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叙事促进公众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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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3 个实验验证以漫画为媒介的视觉叙事可促进患方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实验 1 验证不同
呈现形式和传播策略对患方态度的影响, 发现相比于文本呈现, 漫画呈现可显著提高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
积极态度; 在漫画呈现的条件下, 叙事信息的说服效果显著高于统计信息。实验 2 验证不同形式和内容的
视觉叙事对患方态度的影响, 发现相比于单向叙事, 双向叙事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
另外, 消极共情的作用显著高于积极共情。实验 3 探究具体医患互动情境下双向消极叙事的作用, 发现双
向消极叙事能够显著提高具体情境下参与者对医生的积极态度, 且认同起到中介作用。这说明视觉叙事是
传播医方积极形象、促进患方对医认同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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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生物医学模式的主导下, 当下社会的医患沟通已体现出明显的去人性化
(dehumanization)特征, 其核心表现是缺少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和考虑(Haque & Waytz,
2012)。去人性化本质上是对“所有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人性信念的违背(Haslam &
Loughnan, 2014), 并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心理后果, 如降低共情、加剧偏见(Haque &
Waytz, 2012), 以及减少个体的道德顾虑甚至助长仇恨心理(Fiske, Harris, & Cuddy, 2004)。具
体到医疗领域, 由于生物医学模式更注重生理病理指标而非患者主观体验, 医患沟通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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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特征更是得到主流医学文化的隐含支持, 并借由医疗机构独有的生活结构和组织特
征得到进一步强化(Diniz, Bernardes, & Castro, 2019; Nicole & Keith, 2019)。
目前医疗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医方对患方去人性化的单向过程及其后果, 比如医生对
患者主观体验在诊断证据等级上的贬低(Sullivan, Stéphanie, Florence, & Pierre, 2018)、去人性
化对医生产生的积极心理功能(Vaes & Muratore, 2013)和患者对医生去人性化治疗的态度
(Adams, Case, Fitness, & Stevenson, 2017)等。但是, 患方同样存在对医方的去人性化心理。
医患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医疗空间中的双向互动关系, 引发医方对患方去人性化的原因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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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能导致患方对医方的去人性化。例如, 在社会舆论中, “白衣天使”与“白眼狼”的比喻会
同时出现(汪新建, 王骥, 2017)。这两种比喻虽在形式上截然相反, 但其本质都是将医生的形
象进行片断化的取舍, 从而将其推向“非人”的一面。而少数极端患者的伤医杀医行为, 更是
以“暴力”对抗“冷漠”的极端去人性化行为。因此, 去人性化会共同剥夺患方和医方的基本人
性, 限制其情感和个性的表达(Nicole & Keith, 2019), 从而加剧医患之间的身份对立与行为
冲突。
由于去人性化的观念通常源于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和群际关系(Haslam & Loughnan,
2014), 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并非易事。Haque 和 Waytz(2012)曾提出促进相似性是解决去人性
化的一个途径, 如建立人口统计学上的相似性就可以降低个体对群体间界限的感知(Harris
& Fiske, 2006)。这一策略的本质其实是建立一种共同身份, 通过强调不同子群体的相似性和
共同命运, 以弱化群体间的身份界限(Haslam & Loughnan, 2014)。这正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
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Gaertner, Dovidio, Anastasio, Bachman, & Rust, 1993)的基
本理念一致。该模型认为, 将两个分离的群体表征转变为一个涵盖更广泛的上位群体, 即从
“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上位的“我们”, 可降低两个群体之间的负面刻板印象和偏见。具
体而言, 通过合作、互动、面临共同的难题和命运, 两个群体可重新类型化为一个共同的群
体, 进而促进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的正向反应(Dovidio, Gaertner, & Saguy, 2007; 管健, 荣杨,
2020)。这一模型在群体关系问题的应用价值已在多个领域得到证实(Riek, Mania, Gaertner,
Mcdonald, & Lamoreaux, 2010; Brochu, Banfield, & Dovidi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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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在医患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 尚缺少使用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相关实
证研究, 但已有部分调查研究暗示了这一策略的可行性。对医疗咨询网络平台的调查发现,
医生在和患者的对话中不仅会建构其专家身份, 也会通过使用“我”来称呼自己、对患者使用
亲密的称呼或礼貌的表达祝愿等方式来建构普通人身份, 以拉近与患者的社会和心理距离
(Mao & Zhao, 2019)。这与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的双重身份(dual identities)的作用相一致。
双重身份可以向各自的群体发出信号, 促进两个群体的结合, 为创造一个更上位的群体身
份提供可能性, 从而具有改善群体关系的积极作用(Levy, Saguy, van Zomeren, & Halp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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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也就是说, 双重身份可以成为群体之间的纽带, 使不同的子群体共享在一个社会框架
内。为此, 在建构医方形象时, 如能在通常的“专家”与“外行”的二元对立式医患角色认知模
式上, 为医生的“专家身份”之外建立“普通人身份”, 或是降低患者对医生群体去人性化心理
的一个可行切入点。
但是, 如何向患方有效建构医生群体的“普通人身份”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这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其所采用的传播策略和呈现形式。在医患关系这一敏感领域中, 任何一种致力于
弥合医患冲突的努力, 其说服效果可能会因为医患双方的群体身份不同而受到限制; 如果
使用不当, 还可能引发类似“价值灌输”的逆反心理。例如, 为贴近医患双方的真实生活情景
和制造更为人性化的形象, 当下媒体通常会采用叙事策略进行说服, 即以故事形式使受众
体验到强烈的情绪和对故事产生认同(严进, 杨珊珊, 2013)。这一策略通常被称为“叙事说
服”(narrative persuation)。叙事确实可在一定程度上绕过受众的抵制说服机制、降低对叙事
者的怀疑并改变态度和观点(Krakow, Yale, Jensen, Carcioppolo, & Ratcliff, 2018; Krause &
Rucker, 2019), 但其说服效果并不是无条件的, 而是受到受众对叙事内容的感知真实性和感
知相似性的影响(Cho, Shen, & Wilson, 2014; Ooms, Hoeks, & Jansen, 2019)。个体可能认同叙
事信息中的人物形象, 但若仍觉得自己与另一人物更为相似, 认同就不会产生相应的说服
效果(Hoeken, Kolthoff, & Sanders, 2016)。也就是说, 叙事的有效性需要以个体能够将自己代
入叙事内容为基础, 产生“这可能是我”、“这很像我”的感受。
此外, 为进一步降低被说服者的抵制动机并增加说服效果, 还应考虑在叙事说服的同
时改变信息的呈现形式。传播学研究早已发现, 当使用图片来呈现信息时, 图片本身通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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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明确表达观点, 受众为理解图片, 就必须参与到对视角开解的解释过程中。由此, 其所得
出的结论是经由自身推导得出, 而非来自传播者的单向灌输, 进而促使受众对结论深信不
疑(梅萨里, 2004, p. 14)。这一策略被称为视觉叙事(visual narrative; Cohn & Maglianob, 2020),
通常指使用有顺序的图画来描绘一个连续的事件序列(如漫画)。与文字叙事不同, 视觉叙事
能够提供更加普遍和透明的信息、促进更深刻体验的形成, 并且对信息的加工需要更少的认
知努力(Cohn, 2013)。更重要的是, 视觉叙事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输入过程, 个体可以依靠叙事
语法对一系列的图像创造意义, 从而使视觉叙事包含推理过程。因此, 通过视觉的途径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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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信息, 能够促使个体在大脑中主动建构故事, 体验到的真实性也可能更高(Cohn, 2020;
Cohn & Wittenberg, 2015)。
在医疗领域, 视觉叙事的应用形式其实就是所谓的绘画医学(graphic medicine), 即以绘
画作为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来传递沟通的内容, 比如呈现疾病的相关知识或患者对疾病的
体验等(Williams, 2012; Furuno & Sasajima, 2015; Sathyaraj & Sweetha, 2018; 巴奈特, 2019)。
传 统 的 绘 画 医 学 更 倾 向 于 医 学 知 识 的 呈 现 与 输 出 , 但 随 着 近 年 来 叙 事 医 学 (narrative
medicine)这一高度重视医患双方体验及沟通的医学模式兴起(Charon, 2017), 绘画(尤其是漫
画)作为一种视觉叙事体裁已被有意识地应用于医患关系的改善。例如, Anderson, Wescom 和
Carlos(2016)设计了一个以“肝脏活检”为主题的医患互动漫画, 漫画中医生和患者的生活并
置呈现。呈现内容为医生和患者生活中各自的艰难处境以及在医疗过程中医患双方的想法,
并预期这种方式能够同时激发医生和患者对彼此的共情。漫画中并置呈现了多处医生和患
者相似的生活情境, 比如医生因为没有时间陪伴女儿而感到难过, 患者因为担心第二天的
肝脏活检而感到焦虑。这一设计能够有效地促进医患之间的感知相似性, 且将医患情境并置
呈现的方式也能激发个体对漫画内容建立相应的联系, 因为当个体看到两幅或两幅以上并
置的图像时, 大脑会给这个序列分配一个叙事时间轴(Williams, 2012)。这一设想可为建立医
患共同群体身份带来启发。
基于上述逻辑, 我们希望以视觉叙事的形式传递医生群体的普通人形象, 并验证这一
叙事策略能否促进公众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研究拟先验证漫画形式的叙事说服相对于
文本形式说服的优势传播效果, 进而探讨何种形式和内容的漫画呈现能够取得最佳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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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建构效果, 最后再去探究这一最佳视觉叙事策略对具体医患沟通情境下患方对医态度
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此，我们设计了 3 个实验。实验 1 根据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
状况调查报告编制实验干预材料, 并预期医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的呈现能够促使参与
者了解到医生群体的日常, 进而唤起其对医生群体普通人身份的认知。以呈现形式(漫画 vs
文本)和传输策略(叙事 vs 统计)为自变量, 探究漫画和叙事的作用, 并假设相比于文本呈现,
漫画呈现条件下个体对医生群体的态度更加积极。实验 2 编制将医患各自的工作和生活情
景并置呈现的漫画, 以叙事模式(单向 vs 双向)和共情类型(积极 vs 消极)为自变量, 探究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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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形式和内容对患方态度的影响, 并假设消极双向叙事会显著提高个体对医生群体的积
极态度。实验 3 探讨了在呈现具体疾病的医患沟通情境下, 双向消极叙事模式对患方态度的
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于 2019 年 9 月在上海市虹口区江湾医院通过伦理审批。此后,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全球性影响及随后中国政府推行的各类关心关爱医务工作者的政策措施与舆论宣传, 可推
测中国公众对医生形象的感知应出现暂时的结构性变化, 对其感激与关爱之情理应成为一
种主流社会心态。若能在这一社会氛围中复制实验的核心结果, 可更进一步说明相关干预策
略的稳健性。为此, 我们于 2020 年 3 月中下旬对实验 2 进行了复制。

