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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际关系对自我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关系对象会影响个体的目标设置和目标追求，个体在日常生

活中所追求的目标也会影响其人际关系的进程。Fitzsimons 等人提出了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强调目标

在自我和他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模型主要介绍了目标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双向复杂关系，并对影响二者关系

的调节变量进行了分析。未来研究应该在深入探讨重要他人与目标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扩大人际关系对象的范

围，考察一般他人与目标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关键字  人际目标；重要他人；三视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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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目标设置和目标

追求过程是有目的、有意识的（Deci & Ryan, 2000）。
个体根据各个目标的价值、难度等仔细地选择，并

使用认为 佳的方式有目的地追求目标。然而，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意识并非目标导向行为

的先决条件（Aarts & Dijksterhuis, 2000）。目标是

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Bargh, 
1990）。目标受到动机和认知规范的支配（Chartrand 
& Bargh, 2002）。与社会态度、刻板印象、图式等一

样，目标也可以通过相应环境特征自动激活，并在

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指导其行为（Shah, 2005）。
关系对象如朋友、家庭成员、恋爱伴侣和同事等是

重要的社会环境特征，因而也具有激活相关目标

的能力。   
关系对象会影响个体的目标设置和目标追求；

同样，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目标也会影响其

人际关系的进程（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了目标追求

与人际关系间的相互作用，考察了人际关系情境下

的目标追求过程。Fitzsimons和Bargh提出了人际目

标（interpersonal goals）的概念，认为人际目标是个

体为了人际关系或关系对象而实现、保持或回避的

具体结果状态（Fitzsimons & Bargh, 2003）。帮助同

伴、保持亲密关系、避免拒绝等都是人际目标。

Fitzsimons等人将人际表征和目标认知性质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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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

（triangular model of associations），强调目标在自我

和他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本文拟以人际目标认知

三视角模型为框架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在阐述人

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目标与人际结

构之间的复杂联系，并进一步探讨目标和人际结构

之间关系的未来研究方向。 

2 目标与人际结构的关系 

目标是行为满意状态或结果在个体头脑中的表

征，它与许多认知建构之间都存在着联系

（Kruglanski, Shah, Fishbach, Friedman, Chun, & 
Sleeth-Keppler, 2002）。除了目标之间、目标及其追

求手段之间有认知联系外，目标和人际结构之间也

存在着联系（Shah, 2005）。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个人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受到周围环境中他人的影响。

鉴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理解

他人表征对个体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重要他人

是对个体的社会化和心理形成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

他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恋爱伴

侣等（Fitzsimons & Bargh, 2003）。重要他人不仅会

影响个体的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也是个体动机和需

求的对象，与目标有着直接的、不断的联系。 
重要他人是目标追求的对象，这是重要他人影

响目标追求的基本方式。日常生活中，个体追求的

很多重要目标都是人际性质的，如亲密目标、依恋

目标等（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亲密目标是个体生活基本的驱动力，是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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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功能的特征。它不仅会影响关系满意度，也会

