处理）和干预控制组（启动刻板印

象后对被试进行外归因倾向训练）。通过比较两组被试的医疗决策质量，验证归因偏差对老

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在实验 2 中，自变量为归因偏差的干预水平，因变量为老年人的

医疗决策质量，消极刻板印象为控制变量。”（见修改稿第 5 页，最后一段，蓝色字部分） 

 

    其次，在第 11 页，实验 1 讨论部分，为了消除可能的误解，删掉了原来“根据因果链实

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这一表述，替换成“根据实验 1 的结果”这一表述（见修改稿 11

页，第 3 段，第 1 行）。随后，同是在该部分的最后一段，又对实验 2 的变量关系做了澄清，

明确了归因偏差是研究的自变量，医疗决策质量是因变量。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在实验 2 中，我们对老年被试的归因偏差进行控制训练，即训练被试对疾病做外部归

因。在此基础上，我们拟检验在消极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随着外归因偏差倾向的增加，老

年人医疗决策的质量是否会得到显著的改善，以期进一步验证实验 1 的结果。”（见修改稿

第 11 页，最后一段，蓝色字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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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编委意见：感谢作者很好地回答了审稿意见并做出了修改。责编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 

这篇文章的选题具有现实意义，经过几轮修改研究质量有所提高。但从研究假设的写作

方式看，问题不聚焦，似乎整个研究探讨的不是一个问题。建议重新凝练研究假设，并按照

实验假设的写作方式阐述和写作，同时请注意两个实验与实验假设的对应关系，以及两个实

验之间的关联。修后再审。 

 

回应：感谢主编专家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本轮修改中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修

改。 

首先，为了平衡两个实验假设的数量，减少两个实验研究不够聚焦的问题，我们重新凝

练了研究假设。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以及归因

偏差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基于此，原文中的

两个假设（“假设 2：在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中，老年人会对自身疾病的归因产生偏差。具体



地说，受刻板印象威胁的老年人会对自身疾病做出更多的内部归因偏差。”和“假设 3：归因

偏差影响老年人医疗决策的质量。具体地说，内部归因偏差消极影响医疗决策质量，外部归

因偏差积极影响医疗决策质量。”）与研究目的无直接关系，因此为了减少无关研究假设对

读者阅读过程的干扰，我们在本轮修改中删除了这两个假设。 

其次，我们结合本研究的实验设计，对剩余三个实验假设的表述方式做了进一步的修改。

修改后的假设如下： 

“假设 1：与不受刻板印象威胁的控制组相比，启动消极刻板印象的老年人医疗决策质

量较差。”（见修改稿第 4 页，第 3 段） 

“假设 2：启动相关刻板印象会通过影响归因偏差进而对老年人的医疗决策质量产生消

极效应，即归因偏差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中起中介作用。”（见修

改稿第 5 页，第 3 段） 

“假设 3：在启动消极刻板印象的情境中，减少内归因偏差的训练控制可以有效缓解刻

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消极效应。”（见修改稿第 5 页，第 5 段） 

第三，在修改稿中，我们明确了两个实验与假设的对应关系。具体地说，实验 1 检验假

设 1 和假设 2，实验 2 检验假设 3。我们已经将两个实验与实验假设的对应关系整合到了修

改稿“引言”的最后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拟采用两个实验来探讨消极刻板印象、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

决策质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实验 1 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通过阅读文字材料操纵刻板

印象情境和控制情境，比较两种情境中被试归因偏差和医疗决策任务表现的差异，考察消极

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影响（假设 1），并检验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假设 2）。”

（见修改稿第 5 页，第 6 段） 

“在实验 1 的基础上，实验 2 检验了假设 3。……”（见修改稿第 6 页，第 2 段，第 1 行） 

第四，我们也加强了两个实验之间关联的论述。具体来说，实验 1 的目的是检验消极刻

板印象对老年人归因偏差和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并通过统计分析技术探讨归因偏差的中介

作用。为了验证实验 1 中获得的归因偏差中介作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参照因果链实

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设计并开展了实验 2。实验 2 的目的是检验归因偏差对医疗决策

的质量。实验 2 在实验 1 揭示了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存在显著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归

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结合这两个实验的结果，本研究相关变量间因果链的

两个重要效应（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的效应，以及归因偏差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可以得

到完整、系统的检验。综上，关于两个实验的关系，一方面，实验 1 和实验 2 是因果链实验



设计必须包括的两个子实验，通过两个实验的结果来揭示归因偏差在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

决策质量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实验 2 的结果是对实验 1 结果的进一步确认和验证。

实验 1 通过统计分析手段揭示了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实验 2 则通过实验操作的方法进一步

检验了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从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的角度验证了实验 1 的结果。我们在修

改稿中对两个实验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澄清，具体如下： 

在引言部分倒数第二段，我们加入了如下内容： 

“为了验证归因偏差的中介作用，深入地检验归因偏差中介作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

研究借鉴因果链实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设计了实验 2。在实验 1 检验了消极刻板印象

对归因偏差和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影响的基础上，实验 2 则关注归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决策

质量的影响。通过结合两个实验的结果，我们能够揭示本研究变量间因果链的两个重要效应：

消极刻板印象对归因偏差的效应，以及归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决策质量的效应。在此基础上，

实验 2 可以从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的视角探讨归因偏差在消极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医疗决策

质量效应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从而进一步验证实验 1 的主要结果。”（见修改稿第 5 页最后

一段和第 6 页第 1 段） 

在实验１讨论部分，为了引出实验２，我们加入了以下内容： 

“为了进一步检验归因偏差中介作用，同时验证实验 1 主要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

研究参考因果链实验设计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设计并开展了实验 2。在实验 1 揭示了消极

刻板印象对老年人归因偏差存在显著影响的基础上，实验 2 则关注了归因偏差对老年人医疗

决策质量的效应。根据实验 1 的研究结果，如果归因偏差确实发挥了中介作用，那么对归因

偏差进行训练控制，减少刻板印象威胁条件下被试的内归因偏差水平，则应该可以有效降低

刻板印象对医疗决策质量的消极影响。”（见修改稿第 11 页最后一段，和第 12 页第 1 段） 

最后，为了确保文稿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我们在本轮修改中还对文稿的语言又

进行了逐句地打磨和修改，由于这些修改比较琐碎和零散，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详见修改

稿棕黄色字体部分。 

希望我们的回复和对文稿所做的上述修改能够解决您的关注。再次感谢主编老师对本文

的辛苦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