2 实验 1: 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对患方态度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设计
采用 2(呈现形式: 漫画 vs 文本) × 2(传输策略: 叙事 vs 统计)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
包括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对实验材料的感知真实性、对实验材料中医生的认同、实验
材料所激发的情感程度以及根据自身就医体验回答的现实性患方信任。此外设置空白对照
组,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
2.1.2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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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为在上海两家医院就医、自身无医学教育背景的医院患者或陪伴家属。为确保
参与者认真阅读实验材料, 在材料呈现后设置了相应的操纵检验题目, 未通过者的数据在
后期删除。共发放问卷 300(60 × 5)份, 回收 300 份; 42 名参与者未通过操纵检验, 将其数据
删除。得到有效数据 258 份, 有效率为 86%; 其中男性 92 人, 女性 166 人; 平均年龄 31 岁
(SD = 8.43 岁)。
2.1.3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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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某三甲综合医院 2423 名医务人员的健康及工作状况调查(赖丽娜, 杨柳, 卢薇薇,
戴悦, 2011)和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调查(2011)的内容为素材, 编制干预材料。这些调查
结果不仅适合通过漫画来呈现, 同时能够为统计条件提供真实的数据信息。比如, 41.5%的医
生遭遇过患者或者家属的责备、辱骂; 31.3%的医务人员表示, 工作时经常有憋尿的情况等。
研究所用漫画系付费邀请专业人士创作, 不存在版权争议。同时, 为控制漫画风格或画作水
平对受众认知的影响, 仅采用简洁的简笔画形式。
漫画组同时呈现文字与漫画, 文本组则只呈现与漫画组一致的文字。漫画叙事组和漫画
统计组的漫画保持一致(见图 1)。叙事组的文字内容使用“访谈结果”的表述形式, 在指导语
中表明“研究人员对北京某三甲综合医院的 w 医生进行了访谈和观察”; 统计组的文字内容
使用“调查结果”的表述形式, 呈现具体的统计数字, 在指导语中表明“研究人员对北京某三
甲综合医院的 2423 名医务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具体材料见附录 1 图 1.1 和图 1.2。

图 1 漫画叙事和漫画统计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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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工具
对医印象: 采用管健和程婕婷(2011)编制的刻板印象量表来测量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
印象, 该量表参考刻板印象内容模型(Fiske, Xu, Cuddy, & Glick, 1999), 从能力、热情和道德
三个方面测量个体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量表共 6 个题目, 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全部正
向计分。分数越高, 代表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印象越正面(见附录 2 表 2.1)。
感知真实性: 采用 Canter, Grieve, Nicol 和 Benneworth (2003)编制的感知真实性量表来
测量参与者对干预材料的感知真实性。量表共 10 个题目, 采用 10 点计分, 全部正向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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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代表参与者认为实验材料的真实性越高(见附录 2 表 2.2)。
对医认同: 采用 de Graaf 等 (2012)修订并在实验中使用的认同量表来测量参与者对干
预材料中的医生或医生群体的认同程度。量表共 8 个题目, 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 全部正向
计分。分数越高, 代表参与者对材料中医生或医生群体的认同越高(见附录 2 表 2.3)。
情感激发: 采用 de Graaf 等(2012)修订并在实验中使用的情感激发量表来测量干预材料
激发参与者的情感程度。该量表共 4 个题目, 采用 7 点计分, 分数越高, 代表参与者的情感
激发程度越强; 分数越低, 代表参与者的情感激发程度越弱(见附录 2 表 2.4)。
患方现实性信任: 采用吕小康、弥明迪、余华冉、王晖和何非(2020)编制的《中国医患
信任量表》患方量表的 B 部分, 用于测量患者对医生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量表共 13 个条
目, 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其中第 8 题反向计分, 高分代表高对医信任 (见附录 2 表 2.5)。
实验 1 中各工具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922~0.975 之间, 详见附录 3 表 3.1。
2.1.5 程序
在医院现场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问卷填写,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 请所有参与者评估对医生群体的印象。
步骤 2: 每个调查员提供给参与者一个装着五支外观完全一致的中性笔笔筒, 但每支笔
底部标有编码(分别为 a、b、c、d、e)。要求参与者随机从中选择 1 支笔, 之后以“检验笔是
否好用”为由查看笔底部编码。根据编码数字, 对参与者提供不同的情境材料(a 为漫画/叙事,
b 为漫画/统计, c 为文本/叙事, d 为文本/统计, e 为控制组)。每组数据收集到 60 份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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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提供相应的实验干预材料, 请参与者认真阅读, 并填写操作检验题目。要求参
与者回答材料中没有提及的内容, 答错即视为无效数据, 予以删除。
步骤 4: 请参与者对材料中的医生或医生群体的认同进行回答。
步骤 5: 请参与者对实验干预材料所能激发的情感程度进行回答。
步骤 6: 请参与者再次对医生群体的印象进行评价。
步骤 7: 请参与者根据自身真实的就医体验来回答现实性患方信任。
步骤 8: 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基本信息后收回问卷, 检查作答完整性, 发放

chinaXiv:202005.00019v2

实验礼品, 并解释实验目的。

2.2 结果
2.2.1 控制变量
以参与者对医生的印象前后测、感知真实性、认同、情感激发以及现实性医患信任为因
变量, 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建立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 再加入
呈现形式和传播策略 2 个自变量, 联合前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建议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
发现, 性别对感知真实性和情感激发的预测作用显著、受教育水平对情感激发的预测作用显
著、年龄对印象后测的预测作用显著, 其余均不显著。以此为标准, 在后续方差分析中选择
对应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详细结果见附录 3 表 3.5。
2.2.2 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对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的影响
不同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分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1。
以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为自变量, 以感知真实性为因变量、以性别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呈现形式对感知真实性影响显著, F(1, 200) = 4.72, p = 0.03,
η² = 0.02, 漫画组的参与者认为材料更加可信; 传输策略对感知真实性的影响不显著; 两个
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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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为自变量, 以认同为因变量, 进行 2 ×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 呈现形式对认同影响显著, F(1, 201) = 7.96, p = 0.005, η² = 0.04, 漫画组的参与者对
材料中医生的认同分数更高; 传输策略对认同影响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01) = 6.49, p = 0.012, η² = 0.03。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 传输策略在呈现形式的两个水平
上具有不同的结果。在呈现形式为漫画的条件下, 叙事条件下的认同得分显著高于统计条件,
F(1, 201) = 7.23, p = 0.008, η² = 0.04; 在呈现形式为文本的条件下, 叙事和统计对认同得分的
影响不显著(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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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呈现形式

传输策略

不同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得分
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M ±SD

M ±SD

M ±SD

n

叙事

53

88.34 ±9.44

44.34 ±7.77

23.08 ±3.93

统计

50

82.66 ±16.11

39.06 ±9 .07

19.88 ±4.81

叙事

52

78.94 ±16.96

36.87 ±8.69

18.52 ±4.40

统计

50

81.96 ±18.69

38.68 ±13.50

19.16 ±6.83

漫画

文本

以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为自变量, 以情感激发为因变量, 以性别、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呈现形对情感激发影响显著, F(1, 199) = 12.05, p =
0.001, η² = 0.06, 漫画组被试的情感激发分数更高; 传输策略对情感激发影响不显著; 两个
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99) = 6.73, p = 0.01, η² = 0.03。简单效应分析结果与认同的结果
相一致, 传输策略在呈现形式的两个水平上具有不同的结果。在呈现形式为漫画的条件下,
叙事条件下的情感激发得分显著高于统计条件, F(1, 199) = 9.57, p = 0.002, η² = 0.05; 在呈现
形式为文本的条件下, 叙事和统计对情感激发得分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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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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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文本

图 2 不同呈现形式条件下传输策略对认同得分的影响

2.2.3 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对印象和现实性信任的影响
不同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条件以及控制组刻板印象和现实性信任分数的描述性统计结
果见表 2。
表2
呈现形式