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除此之外，个体对依恋关

系和关系安全也有很强的动机。近年来，成人依恋

关系研究也开始考察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个体差

异在不同人际目标和行为策略中的表现，从而使目

标成为此类研究的重点（Mikulincer, 1998）。除了亲

密目标和依恋目标外，成功的人际关系还需要关系

保护目标（relationship-protecting goal），遇到人际冲

突或同伴背叛（transgression）时信守承诺的目标，

以积极的态度知觉重要他人的目标等等（Johnson & 
Rusbult, 1989）。由此看来，个体的很多目标都与人

际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生活环境中的他人，特别

是那些对个体的社会化和心理形成过程具有重要影

响的他人，对个体的自我管理有着重要的意义。重

要他人是目标追求的对象，能引导个体追求并保持

亲密关系，通过改变自我知觉保护关系，并寻找安

全关系和依恋关系。 
随着人际关系的深入，人们会形成详细的关系

表征，即关系图式（Fitzsimons & Bargh, 2003）。关

系图式中包含有自我图式、他人图式和关系脚本，

而人们对重要他人的心理表征则包含有个体与重要

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激活关系图式就可以

激活相应的人际目标，从而使个体自动地追求与重

要他人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研究者通过大量的

实证研究发现，看到重要他人、与重要他人交往甚

或仅仅思考有关重要他人的事情就可以在特定情景

下自动激活个体的目标，并指导其行为（Fitzsimons 
& Bargh, 2004）。重要他人会影响个体对目标难度和

价值的知觉、目标追求方式的选择以及目标追求成

败的体验（Shah, 2003b）。Baldwin等人还考察了重

要他人表征的激活对个体自我知觉的影响。研究发

现，阈下呈现皱着眉头的教皇的照片时，实践信仰

的天主教徒对自我的评价更加消极（Baldwin, 
Carrell, & Lopez, 1990）。除此之外，很多研究者还

得出了有关“移情”现象的研究证据（Berk & 
Andersen, 2000; Hinkley & Andersen, 1996）。研究发

现，如果陌生人身上存在重要他人的相关线索，则

该陌生人就可以自动激活重要他人的很多特征以及

个体和重要他人在一起时具有的特征，从而指导个

体的知觉和行为。当重要他人表征被激活时，人们

会主动靠近与积极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疏远与

消极重要他人相似的陌生人（Andersen, Reznik, & 
Manzella, 1996）。 

目标与人际结构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重要他人影

响目标追求方面，还表现在一般他人可以激活个体

的目标方面。目标蔓延理论（goal contagion）认为，

个体会无意识地采纳从他人行为中推断出的目标

（Aarts & Gollwitzer, 2004）。观察他人的目标导向

行为就可以激活相应的目标心理表征，使个体的行

为开始服务于相同的目标，并具备目标导向的性质

（Dik & Aarts, 2007）。也就是说，行为受到目标强

度的影响，目标追求表现出时间上的持久性，当情

境与目标吻合时个体会更欣然地追求目标等。值得

注意的是，如果他人的目标追求是不合适的、不被

社会认可的，个体就会自动对这些目标免疫。如果

个体认为他人的目标追求没有吸引力或令人不快，

就不会发生目标蔓延现象。 

3 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 

大量的理论和研究表明，目标认知表征受可及

性和激活规则的约束（Gollwitzer & Bargh, 2005）。
目标表征与重要他人表征相互联系，并镶嵌于自我

和他人的关系之中。基于关系自我理论，研究者认

为这些联系能够对个体的知觉和行为自动产生影响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
Fitzsimons等人将人际表征和目标认知性质的相关

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如

图1所示），着重阐述重要他人表征和目标表征之间

的双向内在联系，强调对这二者与自我之间关系进

行考察的重要性（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研究者将此模型作为形成假设的框

架，考察了重要他人对目标导向行为的影响以及目

标对人际知觉和行为的影响。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

模型指出，自我表征、重要他人表征和目标表征之

间存在着认知联系，并且这些联系会影响个体的行

为（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首

先，由于自我与重要他人之间，自我与目标之间都

存在着联系，因而重要他人与目标之间也必然存在

着一定的联系。重要他人能够影响个体的目标和行

为。其次，自我表征、重要他人表征以及目标表征

之间的认知联系能够在没有意识介入和控制的情况

下产生影响。仅激活关系亲密的重要他人的认知表

征就能够以“全有全无（all-or-none）”的方式激活

个体的相关目标，目标能否得以激活受到目标与重

要他人的关系、重要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自我与

目标的关系的调节。重要他人表征的激活能够增加

相关目标表征的可及性，从而影响个体的知觉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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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导向行为。 后，目标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是双向

的。重要他人能够影响个体的目标追求，处于激活

状态的目标也能够增加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从

而影响个体的人际知觉和行为。在此过程中，自我、

目标和重要他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起调节作用。 

 
图1 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 

3.1 重要他人对目标追求的影响 

重要他人能够激活相关目标，使个体在没有意

识到的情况下追求目标，从而影响其目标导向行为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而这

一效应受到个体与目标的关系、个体与重要他人的

关系、重要他人与目标的关系等多个变量的调节。 
3.1.1 重要他人的目标激活效应 

重要他人可以自动激活与其在一起时个体经常

追求的目标，自动影响个体的自我管理过程

（Fitzsimons & Bargh, 2003; Andersen, Reznik, & 
Manzella, 1996）。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和重要他

人在一起时经常追求的目标会自动与重要他人表征

之间建立联系。激活个体的重要他人表征就可以激

活相关目标，并影响个体对目标的评估和目标追求

行为。 
在Fitzsimons和Bargh（2003）的研究中，实验

者阈下激活被试的重要他人表征，然后提供追求相

关目标的机会。结果发现，虽然重要他人没有在实

验现场出现，但几乎所有的被试都表现出与重要他

人相关目标一致的行为。学期开始时，研究者要求

大学生列出自己和母亲一起时追求的目标，大约一

半的被试提到通过学业成绩使母亲高兴。几个月后，

被试参加“记忆测验”，实验组回答有关母亲的问题

以激活其母亲表征，控制组则回答与人际无关的问

题。研究者认为，母亲表征的启动会激活被试和母

亲一起时追求的所有目标，包括成就目标。“记忆测

验”完成后，所有的被试都参加“言语成就测验”。

结果发现，启动了母亲表征的被试在“言语成就测

验”上的得分明显高于控制组，但是这一现象仅存

在于那些在学期开始时报告说希望通过学业成绩使

母亲高兴的被试身上。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目标的重要性是重要他人激活目标这一过程的中介

变量。 
重要他人表征不仅可以激活与其在一起时个体

追求的目标，也可以激活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

标（Shah, 2003a）。重要他人能够在心理背后“监视”

个体，使个体为实现重要他人设定的期望、标准、

目标而行动。作为个体的内部观众（inner audience），
重要他人可以唤起个体需要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标

准，以与重要他人愿望一致的方式影响个体行为。

当然，在很多关系情境中，个体与重要他人在一起

时追求的目标和重要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是相关

的。个体之所以想通过取得好成绩使母亲高兴，很

可能是因为母亲希望他取得好成绩。但是，在人际

关系中这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过程。个体与重

要他人一块时追求的目标中，也有很多并不是重要

他人为个体设定的目标，如控制他人、给他人留下

深刻印象、分析他人的行为等等。 
为了考察个体对重要他人所设目标的反应，

Shah（2003a）要求被试分别列出希望自己作业表现

好的重要他人和不关心其作业表现的重要他人。研

究结果发现，阈下启动重要他人的名字影响了被试

的目标承诺、目标可及性和作业成绩。启动“父亲”

表征的被试对成就目标有更高的承诺，目标可及性

更强，目标追求的程度更大。但是，这种现象的出

现是有条件的，即被试认为自己和父亲关系很亲密

并且父亲重视自己在该项作业上的成绩。Chartrand, 
Dalton和Fitzsimons（2007）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得

出了相同的结论。实验者要求被试分别列出为自己

设定各种目标的重要他人的名字，然后阈下启动重

要他人的名字，并要求被试进行词汇决策作业。结

果发现，当重要他人为被试设定的目标与词语决策

作业中出现的目标词一致时，被试对目标词的辨认

速度更快，目标可及性更高。 
3.1.2 目标激活效应的调节变量 

重要他人可以激活相关目标，并使个体在没有

意识到的情况下追求该目标。但是，这一效应很大

目标中心 

人际关系 

重要他人

自我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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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取决于自我与目标、目标与重要他人以及重