不同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条件以及控制组印象和现实性信任得分

传输策略

印象前测

印象后测

现实性信任

M ±SD

M ±SD

M ±SD

n

叙事

53

23.23 ±3.25

25.26 ±3.31

49.06 ±6.87

统计

50

21.08 ±6.25

22.92 ±5.47

46.80 ±7.02

叙事

52

22.62 ±2.79

22.52 ±3.41

44.06 ±8.03

统计

50

22.24 ±6.27

23.34 ±6.26

46.20 ±11.47

53

22.58 ±4.01

—

44.17 ±7.01

漫画

文本

控制组

以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为自变量, 以印象前后测为重复变量, 进行 2 × 2 重复测量方差
分析。结果显示, 印象前后测和呈现形式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00) = 6.45, p = 0.01, η² = 0.03,
在呈现形式为漫画的条件下, 印象后测有非常显著的提高, 但是在呈现形式为文本的条件
下, 印象后测的提高较小(见图 3)。另外, 印象前后测和传输策略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为自变量, 以现实性信任为因变量, 进行 2 × 2 的两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 呈现形式对现实性信任影响显著, F(1, 201)= 5.23, p = 0.02, η² = 0.03, 漫画组
参与者的现实性信任得分更高; 传输策略对现实性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
10

用边缘显著, F(1, 201) = 3.41, p = 0.07, η² = 0.0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传输策略在呈现形式的
两个水平上具有不同的结果。在呈现形式为漫画的条件下, 叙事条件下的现实性信任得分显
著高于统计条件, F(1, 201) = 9.03, p = 0.003, η² = 0.04; 在呈现形式为文本的条件下, 叙事和
统计对现实性信任得分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与之前的认同、情感激发的结果相一致。
其次, 将控制组加入分析, 以组别为自变量, 对印象后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
较结果显示: 只有漫画叙事的条件下, 印象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p 漫画叙事 = 0.003); 文本叙事、
漫画统计和文本统计的条件下, 印象得分与控制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其次, 将控制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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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以组别为自变量, 对现实性信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只有漫画
叙事的条件下, 现实性信任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p 漫画叙事 = 0.002); 文本叙事、漫画统计和文
本统计的条件下, 现实性信任得分与控制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24.50
24.12
24.00
23.50
22.92

23.00
22.50

22.43

22.00

22.18

21.50
21.00
印象前测

印象后测
漫画

文本

图 3 不同呈现形式条件下印象前后测的变化

2.3 讨论
实验 1 的结果发现, 参与者对以漫画形式呈现的干预材料比文本材料有更高的感知真
实性, 这可能是因为参与者对漫画的视觉加工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主观理解, 因此对漫画
材料有更深刻的体验。但是叙事和统计两种条件下的感知真实性并不存在差异, 也就是说相
11

比于使用统计数字的文本, 使用叙事的文本并不能提高参与者的感知真实性。同时, 漫画形
式呈现的干预材料能够比文本材料显著提高参与者对干预材料中医生的认同、情感激发、对
医生的印象以及现实性信任, 而叙事条件和统计条件并无显著差异。对于认同、情感激发和
现实性信任这三个变量, 呈现形式和传输策略显示出一致的交互作用。在呈现形式为文本的
条件下, 叙事策略和统计策略在这三个变量上没有差异; 但在呈现形式为漫画的条件下, 叙
事策略条件下的认同、情感激发和现实性信任均显著高于统计策略。也就是说, 只有在加入
漫画之后, 叙事的说服作用才得以发挥, 而纯文字的“叙事”则未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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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叙事、漫画统计和文本统计组患者的现实性信任得分与控制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
原因可能在于参与者对医生群体印象前测会显著影响印象后测和现实性信任, 而漫画统计
组的印象前测较低, 因此相较于前后测的结果, 漫画统计条件下并没有得到显著的干预效
果。
在实验 1 结果基础上, 实验 2 继续探究不同视觉呈现形式和内容的视觉叙事对患方态
度的影响。

3 实验 2a: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患方态度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设计
采用 2(叙事模式: 双向 vs 单向) × 2(共情类型: 消极 vs 积极)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
包括参与者对医生群体印象的前后测、医患亲密度前后测、对实验材料的感知真实性、对
医生的认同、激发的情感以及根据就医体验回答的现实性信任。此外还设置空白对照组,
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
3.1.2 参与者
参与者为天津某传媒公司的员工, 确认其无医学教育背景后参与实验。为确保参与者认
真阅读实验材料, 在材料呈现之后设置了相应的操纵检验题目, 未通过者的数据在后期予
以删除。共发放实验问卷 300(60 ×5)份, 回收 300 份。其中 56 名参与者未通过操作检查, 将
12

数据视为无效予以删除。得到有效数据 244 份, 有效率为 81%; 其中男性 105 人, 女性 139
人; 平均年龄为 36 岁(SD = 9.73 岁)。
3.1.3 材料
以对医生和普通上班族的访谈素材为材料, 按照时间顺序编制虚构的名为“医生的一天”
漫画, 漫画内容从医生早晨起床开始, 到晚上回家结束, 共 10 个场景。对应医生漫画的每一
个场景, 编制相似内容的“上班族的一天”漫画。双向叙事组将医生和上班族的漫画内容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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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单向叙事组只呈现医生的生活漫画。消极共情材料由访谈中获得的医生和普通职业者
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共同烦恼事件所组成, 比如医生受到患者的指责、上班族受到客户的指责;
积极共情材料由访谈中所得到的工作和生活中的幸福事件所组成, 比如医生受到患者的感
谢、上班族受到客户的感谢(图 4)。完整材料见附录 1 图 1.3 和图 1.4。

图 4 消极双向共情和积极双向共情示例

3.1.4 工具
对医印象、感知真实性、认同、情感激发和现实性信任的测量工具均同实验 1, 各工具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922~0.978 之间, 具体数据见附录 3 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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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亲密度测量: 改编自我他人融入量表(Aron, Aron, & Smollan, 1992), 该量表采用单
一条目、图示性的方法来测量亲密度, 两个圆圈之间的交集越大, 则代表亲密度越高。共采
用 7 组圆圈进行 7 点计分, 分数越高代表参与者认为医患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越亲密(见附
录 2 表 2.6)。
3.1.5 程序
在公司办公室、会议室等场合, 采用现场一对一的形式进行问卷填写。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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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请所有参与者评估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和医患亲密度。
步骤 2: 与实验 1 的随机方式相同, 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a 为双向/消极, b
为双向/积极, c 为单向/消极, d 为单向/积极, e 为控制组)。每组数据收集到 60 份即停止。
步骤 3: 对参与者提供相应的实验干预材料, 请参与者认真阅读, 并填写操作检验题目。
要求参与者回答材料中没有提及的内容, 答错即视为无效数据, 予以删除。
步骤 4: 请参与者对材料中的医生的认同进行回答。
步骤 5: 请参与者对实验干预材料所能激发的情感程度进行回答。
步骤 6: 请参与者再次对医生群体的印象进行评估、回答医患亲密度。
步骤 7: 请参与者根据自身真实的就医体验来回答现实性患方信任。
步骤 8: 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基本信息后收回问卷, 检查作答完整性, 发放
实验礼品, 并解释实验目的。

3.2 结果
3.2.1 控制变量
以与实验 1 相同方式, 选择对应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详见附录 3 表 3.6 及其说明。
3.2.2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的影响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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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得分
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M ±SD

M ±SD

M ±SD

n

消极

49

83.51 ±12.75

44.34 ±7.77

22.08 ±2.93

积极

49

59.67 ±19.57

39.06 ±9 .07

15.08 ±5.24

消极

50

84.70 ±18.65

36.87 ±8.69

22.28 ±4.73

积极

48

54.10 ±25.17

38.68 ±13.50

14.42 ±6.84

双向

单向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感知真实性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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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感知真实性影响显著, F(1,
190) = 5.13, p = 0.03, η² = 0.03, 双向叙事的条件下参与者认为材料更加可信; 共情类型对感
知真实性影响显著, F(1, 190) = 84.29, p < 0.001, η² = 0.31, 消极共情的条件下参与者认为材
料更加可信;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认同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为控制
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认同影响显著, F(1, 190) = 6.48,
p = 0.01, η² = 0.03, 双向叙事的条件下参与者对材料中医生的认同分数更高; 共情类型对认
同影响显著, F(1, 190) = 76.60.49, p < 0.001, η² = 0.29, 在消极共情的条件下, 参与者的认同
分数更高;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情感激发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为
控制变量, 进行 2 ×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情感激发的影响边缘显著,
F(1, 190) = 3.39, p = 0.007, η² = 0.02, 双向呈现的条件下情感激发分数更高; 共情类型对情感
激发影响显著, F(1, 190) = 93.34, p < 0.001, η² = 0.33。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3.2.3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印象、医患亲密度及现实性信任的影响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及控制组印象、亲密度和信任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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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不同呈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以及控制组印象、亲密度和现实性信任得分
印象前测

印象后测

亲密度前测

亲密度后测

现实性信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n

消极

49

21.92 ±3.05

24.84 ±5.06

3.37 ±1.15

4.76 ±1.48

50.10 ±4.67

积极

49

21.95 ±5.50

22.92 ±5.47

3.29 ±1.34

3.98 ±1.57

43.04 ±7.32

消极

50

23.52 ±6.11

24.84 ±5.06

4.78 ±1.56

4.96 ±1.50

49.62 ±8.42

积极

48

22.90 ±5.88

21.94 ±6.43

4.13 ±1.61

4.48 ±1.58

45.06 ±10.54

48

22.58 ±4.01

—

3.75 ±1.56

—

44.17 ±7.01

双向

单向

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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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印象前后测为重复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
测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印象前后测和叙事模式的交互作
用显著, F(1, 190) = 7.58, p = 0.006, η² = 0.04, 在双向叙事的条件下, 印象后测有非常显著的
提高, 但是单向叙事的条件下, 印象后测的提高很小(见图 5); 印象前后测和共情类型的交
互作用显著, F(1, 190) = 8.62, p = 0.004, η² = 0.04, 在消极共情的条件下, 印象后测有非常显
著的提高, 但是在积极共情的条件下, 印象后测没有变化。
24.50
23.91