要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这些关系的性质都会调

节重要他人对目标导向行为的影响。 
首先，只有个体认为自己和重要他人的关系亲

密或重要时，重要他人才会影响其目标追求（Aron, 
Aron, Tudor, & Nelson, 1991）。Shah通过一系列研究

发现，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和重要性会调节重要他

人对目标导向行为的影响（Shah, 2003a）。被试越是

认为自己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亲密、重要，其行为越

可能与重要他人设定的目标一致。 
另外，个体对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觉，即

在多大程度上将重要他人希望自己做的事视为外部

对自我施加的压力，也会调节重要他人对目标的激

活效应（Chartrand, Dalton, & Fitzsimons, 2007）。如

果个体认为重要他人是控制性的或专制的，就会对

重要他人的目标和希望做出异常反应（Deci & Ryan, 
2000）。个体可能会主动抑制重要他人激活的目标，

甚至追求完全相反的目标，做出与重要他人期望相

反的行为。在一项研究中，阈下启动重要他人的名

字，而这些重要他人中有的希望被试工作努力，有

的则希望被试放松、快乐（Chartrand, Dalton, & 
Fitzsimons, 2007）。结果发现，当被试认为重要他人

具有控制性时，被试的行为方向与重要他人为其设

定的目标完全相反。控制性的重要他人越希望个体

努力学习，个体在“言语成就测验”上的成绩就越

差。 
后，重要他人与目标之间的关系也会对重要

他人的目标激活效应起调节作用，这表现在重要他

人相关目标的数量方面（Shah, 2003a）。重要他人为

个体设定的目标越多，重要他人激活任意一个目标

并引导个体行为的可能性越小。如果重要他人希望

个体在学业任务上成功，那么被试报告出的与该重

要他人相关的目标越多，其学业成绩受到重要他人

影响的可能性越小。这可能是因为当重要他人与多

个目标有较强关联时，目标间会相互竞争、相互抑

制，从而消弱目标的激活效应。 
3.2 目标对人际知觉的影响 

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指出，自我、目标和

重要他人的认知表征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重要

他人表征会影响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处于激活状

态的目标也会影响个体对重要他人的知觉和行为。

激活的目标不仅能够激活相应的重要他人表征，使

个体想起与目标相关的榜样或有助于目标进展的重

要他人，还会影响个体对重要他人的评估和行为

（Ferguson & Bargh, 2004）。这又取决于重要他人和

目标之间关系的具体性质。 
3.2.1 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 

重要他人和目标之间有很多种联系方式。如果

个体将重要他人看作是目标追求行为的榜样，重要

他人与目标之间会建立联系。如果重要他人与个体

有相似之处、有联系，或者有相同的目标建构，重

要他人与目标间会建立联系。除此之外，既然目标

能够以至下而上的方式被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手段激

活，那些有助于目标追求的重要他人必然也与目标

有联系。有些重要他人可能会主动帮助个体实现目

标或仅仅反映个体渴望的结果状态，成为个体评估

目标进程的榜样（Shah & Kruglanski, 2003）。以上

各种联系都会影响目标追求与人际结构的关系。激

活的目标会自动增加重要他人表征的可及性，使有

助于目标实现的重要他人更容易进入个体头脑，而

无助于目标实现的重要他人更不容易进入个体头

脑。 
Fitzsimons和Shah研究发现，激活的目标能够使

有助于目标追求的重要他人表征更加可及，而无助

于目标追求的重要他人表征更加不可及（Fitzsimons 
& Shah, 2008）。在一项研究中，实验者要求被试分

别列出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朋友和无助于目标实现的

朋友的名字。然后，通过“组句作业”启动部分被

试的积极社会生活目标，并再次要求被试列出能想

到的所有朋友的名单。研究者认为，罗列法可用作

测量认知表征可及性的指标，即列在前面的名字可

及性较高，列在后面的名字可及性较低。结果发现，

有助于社会性目标实现的朋友出现的位置较靠前，

而无助于目标实现的朋友出现的位置较靠后。这表

明，目标的确能够自动影响相关人际表征的可及性。

正如工具性手段可以激活目标一样，目标也可以激

活有助于目标实现的重要他人的认知表征，抑制无

助于目标实现的重要他人的认知表征（Shah & 
Kruglanski, 2002）。 
3.2.2 人际知觉 

处于激活状态的目标不仅会增加相关重要他人

表征的可及性，而且会影响个体对重要他人的知觉。

研究者认为，激活的目标会自动影响个体对环境中

客体的评估，使其更加积极地评估有助于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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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体（Ferguson & Bargh, 2004）。同样，当目标处

于激活状态时，个体对重要他人的知觉也有赖于目

标和重要他人关系中所包含的信息，其中重要他人

有助于目标实现的程度也是人际知觉的基础。激活

的目标会使个体更加积极地评价有助于目标实现的

重要他人。 
Fitzsimons和Shah（2008）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

点。实验者要求被试列出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朋友和

无助于目标实现的朋友的名字。一系列的无关作业

之后，被试进行“组句作业”以激活其成就目标，

并回答一些有关自己和朋友关系的问题。问题涉及

到的朋友分别为有助于学业成就目标实现的朋友和

无助于学业成就目标实现的朋友。结果发现，激活

的成就目标影响了被试对自己与朋友关系的评估。

对于成就目标没有激活的控制组而言，被试对两类

朋友关系的评估并不存在差异。成就目标启动组被

试则不同，他们认为自己与有助于目标实现的朋友

关系更亲密、更重要，被试计划和这类朋友在一起

待的时间也更长。而且从被试的报告可以看出，他

们并没有意识到目标的存在，更没有意识到激活的

目标影响了自己对朋友关系的评估。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对朋友和亲密他人的知觉部分取决于处于激活