24.00
23.50

23.42
23.21

23.00
22.50
22.00
21.76
21.50
21.00
20.50
印象前测

印象后测
双向

单向

图 5 不同叙事模式条件下印象前后测的变化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亲密度前后测为重复变量, 以教育水平为控制变
量, 进行 2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亲密度前后测和叙事模式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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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29.75, p < 0.001, η² = 0.14。双向叙事模式的亲密度后测有非常显著的提高, 但是单向
叙事的条件下, 亲密度后测的提高较小; 亲密度前后测和共情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91)
= 4.15, p = 0.04, η² = 0.02。消极共情比积极共情能显著的提高亲密度。
此外,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亲密度前后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91) = 9.40, p = 0.002,
η² = 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 在双向呈现的条件下, 消极共情能够显著提升参
与者对医患关系的亲密度评价, F(1, 191) = 12.52, p < 0.001, η² = 0.06; 但是在单向呈现的条

2.5
消极

积极

2

亲密度前后测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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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共情类型对亲密度提升的影响并不显著(图 6)。

1.5
1
0.5
0
双向

单向

-0.5
-1

图 6 不同叙事模式条件下共情类型对亲密度前后测差值的影响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现实性信任为因变量, 以亲密度前测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现实性信任影响显著, F(1, 191) = 4.52,
p = 0.035, η² = 0.02, 双向呈现的条件下现实性信任得分更高; 共情类型对现实性信任的影响
显著, F(1, 191) = 22.52, p < 0.001, η² = 0.11, 消极共情的条件下现实性信任得分更高; 两个因
素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191) = 4.06, p = 0.045, η² = 0.0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发现, 在
双向呈现的条件下, 消极共情能够显著提升参与者的现实性医患信任, F(1, 191) = 23.19, p <
0.001, η² = 0.11; 但是在单向呈现的条件下, 共情类型对现实性医患信任的影响边缘显著,
F(1, 191) = 3.71, p = 0.056, η² = 0.02(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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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将控制组加入分析, 以组别为自变量, 分别对印象后测、亲密度后测和现实性信
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双向消极共情组和单向消极共情组的印象得分
显著高于控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单向消极 = 0.001), 其他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 双向消极
共情组、单向消极共情组和单向积极共情组的亲密度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单向消极 < 0.001; p 单向积极 = 0.02), 其他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
为医患亲密度前测会显著影响后测, 而单向积极组的亲密度前测较高。另外, 双向消极共情
组和单向消极共情组的现实性信任得分高于控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单向消极 = 0.001), 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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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
52
消极

50

积极

现实性信任得分

48
46
44
42
40
38
36
双向

单向

图 7 不同叙事模式条件下共情类型对现实性信任得分的影响

3.3 讨论
实验 2a 的结果表明, 双向叙事条件下的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要显著高于单向
呈现条件。将医生和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并置呈现, 能够促使参与者对两幅漫画之间建立联系,
进而对实验材料的感知真实性更高, 对材料中医生的认同更高, 由材料所激发的情感程度
也更深入。另外, 双向叙事能显著提高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对医患关系的亲密程度评
价以及现实性信任。这些结果强有力地验证了双向叙事是一种有效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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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实验 2a 还发现, 相较于积极共情, 消极共情条件下的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
发更高; 消极共情能够显著提升参与者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对医患关系的亲密程度评价以及
现实性信任。这可能是因为参与者对消极共情材料更有代入感, 或者说更加符合切身体验,
而对积极共情材料则不能产生共鸣。

4 实验 2b: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患方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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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4.1 方法
4.1.1 设计
实验数据收集完成后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医务工作者的积极形象处于高频宣传期。为
验证社会大众对医务工作者整体处于高感激、高认同心态下, 实验 2a 的结果能否重现, 对
其结果进行重复验证。设计同实验 2a。
4.1.2 参与者
在符合当地防疫政策要求的前提下, 以便利抽样法, 对上海、天津、西安已复工的商业
企业员工(排除有医学教育背景者)在公司现场发放实验问卷 300(60 × 5)份, 回收 300 份; 43
名参与者未通过操作检查, 将其数据删除。得到有效数据 257 份, 有效率为 86%; 其中男性
102 人, 女性 155 人; 平均年龄为 37 岁(SD = 11.79 岁)。
4.1.3 材料
同实验 2a。
4.1.4 测量工具
同实验 2a。各测量工具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902~0.974 之间, 详见附录 3 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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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实验程序
同实验 2a。

4.2 结果
4.2.1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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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实验 1 相同方式, 选择对应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详见附录 3 表 3.7 及其说明。
4.2.2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的影响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分数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5。
表5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得分
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M ±SD

M ±SD

M ±SD

n

消极

52

89.38 ±13.88

42.79 ±9.57

22.67 ±4.74

积极

51

75.96 ±21.33

39.96 ±10.07

19.55 ±5.90

消极

50

82.00 ±18.54

42.54 ±9.28

21.56 ±5.32

积极

52

62.31 ±24.63

35.56 ±10.31

17.23 ±6.20

双向

单向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感知真实性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
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感知真实性影响显著, F(1,
199) = 6.99, p = 0.01, η² = 0.03, 双向叙事的条件下参与者认为材料更加可信; 共情类型对感
知真实性影响显著, F(1, 199) = 42.70, p < 0.001, η² = 0.18, 消极共情的条件下参与者认为材
料更加可信;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认同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为控制
变量, 进行 2 ×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认同影响不显著; 共情类型对
认同影响显著, F(1, 199) = 16.78, p < 0.001, η² = 0.08, 在消极共情的条件下, 参与者对医生的
认同分数更高。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 F(1, 199) = 3.44, p = 0.07, η² = 0.02。简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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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析结果显示, 在单向叙事的条件下, 消极共情的认同得分显著高于积极共情, F(1, 199)
= 17.59, p < 0.001, η² = 0.08; 而在双向叙事的条件下, 消极共情的认同得分与积极共情无差
异。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情感激发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为
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情感激发的影响不显著; 共
情类型对情感激发影响显著, F(1, 199) = 28.75, p < 0.001, η² = 0.13。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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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对刻板印象、医患亲密度及现实性信任的影响
不同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下以及控制组印象、亲密度和现实性信任得分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见表 6。
表6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不同呈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条件以及控制组印象、亲密度和现实性信任得分
印象前测

印象后测

亲密度前测

亲密度后测

现实性信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n

消极

52

25.19 ±3.30

26.67 ±3.65

4.12 ±1.04

5.77±1.13

54.52 ±7.97

积极

51

24.88 ±2.85

26.18 ±3.78

4.27 ±0.98

5.92 ±1.29

54.65 ±7.67

消极

50

23.14 ±4.64

23.90 ±4.63

3.86 ±1.57

4.34 ±1.48

47.08 ±9.42

积极

52

24.69 ±3.50

24.12 ±3.72

3.96 ±1.45

4.13 ±1.37

47.79 ±7.97

52

22.71 ±5.69

—

4.23 ±1.46

—

45.42 ±9.07

双向

单向

控制组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印象前后测为重复变量, 以亲密度前测为控制变
量, 进行 2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印象前后测的影响显著, 双向叙事
能够显著提升参与者对医印象, F(1, 200) = 5.66, p = 0.02, η² = 0.03; 共情类型对印象前后测
的影响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亲密度前后测为重复变量, 以性别、教育水平为控
制变量, 进行 2 ×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亲密度前后测的影响显著,
双向叙事额能够显著提升亲密度, F(1, 199) = 69.85, p < 0.001, η² = 0.26; 共情类型对印象前
后测的影响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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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为自变量, 以现实性信任为因变量, 以教育水平和亲密度前测
为控制变量, 进行 2 ×2 的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现实性信任影响显著, F(1,
199) = 27.65, p < 0.001, η² = 0.12, 双向呈现的条件下参与者的现实性信任得分更高; 共情类
型对现实性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最后, 将控制组加入分析, 以组别为自变量, 分别对印象后测、亲密度后测和现实性信
任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双向消极共情组和双向积极共情组的印象得分
显著高于控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双向积极 < 0.001), 其他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 双向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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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组、双向积极共情组的亲密度得分显著高于控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双向积极 < 0.001), 其
他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 双向消极共情组和双向积极共情组的现实性信任得分高于控
制组(p 双向消极 < 0.001; p 双向积极 < 0.001), 其他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

4.3 讨论
在实验 2b 中, 叙事模式对认同和情感激发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实验 2a 不同,
但符合现实情况。在“抗疫”期间, 医生多以英雄、逆行者、战士等公共形象出现, 容易引发
公众对医生群体的普遍性好感, 从而出现“天花板效应”。与实验 2a 相比, 实验 2b 中参与者
对医生群体印象的前测(M = 24.49, SD = 3.68)、医患亲密度前测(M = 4.05, SD = 1.28)较实验
2a 中的印象前测(M = 22.48, SD = 5.30)、亲密度前测(M = 3.89, SD = 1.54)均有了一定程度的
提升, 这应当体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患方对医印象的集体性影响。但由于实验样本基于方便
取样而非随机取样获得, 且样本量较小, 很难具备抽样代表性, 故不再做分值差异的假设检
验。在这一社会心态背景下, 参与者对单向叙事下只呈现医生生活的漫画也具有较高的认同
和情感激发。尽管如此, 双向叙事能够比单向叙事显著提高参与者的感知真实性、对医印象、
医患亲密度和现实性信任, 这些结果体现了双向叙事的干预效应。综上, 可有较充分的理由
认定双向叙事的传输效果优于单向传输, 且这一效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此外, 与实验 2a 一致, 消极共情能够比积极共情显著提升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
发, 但对医生印象提升、医患亲密度提升和现实性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这都结果可能是因为
在抗疫持续期间参与者本身对医生群体的高热情、高能力印象和与高群际亲密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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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 3: 双向叙事对具体医患沟通情境下患方态度的影响及机制

5.1 方法
5.1.1 设计
实验 3 主要继续探讨两个内容: 在涉及具体病情的医疗情境下, 双向消极共情是否能够
提高参与者对医生个体的印象以及信任; 验证认同和亲密度是否在这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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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 采用单因素(叙事模式: 双向 vs 单向)的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包括被试对一个具
体情境下的医生的印象以及信任, 中介变量包括医患亲密度和认同, 控制变量为参与者对
医生的印象前测、医患亲密度前测、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此外还设置空白对照组。
5.1.2 参与者
与实验 1 的地点和方式相同, 发放实验问卷 180(60 × 3)份, 回收 180 份。其中 28 名参
与者未通过操作检查, 将其数据删除。得到有效数据 152 份, 有效率为 84%; 其中男性 69 人,
女性 83 人; 平均年龄为 35 岁(SD = 9.58 岁)。
5.1.3 实验干预材料和情境材料
实验干预材料同实验 2a 和 2b 单向消极共情和双向消极共情漫画材料。
情境材料的素材选取了 2015 年的一起真实的医患冲突事件。该事件的主要内容是某明
星 H 因眼睛不舒服去看急诊, 医生判断为角膜炎并开了相应药品。H 质疑医生没有仔细听
自己诉说病情, 并因医生的回复简短及态度冷淡而发生了争吵。事后 H 发微博指责医生不
负责任, 并指出这名医生不配“白衣天使”的称号(严慧芳, 2015−07−07)。选择该事件作为素
材的原因是该事件引发的舆论是双向的, 可以认为明星过于苛责, 也可以认为医生不负责
任。对该事件进行修改, 并请具有医学背景的专家对材料的专业性进行检查, 最终形成正式
版的医患沟通情境材料。为方便参与者阅读, 情境材料使用简易漫画的形式。此外, 为了与
干预材料相区分, 医患沟通情境材料的漫画风格采取与干预材料不同的形式(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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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十点多, 张先生突然觉得眼睛很疼, 还一直流眼泪。情急之下, 他只好来到当地的
综合医院看急诊。急诊人很多, 张先生排了一会儿队才轮到自己。他和医生展开了以下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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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图 8 医患沟通情境材料

5.1.4 工具
对医生群体的印象测量、医患亲密度测量和认同测量与实验 2a 一致; 对情境材料中医
生的印象同样采用刻板印象量表, 请参与者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印象进行评估; 对情境材
料中医生的信任改编患方现实性信任量表, 比如将“医生能够及时询问患者的病情”改为“这
个医生能够及时询问患者的病情”, 具体内容见附录 2 表 2.6。
实验 3 各测量工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42~0.920, 详见附录 3 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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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程序
在医院现场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问卷填写,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 1: 请所有参与者评估对医生群体的印象和医患亲密度。
步骤 2: 与实验 1 的随机方式相同, 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a 为双向/消极, b
为单向/消极, c 为控制组)。每组数据收集到 60 份即停止。
步骤 3: 对参与者提供相应的实验干预材料, 请参与者认真阅读, 并填写操作检验题目。
要求参与者回答材料中没有提及的内容, 答错即视为无效数据, 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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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请参与者对材料中的医生的认同进行回答。
步骤 5: 请参与者重新回答医患亲密度。
步骤 6: 请参与者阅读医患沟通情境材料, 并填写操作检验题目。要求参与者回答材料
中医生给患者开药的种类, 答错即视为无效数据, 予以删除。
步骤 7: 请参与者根据情境材料来回答对材料中医生的印象以及信任。
步骤 8: 填写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基本信息后收回问卷, 检查作答完整性, 发放
实验礼品, 并解释实验目的。

5.2 结果
5.2.1 控制变量
以与实验 1 相同方式, 选择对应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结果详见附录 3 表 3.7 及其说明。
5.2.2 叙事模式对亲密度、认同、印象和信任的影响
不同叙事模式下的亲密度后测、认同以及包括控制组在内的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印象
和信任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7。
以叙事模式为自变量, 以认同为因变量, 以印象前测和亲密度前测以及受教育水平为
控制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认同影响显著, F(1, 96) = 13.49, p <
0.001, η² = 0.12, 双向呈现组对医生的认同更高。

25

表7
叙事模式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因变量得分

亲密度后测

认同

对医印象

对医信任

M ±SD

M ±SD

M ±SD

M ±SD

n

双向

51

5.04 ±1.08

44.75 ±6.39

23.08 ±3.22

44.92 ±6.27

单向

50

4.16 ±1.42

39.06 ±6 .80

19.60 ±3.18

41.64 ±6.01

控制组

51

—

—

18.88 ±3.11

40.31 ±6.47

以叙事模式为自变量, 以亲密度后测为因变量, 以印象前测和亲密度前测为控制变量
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亲密度后测影响显著, F(1, 97) = 7.88,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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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6, η² = 0.08, 双向呈现组的亲密度后测显著高于单向呈现组。
以叙事模式为自变量, 以参与者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印象为因变量, 以印象前测和亲
密度前测为控制变量,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印象的影响显著,
F(1, 97) = 4.85, p = 0.03, η² = 0.05, 双向呈现组对情境材料中的医生印象评价更高。此外, 加
入控制组后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只有双向叙事模式显著高于控制组, p = 0.001; 单
向叙事模式与控制组之间无差异。
以叙事模式为自变量, 以参与者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信任为因变量, 以印象前测和亲
密度前测为控制变量,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叙事模式对信任的影响显著,
F(1, 97) = 8.09, p = 0.005, η² = 0.08, 双向呈现组的参与者对情境材料中的医生信任更高。此
外, 此外, 加入控制组后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只有双向叙事模式显著高于控制组, p
< 0.001; 单向叙事模式与控制组之间无差异。
5.2.3 认同与亲密度的中介作用
在自变量叙事模式和因变量参与者对医生的印象以及信任之间, 认同和亲密度作为两
个次序中介, 因此包含三条路径:
路径 1: 叙事模式→认同→印象/信任;
路径 2: 叙事模式→认同→亲密度→印象/信任;
路径 3: 叙事模式→亲密度→印象/信任。
以印象为因变量, 以叙事模式为自变量, 以认同和亲密度依次作为中介变量, 进行以样
本量为 5000 的 Bootstrap 中介检验(Hayes, 2013)。结果显示, 在 95%的置信区间下, 路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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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检验结果汇总不包含 0(LLCI = −0.42, ULCI = −0.04), 效应量大小为 0.20(见图 9)。在
控制了认同这一变量后, 叙事模式对印象的影响不显著(β = 0.21, p = 0.33)。因此, 认同是叙
事模式改变对医印象的作用机制。
路径 2 和路径 3 的置信区间汇总包含 0, 中介作用不显著。
以信任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与此结果一致(详细数据见附录 3 表 3.9 和 3.10)。
认同
a = 0.66***

b = 0.30*

对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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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模式
c = 0.21
注: *: p < 0.05; ***: p < 0.001
图 9 叙事模式影响对医印象的中介效应检验路径系数图

5.3 讨论
实验 3 验证了在涉及具体病情的医患沟通情境下, 双向叙事能够显著的提高认同、对具
体情境下的医生印象和信任, 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双向叙事的干预效果。从对具体情境下
的医生的印象和信任这两个变量可以发现, 相比于单向呈现组和控制组, 只有双向叙事模
式能够起到显著的干预效果。结合实验 2 的结果(单向消极叙事和双向消极叙事都能够起到
干预效果)可以发现, 对具体情境下的干预更加困难, 而双向叙事是能够对具体情境起到一
定作用的有效干预措施。
此外, 实验 3 验证了相比于单向叙事, 双向叙事对患方态度影响的作用机制。原假设是
双向叙事可以提高认同、进而提高医患亲密度, 由此提升了参与者对医生的印象和信任。但
是实验结果并没有发现认同和亲密度的链式中介作用。认同是双向叙事的作用机制, 但是亲
密度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因此, 虽然双向叙事可以提高医患亲密度, 但是在面对具体的医
患沟通情境下, 医患亲密度的提升不能促使个体对医生的印象以及信任更高。这可能触及医
患信任提升的核心挑战: 群际层面的一般性好感, 仍难以转化为具体情景下的人际化信任。
如何进一步提升干预效果的穿透力和持久性, 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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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讨论