状态的目标的性质，并且目标对人际知觉的影响是

自动的，不需要意识的参与。 
既然如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追求的目标

会不会也影响他们对不同人际关系的知觉呢？有研

究者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体经常追求的目标

的可及性会逐渐增加，从而影响个体的人际知觉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并

且，随着目标可及性的增加，个体对关系亲密度的

知觉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标追求程

度的影响。Fitzsimons和Shah的研究中，实验者在相

隔两周的时间两次测量了目标的可及性、重要他人

有助于目标实现的程度以及关系的亲密度

（Fitzsimons, Shah, Chartrand, & Bargh, 2005；
Fitzsimons & Shah, 2008）。结果发现，目标可及性

的改变和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标实现的程度二者的交

互作用显著影响了个体对人际关系亲密度的评估。

如果第二次实验时目标的可及性较高，被试则更有

可能将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标实现的程度作为评估关

系亲密度的基础。相反，如果第二次实验时目标可

及性较低，则被试更不可能将重要他人有助于目标

实现的程度作为关系亲密度评估的基础。 

总之，处于激活状态的目标的确会影响个体对

他人的知觉，而且人际知觉的性质取决于目标和重

要他人关系中包含的信息，如重要他人是否有助于

目标的实现。个体会积极地评价与目标追求一致的

他人，消极地评价与目标追求不一致的他人。另外，

个体和重要他人关系的性质和质量，包括关系亲密

度、重要性、个体对重要他人的认同等，也会调节

目标对人际的作用（Shah, 2003a）。 后，个体与目

标追求之间的关系，如目标承诺的高低、目标对个

体的重要性等，也会影响目标的人际效应。由此看

来，目标、他人、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都会影响激

活三者中任意一个认知表征所产生的结果，影响个

体的自我管理和人际关系。 

4 结论与展望 

目标是个体渴望的结果状态在头脑中的表征。

目标可以通过相应环境特征自动激活，并在个体没

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指导行为。人际关系对象是 重

要的社会环境特征，因而也具有激活相关目标的能

力。反过来，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标也会影

响其人际关系的进程。Fitzsimons等人提出的人际目

标认知三视角模型，强调重要他人与个体的动机、

需求和渴望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认为重要他人和

目标之间的认知联系是双向的、相互的。重要他人

能够无意识地激活个体的人际目标，指导个体的目

标知觉和行为；处于激活状态的目标也会增加重要

他人认知表征的可及性，影响个体的人际知觉和行

为。另外，重要他人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受到个体与

目标、目标与重要他人、重要他人与个体之间关系

的调节。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为目标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极大地推动了目标和人际关系研究的

发展。但是，目标和人际关系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

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首先，真实人际交往情境中重要他人对目标追

求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考察。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

在实验室进行的，是在虚拟的人际关系中激活重要

他人表征，进而测量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然而，

在真实的人际交往中，所有的个体都拥有自己的目

标，并且往往同时追求多个目标。个体多个目标之

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目标和他人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都会对个体的目标导向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

现场研究和实验研究相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已有研究发现，重要他人和目标之间的

关系受到个体与目标、目标与重要他人、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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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体之间关系的调节。然而，很少有研究考察文

化和人格变量对重要他人和目标之间关系的影响。

Chartrand, Dalton和Fitzsimons（2007）研究发现，个

体对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觉会调节重要他人对

目标的激活效应。个体对重要他人控制性程度的知

觉往往反映个体的逆反特质，高特质性逆反的个体

更倾向于认为他人是控制性的、专制的。因此，考

察特质性逆反对目标激活效应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

义。除逆反特质外，个体对关系的知觉和态度也会

影响目标与重要他人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只有

个体认为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亲密或重要时，他人才

会影响目标追求（Aron, Aron, Tudor, & Nelson, 
1991）。然而，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对人际关系的知

觉有着很大的差异。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人的

人际基础；而中国人则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

觉察能力，对自己的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

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何有晖, 陈淑娟, 赵志裕, 
1991）。这种差异在目标和重要他人的关系方面是否

有所体现呢？鉴于国内还没有目标和重要他人关系

的实证研究，这一问题仍有待探讨。 
后，人际目标认知三视角模型主要探讨了个

体自我、目标、重要他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强

调重要他人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目标追求，以及处于

激活状态的目标是如何影响个体对重要他人的知觉

和行为的。然而，日常生活中，除了重要他人会影

响个体的目标追求外，一般他人也会对个体的目标

追求行为产生影响。虽然已经有研究者发现观察他

人的目标导向行为可以导致个体追求同样的目标，

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一般他人影响目标追求的心理机

制。因此，未来研究不仅要进一步探讨目标和重要

他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要考察目标与一般他人的

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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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self-regulation process. Relationship partners influence 
the goals individuals choose to pursue in daily life, their success at attaining them,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goal pursuits. Just as importantly, the goals that individuals pursue shape and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itzsimons and his colleagues proposed a triangular model of interpersonal cognition 
that focuses on the essential role that goals play in the links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e present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riangular model, outlines the ideas about how the self’s goals are cognitively linked with representations of 
significant others, and the interpersonal and motivational factors that may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these associations, 
and proposes possibl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goal; significant other; triangular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