6.1 视觉叙事在改变患方对医生群体态度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
综合 4 个实验结果, 可以认为使用视觉叙事向参与者传递医生群体的普通人形象, 能有
效促进其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实验 1 的结果说明单独使用文本叙事并不能产生相应的
说服效果; 但是当添加漫画之后, 叙事的作用就随之体现。这应与个体对视觉元素的认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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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方式有关。个体在阅读和观看时会激活大脑中不同的信息加工系统, 图文结合的形式可增
强对内容的理解(Mayer & Sims, 1994)。为尽量控制其他无关变量, 我们在漫画的制作上选择
了简易漫画的形式, 对人物的形象、表情等刻画都非常浅显。在这种较严苛的实验条件下,
视觉叙事已经展现了稳健的干预效果。可以推测, 当采用更具艺术性的漫画形式进行呈现时,
应能产生更好的说服效果。
实验 2、实验 3a 和 3b 中将医生和普通上班族的生活并置呈现的想法主要受 Anderson
等(2016)设计的“肝脏活体检查”漫画的启发, 通过将医生和患者的视角并置呈现的方式来讲
述一个临床情境故事, 并预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医患共情。这一设想在现有研究结果下也得
到了验证, 且这种效果在新冠疫情这种宏大社会事件的影响下仍保持了一定的稳健性。总体
来说, 双向叙事的并置呈现能够显著地提高说服效果, 并且能够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下促使
个体对医生的印象和信任更高。通过并置呈现这一人为的视觉设计来引发个体的思考和联
想, 促使受众更好的明白医生和普通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 他们同样都需要面对工作
与家庭的冲突和平衡职业压力与个体自我的对立, 进而产生一种“同为职场员工”的身份认
同。
这种双向视觉叙事不仅提醒参与者要意识到医生的双重身份, 也在医患关系的框架下
提醒了参与者自身作为患方群体一员时的双重身份以及医生作为医方群体一员时的双重身
份: 自己既是患者, 同时也是社会中的普通职员；医生既是专家, 同时也是社会中的普通职
员。这就把医患原本基于职业不同而形成的对立身份同时转向一个更上位、更宽泛的“普通
人”群体, 使得共同的普通人身份得以建立, 从而使患者摆脱“医与患”的角色分离式思维定
势, 进而把医患关系作为社会整体成员之间一种常规人际关系加以理解。通过这种形式,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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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患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医与患、医疗与疾病的对立关系或分工关系, 而是增加了更多可
以感同身受的内容, 从而有效地增进了医患之间的人性化互动。
我们同时发现, 与一般叙事说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一致, 认同是视觉双向叙事的中介
作用机制。不同的是, 双向视觉叙事首先提供了漫画材料, 因而个体对材料的感知真实性更
高; 另外, 在视觉呈现形式上, 它提供了与医生生活并置的普通上班族的生活, 从而增加了
个体的感知相似性。双向视觉叙事具有高感知真实性和高感知相似性的特征, 更有利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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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立个体对医生的认同, 从而诱导后续对医态度的自然转变。

6.2 视觉叙事对医生媒体形象建构及医患关系报道的启示
视觉叙事是传播人性化的医生形象、进而缔结良性医患关系的有效策略。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 图片、动图及短视频等信息载体获得了深度和普遍的流行, 以文字进行公众形象传
递的局限性可能会进一步放大。相比于仅通过文字来传递信息, 绘画、视频等更加生动性的
传播方式往往能够带来更加深入的叙事体验(Goldber et al., 2019)。因此, 未来关于医生形象
的媒介传播、以及医患关系的舆论报道中, 可采用更丰富、更立体的多媒体传播形式, 可考
虑使用更有艺术性的视觉形象来增加叙事的效应。这并非否认文字自身的信息传递功能, 而
是要在传统的信息传输与形象传递方式之外, 深入探索更新颖、更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受众注
意力的传播形式, 从而为后期持续性的良性医患关系缔结创造更多可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使用的实验材料主要来自于对医生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况的
调查内容, 并未刻意呈现医生的专业、无私、医德高尚等主题, 即更倾向于建构医生的“普通
人身份”而非“专家身份”。Gaertner 等(1993)在提出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时就曾指出, 共同的
难题和命运是致使两个群体重新类型化为一个群体的原因之一。若医生形象的正面宣传只
局限于 “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等突出其专业崇高感的单一策略, 就可能不断强化患者对
医生群体的特异性身份认知, 也可能会加速某些负面报道出现时公众舆论从“白衣天使”模
式到“白眼狼”模式的两极化切换, 进而加剧了患方对医方群体的去人性化表征。人性的本质
并不仅仅在于理性, 也在于感性。而感性离不开对个人故事及相关视觉形象的感受, 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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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和漫画的感同身受而建立的认同, 并不必然比经由对数字和事实的理性分析得到的认
同更为肤浅和短暂。
因此, 在医患关系的报道与思考中, 应该把感性与理性思考放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
(Nicole & Keith, 2019)。当使用“医”与“患”这种表述方式时, 其实是人为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群
体身份, 而忽略了医生和患者同为“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这一共同群体身份。向患方传递医
生群体的普通人形象, 正是以“普通人身份”来建立医患群体之间的共性, 体现了通过双重身
份的建立来改善群际关系的价值。有效的医生形象传输, 离不开对医生作为健康专家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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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塑造和特殊时期对其作为“白衣战士”的英雄化叙事, 但同样离不开对医生作为普通市民
和凡夫俗子的常人化描绘。实际上, 像《人民日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对医生的人物报道, 也
已不再强制要求医生任何时候都必须表现出大公无私的品质, 不再一味采用单一脸谱化的
报道方式, 对医生心理的刻画也更为真实(姚泽麟, 寇静媛, 2018)。这可视为是本文思路的一
种媒体实践。

6.3 不足与展望
首先, 由于实验干预材料自身的局限性, 漫画组在呈现漫画的同时还加入了与之对应
的文本内容。研究中没有对单独提供漫画而不提供文本和同时提供漫画和文本这两种干预
方式进行对比。仅通过漫画传递信息的方式对漫画的绘制要求较高, 需要漫画能够准确地传
达文本信息, 并且不产生歧义。另外对所选素材内容的要求也较苛刻, 即不通过文本就能够
呈现完整的信息内容。但是相较于附加文本的漫画, 没有文本的漫画更加依赖于观察者的自
身理解和建构, 也就是说交给观察者自身的主动权更高, 也可能因此产生更好的效果。另外,
实验 1 中, 还存在漫画组与文字组的文字字数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干扰
效应。此外, 漫画也存在的适应人群以及其传播效果是否会受个体的认知风格与视觉素养
(visual literacy; Newman & Ogle, 2019)的调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可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更精细
化的检验。
其次, 本研究发现消极共情材料可提高感知真实性、促进认同和情感激发, 从而产生显
著的说服效果, 但是积极共情材料却没有发现其作用。即“苦难叙事”才能够唤起参与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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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体验, 对这些“艰难场景”的感知真实性和认同都更高。这一结果虽与直觉相符合, 但也可
能与积极事件的选取素材有关。实验 2 的材料设计首先确立了消极共情素材, 然后与之匹配
积极共情素材, 比如医生受到患者的指责对应医生受到患者的感谢、上班族受到客户的指责
对应上班族受到客户的感谢。因此, 积极共情事件的选取受到一定的限制, 可能使参与者在
事件内容上并不能产生共情, 而非不能分享医方的积极情绪。后续研究可以采用一些更加具
有趣味性、意义性的积极事件, 以进一步验证双向积极共情的效果。
最后, 由于医患双方处于不同的群体范畴, 而个体可能不会对不同群体的成员感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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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即产生群际移情偏见。有研究发现, 当两个团队成员处于彼此竞争的不同群体时, 对竞
争无关事件的情感反应不仅表现出对外群体成员的同理心更少, 而且表现出反同理心更强
的现象(Cikara, Bruneau, van Bavel, & Saxe, 2014)。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幸灾乐祸”现象。对于
一些极端的“医怒”人员, 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受: 看到医生受到患者指责的场景, 不仅不
会对医生的处境加以理解和同情, 反而觉得是医生自身的错误导致了这一结果。此外, 在实
际生活, 群际态度/信任很难无损耗地转化为对应的人际态度/信任, 人们并不会简单因为对
医生群体有了良好的印象, 就在具体而涉身的医学情境中对某一医生或其他医务工作者持
有同样的好感。要实现信任水平从一般到特殊的迁移, 还依赖于许多社会心理因素与制度因
素。因此, 视觉叙事的说服机制还需要从更加深入、广泛的角度加以考虑。

7 结论
相比于文本呈现, 漫画呈现可以显著提高参与者对材料的感知真实性、对医生的认同以
及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 相比于单向叙事, 双向叙事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者对材料的感知
真实性、对材料中医生的认同以及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 相比于积极共情, 消极共情能够
显著提高参与者对材料的感知真实性、对材料中医生的认同以及对医生群体的积极态度; 双
向消极叙事能够显著提高具体医患沟通情境下参与者对医生的积极态度, 且认同在其中起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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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humanization is pervasive in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Dcotors may treat
patients less like persons, and more like animals. In turn, patients tend to portray ideal
doctors as angels in white or rebuke quacks as merciless money-making machines, both
employ a non-human representation strategy. Lack of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underlies in this mutual dehumanization process, which may exacerbate the vicious
circle of negative doctor-patient relatiohship. Hence, new strategies of communicating
the humanistic image of doctors should be developed. Previous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at 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 always imply an underlying cognitive process that
integrates one’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with the presented materials. Consequently, the
attitude toward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may change effortlessly as one reads through
the details. Therefore, the hypothesis that using visual narratives to depict the ordinary
life of a particular doctor may evoke laymen’s empathy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doctors,
which may lead further to the successful change of the public’s stereotype of doctors,
is reasonable.
To support this key claim, we planned three sequential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adopted a 2 (form: cartoon versus text) × 2 (strategy: narrative versus statistical)
between-participant design to verify the efficacy of visual narrative under medical
contexts. Materials were prepared based on a survey of Chinese doctors’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and cartoons were created by a professional cartoonist. Experiment
2 explored furth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forms and contents of visual narrative on
attitude change with a 2 (narrative mode: two-way versus one-way) ×2 (empathic type:
negative versus positive) between-participant design. In the one-way narrative mode,
only the doctor’s negative/positive scenario was presented, while in the two-way mode,
two scenarios of the doctor and the employee were juxtaposed. Experiment 3 explor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two-way narrative in a specific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using a two-level (two-way versus one-way)
single factor between-participant design using the same material in Experiment 2. All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mpleted before early January 2020. We replicated
Experiment 2 in March 2020 to verify the robustness of our key hypothesis because the
prestige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has reached its summit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confirm that the perceived realism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carto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ext information, and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greater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a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docto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artoon presentation. In addition, in the form of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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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oon,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narrative informa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 that a two-way narrative could
lead to mor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doctors, and the persuasion effect of negative
empath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ositive empathy. Results of Experiment
3 indicate that a two-way visual narrative could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ession
and trust of the participants toward doctors in a specific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while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doctors played a mediating effect.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the replicated experiment verify the robust effect of a two-way negative
narrative.
In conclusion, the visual narrative portrayal of medical workers’ images as
ordinary individuals, but not as professionals,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disseminating
the positive image of doctors. Specifically, a two-way visual narrative depicting the
stressful everyday life events of a doctor is most efficient in establishing laymen’s
identification with doctors and projecting a warm impression of doctors. Even when
medical workers are highly praised and revered, the two-way negative narrative still
displays a strong persuasive effect.
Key words visual narrative; visual persuasion; dehumanization;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35

附录 1
为了解医务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工作状况, 研究人员对北京某三甲综合医院的 w 医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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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访谈和观察, 了解到的内容如下:

图 1.1 实验 1 漫画叙事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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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医务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工作状况, 研究人员对北京某三甲综合医院的 2423 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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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图 1.2 实验 1 漫画统计组实验材料

37

以下的内容是根据一个医生和一个上班族的真实生活经历制作的漫画, 其中左边的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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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展现的是医生陈先生一天的生活; 右边的漫画展示的是上班族王先生一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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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实验 2 双向消极共情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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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实验 2 双向消极共情组实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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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表 2.1

刻板印象量表
1

序号

2

3

4

非常不同意
1
2
3

chinaXiv:202005.00019v2

4
5
6

5

题目
非常同意

有能力
有才能
待人热情的
友好亲和的
诚实正直的
值得信赖的

表 2.2
−5

−4

−3

感知真实性量表
−2

−1

1

2

3

4

5

序号
非常符合

非常符合

1

假的

真的

2

没有说服力

有说服力

3

不符合常理

符合常理

4

不连贯

连贯

5

不一致

一致

6

不像真的

7

不可靠

可靠

8

虚假

真实

9

不合理

合理

10

不可信

可信

像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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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认同量表
1

序号

2

3

4

5

非常不同意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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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6

7

题目

我和

非常同意

感同身受。

我很同情

。

我觉得自己与

经历了相同的体验。

在我的想象中, 好像自己就是

。

读了一会儿后, 好像自己成为了
我能把自己置身于

。

的位置。

阅读过程中, 我会想, 如果自己处于

的位置,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8

阅读的时候, 我会想象

在这些描述的情况下

是什么感受。

备注: 认同量表的使用根据不同实验干预材料变化量表中横线处的主语; 另外在实验 2a 和 2b 中, 由于设
置了积极共情组, 因此条目 2“我很同情
2 修改为“我很羡慕

”并不适用于积极共情条件, 所以在积极共情条件下, 将条目

”。

表 2.4

情感激发量表
1

序号

2

非常不同意
1
2
3
4

3

4

5

6

7

题目
我觉得这个材料能打动人。
这个材料能触动我的情感。
这个材料激发了我的情感。
这个材料使我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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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表 2.5

现实性信任量表
1

序号

2

非常不同意
1
2
3
4
5

chinaXiv:202005.00019v2

6
7
8
9
10
11
12
13

3

4

5

题目

医生能够及时询问患者的病情
我觉得医生是真的关心患者
医生的治疗效果比我预想的要好
这所医院的流程是高效的
我相信医生对所有的患者都是一视同仁的
医生能够及时回答我的疑问
我以后还会找这位医生看病
我觉得医生即使有时间, 也不会与我耐心沟通
医生的治疗过程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会介绍我的朋友、家人找这位医生看病
我相信医生会在我需要时为我提供个性化服务
我对为患者治疗的医生还是满意的
医生能够为患者的治疗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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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

表 2.6

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信任
1

序号

2

非常不同意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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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1
12
13

3

4

5

题目
非常同意

这个医生能够及时询问患者的病情
我觉得这个医生是真的关心患者
这个医生的治疗建议应该式有效的
这所医院的流程是高效的
我相信这个医生对所有的患者都是一视同仁的
医生能够及时回答患者的疑问
我会愿意找这样的医生看病
我觉得医生即使有时间, 也不会与患者耐心沟通
这个医生的治疗过程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会介绍我的朋友、家人找这样的医生看病
我相信这个医生会在患者需要时为我提供个性化服务
我对材料中的医生还是满意的
这个医生能够为患者的治疗尽心尽力

表 2.7

医患亲密度测量

以下图形中两个圆的重合程度代表医患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 两个圆重合的部分越多代表关系越亲
密。比如 1 中没有任何重合, 则代表亲密度为零; 而 7 重合最多, 代表关系最亲密。请在您认为最符合您
对医患关系认识的一项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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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表 3.1
量表

Cronbach’s α

量表

Cronbach’s α

印象前测

0.923

认同

0.936

印象后测

0.948

情感激发

0.970

感知真实性

0.975

信任

0.922

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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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实验 2a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量表

Cronbach’s α

量表

Cronbach’s α

印象前测

0.944

认同

0.936

印象后测

0.953

情感激发

0.969

感知真实性

0.978

信任

0.922

表 3.3

实验 2b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量表

Cronbach’s α

量表

Cronbach’s α

印象前测

0.902

认同

0.922

印象后测

0.935

情感激发

0.972

感知真实性

0.974

信任

0.940

表 3.4

实验 3 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

量表

Cronbach’s α

量表

Cronbach’s α

印象

0.920

认同

0.907

对医生的印象

0.842

对医生的信任

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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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变量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前测

实验 1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呈现形式

传输策略

方程 1.1

0.05(p = 0.53)

−0.13(p = 0.07)

−0.05(p = 0.47)

—

—

R 2 = 0.02; F(3, 201) =1.32; p = 0.27

方程 2.1

0.16(p = 0.02)

−0.05(p = 0.49)

−0.02(p = 0.75)

—

—

R 2 = 0.03; F(3, 201) =2.10; p = 0.10

方程 2.2

0.15(p = 0.04)

−0.05(p = 0.49)

−0.01(p = 0.86)

−0.15(p = 0.03)

−0.04(p = 0.57)

R 2 = 0.05; F(5, 199) =2.29; p = 0.05

方程 3.1

0.04(p = 0.63)

0.004(p = 0.96)

−0.04(p = 0.59)

—

—

R 2 = 0.002; F(3, 201) = 0.15; p = 0.93

方程 3.2

0.02(p = 0.83)

0.004(p = 0.96)

−0.03(p = 0.71)

−0.19(p = 0.01)

−0.09(p = 0.22)

R 2 = 0.05; F(5, 199) = 1.94; p = 0.09

方程 4.1

0.18(p = 0.01)

0.004(p = 0.95)

−0.16(p = 0.02)

—

—

R 2 = 0.05; F(3, 201) = 3.31; p = 0.02

方程 4.2

0.16(p = 0.02)

0.003(p = 0.96)

−0.15(p = 0.04)

−0.23(p = 0.001)

−0.12(p = 0.08)

R 2 = 0.11; F(5, 199) = 5.13; p < 0.001

方程 5.1

0.02(p = 0.84)

−0.15(p = 0.04)

−0.07(p = 0.38)

—

—

R 2 = 0.02; F(3, 201) = 1.52; p = 0.21

方程 5.2

0.001(p = 0.99)

−0.15(p = 0.04)

−0.06(p = 0.44)

−0.12(p = 0.09)

−0.08(p = 0.24)

R 2 = 0.04; F(5, 199) = 1.80; p = 0.11

方程 6.1

0.01(p = 0.86)

−0.09(p = 0.21)

−0.08(p = 0.26)

—

—

R 2 = 0.05; F(3, 201) = 2.29; p = 0.05

方程 6.2

−0.002(p = 0.98)

−0.09(p = 0.21)

−0.07(p = 0.33)

−0.16(p = 0.02)

−0.01(p = 0.93)

R 2 = 0.04; F(5, 199) = 1.55; p =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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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后测

患方现实性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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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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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实验 2a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前测

方程 1.1

0.07(p = 0.36)

0.08(p = 0.26)

−0.08(p = 0.26)

—

—

R 2 = 0.02; F(3, 192) =1.02; p = 0.39

医患亲密度前测

方程 2.1

0.04(p = 0.61)

0.12(p = 0.09)

−0.20(p = 0.004)

—

—

R 2 = 0.06; F(3, 192) =3.73; p = 0.01

方程 3.1

−0.17(p = 0.81)

−0.02(p = 0.74)

−0.21(p = 0.004)

—

—

R 2 = 0.04; F(3, 192) =2.94; p = 0.03

方程 3.2

−0.04(p = 0.55)

0.01(p = 0.83)

−0.09(p = 0.13)

0.05(p = 0.38)

0.56(p < 0.001)

R 2 = 0.34; F(5, 190) =19.65; p < 0.001

方程 4.1

−0.03(p = 0.70)

−0.02(p = 0.75)

−0.14(p = 0.05)

—

—

R 2 = 0.002; F(3, 192) = 1.35; p = 0.26

方程 4.2

−0.05(p = 0.46)

0.02(p = 0.75)

−0.03(p = 0.65)

0.08(p = 0.22)

0.55(p < 0.001)

R 2 = 0.31; F(5, 190) = 17.14; p < 0.001

方程 5.1

−0.02(p = 0.75)

0.01(p = 0.92)

−0.19(p = 0.01)

—

—

R 2 = 0.04; F(3, 192) = 2.39; p = 0.07

方程 5.2

−0.05(p = 0.46)

0.04(p = 0.52)

−0.07(p = 0.26)

0.03(p = 0.60)

0.58(p < 0.001)

R 2 = 0.36; F(5, 190) = 21.17; p < 0.001

方程 6.1

−0.01(p = 0.92)

−0.02(p = 0.75)

−0.18(p = 0.01)

—

—

R 2 = 0.03; F(3, 192) = 2.18; p = 0.09

方程 6.2

−0.01(p = 0.84)

0.003(p = 0.97)

−0.13(p = 0.07)

0.06(p = 0.41)

0.25(p = 0.001)

R 2 = 0.09; F(5, 190) = 3.96; p = 0.002

方程 7.1

0.11(p = 0.14)

0.01(p = 0.94)

−0.15(p = 0.04)

—

—

R 2 = 0.03; F(3, 192) = 2.27; p = 0.08

方程 7.2

0.09(p = 0.19)

−0.02(p = 0.81)

−0.10(p = 0.16)

0.11(p = 0.13)

0.17(p = 0.02)

R 2 = 0.07; F(5, 190) = 3.03; p = 0.01

方程 8.1

0.07(p = 0.32)

−0.04(p = 0.62)

−0.11(p = 0.12)

—

—

R 2 = 0.02; F(3, 192) = 1.37; p = 0.25

方程 8.2

0.06(p = 0.43)

−0.04(p = 0.60)

−0.04(p = 0.59)

0.05(p = 0.46)

0.33(p < 0.001)

R 2 = 0.13; F(5, 190) = 5.50; p < 0.001

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后测

医患亲密度后测

患方现实性信任

说明: 以印象前后测、亲密度前后测、感知真实性、认同、情感激发以及现实性医患信任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建立因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 再加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 2 个自变量, 联合前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建议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发现, 受教育水平对亲密
度前后测、印象后测、感知真实性、认同和情感激发的影响均显著; 性别和年龄对因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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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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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实验 2b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叙事模式

共情类型

印象评价前测

方程 1.1

0.09(p = 0.19)

0.07(p = 0.39)

−0.09(p = 0.28)

—

—

R 2 = 0.03; F(3, 201) =1.95; p = 0.12

医患亲密度前测

方程 2.1

−0.17(p = 0.02)

−0.15(p = 0.07)

−0.20(p = 0.02)

—

—

R 2 = 0.05; F(3, 201) = 3.82; p = 0.01

方程 3.1

0.04(p = 0.61)

0.05(p = 0.56)

−0.20(p = 0.02)

—

—

R 2 = 0.06; F(3, 201) = 3.88; p = 0.01

方程 3.2

0.03(p = 0.59)

−0.05(p = 0.58)

−0.29(p = 0.01)

0.21(p = 0.004)

−0.37(p< 0.001)

R 2 = 0.23; F(5, 199) =11.87; p < 0.001

方程 4.1

−0.06(p = 0.40)

−0.04(p = 0.66)

−0.23(p = 0.01)

—

—

R 2 = 0.05; F(3, 201) = 3.51; p = 0.02

方程 4.2

−0.07(p = 0.33)

−0.07(p = 0.42)

−0.23(p = 0.01)

0.08(p = 0.33)

−0.25(p< 0.001)

R 2 = 0.12; F(5, 199) = 5.12; p < 0.001

方程 5.1

0.07(p = 0.33)

0.03(p = 0.71)

−0.25(p = 0.01)

—

—

R 2 = 0.06; F(3, 201) = 4.53; p = 0.004

方程 5.2

0.06(p = 0.38)

−0.01(p = 0.88)

−0.22(p = 0.01)

0.10(p = 0.18)

−0.31(p< 0.001)

R 2 = 0.17; F(5, 199) = 8.17; p < 0.001

方程 6.1

0.03(p = 0.67)

0.03(p = 0.72)

−0.14(p = 0.11)

—

—

R 2 = 0.03; F(3, 201) = 1.73; p = 0.16

方程 6.2

0.06(p = 0.35)

−0.11(p = 0.20)

−0.16(p = 0.10)

0.32(p< 0.001)

−0.01(p = 0.85)

R 2 = 0.10; F(5, 199) = 4.63; p = 0.001

方程 7.1

−0.16(p = 0.02)

0.13(p = 0.12)

−0.16(p = 0.06)

—

—

R 2 = 0.10; F(3, 201) = 7.08; p<0.001

方程 7.2

−0.11(p = 0.08)

−0.10(p = 0.19)

−0.15(p = 0.04)

0.51(p< 0.001)

−0.02(p = 0.80)

R 2 = 0.30; F(5, 199) = 16.98; p<0.001

方程 8.1

−0.03(p = 0.68)

0.10(p = 0.24)

−0.19(p = 0.02)

—

—

R 2 = 0.07; F(3, 201) = 4.94; p = 0.002

方程 8.2

0.02(p = 0.82)

−0.08(p = 0.37)

−0.19(p = 0.02)

0.39(p< 0.001)

0.02(p = 0.71)

R 2 = 0.18; F(5, 199) = 8.97; p < 0.001

感知真实性

认同

情感激发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后测

医患亲密度后测

患方现实性信任

说明: 以印象前后测、亲密度前后测、感知真实性、认同、情感激发以及现实性医患信任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建立因
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 再加入叙事模式和共情类型 2 个自变量, 联合前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建议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发现, 性别对亲密度前
测、亲密度后测影响显著; 教育对亲密对前后测、感知真实性、认同、情感激发、亲密度后测以及信任的影响均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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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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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实验 3 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水平

叙事模式

医生群体的印象评价前测

方程 1.1

−0.05(p = 0.63)

0.05(p = 0.65)

−0.09(p = 0.38)

—

R 2 = 0.02; F(3, 97) =0.61; p = 0.61

医患亲密度前测

方程 2.1

0.02(p = 0.86)

−0.004(p = 0.97)

−0.10(p = 0.36)

—

R 2 = 0.01; F(3, 97) =0.30; p = 0.83

方程 3.1

−0.01(p = 0.92)

0.02(p = 0.86)

0.23(p = 0.03)

—

R 2 = 0.05; F(3, 97) = 1.66; p = 0.18

方程 3.2

−0.05(p = 0.62)

0.08(p = 0.42)

0.22(p = 0.03)

0.40(p < 0.001)

R 2 = 0.20; F(4, 96) = 6.15; p < 0.001

方程 4.1

0.16(p = 0.12)

0.001(p = 0.99)

−0.08(p = 0.43)

—

R 2 = 0.03; F(3, 97) = 0.95; p = 0.42

方程 4.2

0.13(p = 0.19)

0.05(p = 0.62)

−0.09(p = 0.36)

0.33(p = 0.001)

R 2 = 0.13; F(4, 96) = 3.73; p = 0.01

方程 5.1

0.08(p = 0.45)

0.03(p = 0.80)

0.002(p = 0.99)

—

R 2 = 0.01; F(3, 97) = 0.20; p = 0.90

方程 5.2

0.06(p = 0.56)

0.06(p = 0.57)

−0.004(p = 0.97)

0.22(p = 0.03)

R 2 = 0.05; F(4, 96) = 1.31; p = 0.27

方程 6.1

0.09(p = 0.37)

0.01(p = 0.96)

0.12(p = 0.25)

—

R 2 = 0.03; F(3, 97) = 0.89; p = 0.45

方程 6.2

0.07(p = 0.48)

0.04(p = 0.68)

0.12(p = 0.26)

0.25(p = 0.01)

R 2 = 0.09; F(4, 96) = 2.28; p = 0.07

认同

医患亲密度后测

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印象

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信任

说明: 以刻板印象前测、亲密度前后测、认同、对情境材料中医生的印象以及信任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建立因变量与
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 再加入叙事模式, 联合前述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建议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发现, 只有受教育水平对认同的预测作用显著, 其余均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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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叙事模式影响对医印象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认同

亲密度

coeff

SE

p

coeff

SE

p

coeff

SE

p

叙事模式

0.66

0.18

<0.001

0.34

0.17

0.04

0.21

0.22

0.33

认同

—

—

—

0.15

0.09

0.10

0.30

0.11

0.01

亲密度

—

—

—

—

—

—

0.09

0.13

0.49

constant

0.11

0.56

0.84

0.76

0.48

0.11

0.69

0.62

0.26

R²= 0.25

R²= 0.45

R²= 0.13

F(5, 95) = 8.14, p<0.001

F(5, 95) = 15.34, p<0.001

F(5, 95) = 2.26, p = 0.04

表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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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印象

叙事模式影响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认同

亲密度

信任

coeff

SE

p

coeff

SE

p

coeff

SE

p

叙事模式

0.44

0.169

0.006

0.58

0.19

0.003

0.22

0.20

0.29

认同

—

—

—

0.19

0.12

0.10

0.34

0.11

0.002

亲密度

—

—

—

—

—

—

0.22

0.12

0.07

constant

0.75

0.49

0.13

0.26

0.56

0.65

0.14

0.58

0.81

R²= 0.66

R²= 0.52

R²= 0.48

F(5, 95) = 18.17, p<0.001

F(5, 95) = 7.18, p < 0.001

F(5, 95) = 4.59,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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