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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幼儿教师而言，让儿童对他们产生信任感

是师德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这往往也是各项教学活

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有研究表明，学前儿童很早就

可以根据他人的表情线索来判断是否应该信任对方
[1]，因为他们已经逐渐具备了识别和命名基本表情的

能力[2]。教师日常教学和生活中自然呈现给儿童的

面部表情会直接向他们传递出社会信息，从而使他

们产生对教师的信任。

信任作为影响个体各种人际关系的因素，同时

也是个体社会适应的重要标志。而选择性信任是指

个体面对不同的信息提供者及他们提供的信息时，

能够依据自身的判断区分出信息提供者的可信赖程

度，从而有选择地信任某些信息提供者 [3]。目前选

择性信任的研究主要采用单一信息源范式或冲突信

息源范式，前测-后测是二者的核心形式。单一信

息源范式是指在每个试次中只呈现一名信息提供

者，考察儿童是否信任这名信息提供者，而冲突信息

源范式是在实验中呈现两名不同的信息提供者，来

考查儿童更愿意信任哪一名信息提供者。

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也被称为陈词（testi⁃
mony），包括信息提供者所说的话、所持的观点。有

研究者将陈词类型分为利己陈词和利他陈词[4]。所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绪能力训练在

佩戴人工耳蜗和助听器儿童康复中的作用”（项目编号：31371058），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部级社科研究项目“通过儿童观众

测试辅助制定儿童节目标准、评估节目效果”（项目编号：GD1608）的
支持。

通讯作者：王异芳

教师表情线索和陈词类型对学前儿童选择性信任的影响

盛笑莹，王异芳，张优，苏竹青，肖晶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 目的：本研究在两位教师同样具备友善特质的前提下，考察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是否会受到老师表情线索和

陈词类型的影响。方法：以180名4-6岁的儿童为被试，使用冲突信息源范式，在两位教师同样具备友善特质的前

提下，研究了当学前儿童面对生活中道德两难问题时，教师的表情线索（严肃/微笑）和陈词类型（利己/利他）是否会

影响他们的选择信任。结果：①4-6岁儿童更愿意向微笑教师求助；②在微笑-利他陈词VS严肃-利己陈词两个实

验条件下，4-6岁儿童对微笑-利他的支持率显著高于严肃-利己；在微笑-利己陈词VS严肃-利他陈词的条件下，4
岁儿童对微笑-利己的支持率显著高于6岁儿童；③6岁儿童对严肃-利他的支持率显著高于4岁儿童。结论：结果

说明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受教师的表情线索和陈词类型的影响，而且存在年龄差异。

【关键词】 教师；学龄前儿童；选择性信任；表情线索；陈词类型

中图分类号：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6.005
Teachers’Expression Cues and Testimony

Types and Pre-school 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SHENG Xiao-ying, WANG Yi-fang, ZHANG You, SU Zhu-qing, XIAO Jing
College of Psychology, Capti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Selective trust implies that pre-school children make inferences about informants according to
their rationally appraise informant’s information, so as to trust some informants selectively. Method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selected 180 children aged 4-6 years as the subjects and used conflict source paradigm. The study primarily examined
whether teachers’facial cues and testimony types would impact preschoolers’selective trust in a dilemma situation. Both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were friendly, the first variable was the facial expression cues(smiling/serious), and the oth⁃
er variable was the testimony type(self-interest/altruistic). Results: The ANOVA showed significant main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age and types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 Post-hoc analysis showed that: ①4 to 6 years old children preferred the
smiling teachers to the serious teachers, and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ask the smiling teachers for help. ②4 to 5-year-old
children depended more on facial cues for selective trust, while 6-year-old children were able to concern both facial cues
and testimony types for selective trust simultaneously.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mile may play a major role
in children’s selective trust, sugg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mile in teaching and regulating behavior and emoti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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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利己陈词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的陈词，所谓利

他陈词则是优先考虑他人利益的陈词。人们选择利

己陈词可能是由于自利性而产生的归因偏差所致，

而选择利他陈词则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性效应的影响
[5]。相关研究发现，3岁儿童更愿意选择信任持利他

陈词的老师[6]。学龄前儿童更愿意接受谁的观点可

能由于受到了社会赞许性的影响，需要获得别人的

认可。

近年来，以Harris和Corriveau等人为代表的一

些儿童心理学研究者系统探讨了特质对学龄前儿童

选择性信任的影响[7-10]。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儿童

很难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人的特质，更多时候是通

过表情线索做出选择性信任的判断。Lane, Wellman
和Gelman在对儿童选择性信任的研究中以微笑作

为表现友善特质的线索，发现他们更愿意信任友善

的信息提供者 [4]。所以我们认为，如果将友善特质

作为控制变量，来探究外在的微笑表情在儿童选择

性信任中的作用，并与其它表情线索进行比较研究，

也许会得到一些更为有趣的结果。

基于此，我们十分好奇，假设两位老师同样具备

友善特质，但外在表情线索不同时，儿童会不会根据

更直观的表情线索来进行判断呢？对于相同的陈

词，是否会因为由不同表情的教师表达，而使儿童对

它的态度存在差异？因此，从选择性信任的角度来

探讨表情线索对学龄前儿童的影响，进而探究微笑

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有助于教师更为直观的认

识到他们在儿童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从而进一

步规范自身行为，更好地了解儿童的世界和想法，正

确引导儿童的行为。

本研究采用在选择性信任领域的经典设计冲突

信息源范式探究面对生活中的道德两难问题时，两

位同样具备友善特质教师的表情线索（微笑VS严

肃）和陈词类型（利己VS利他）对学龄前儿童的选择

性信任的影响，为幼儿教师职业培训提供实证支持。

1 实验一

本实验考察儿童对不同表情线索（微笑VS严

肃）教师的偏爱情况。

1.1 被试

被试来自某幼儿园，选取了小班、中班、大班的

4-6岁儿童共 180名。根据年龄将被试分为 3组（4
岁、5岁、6岁），男女各半。见表1。
1.2 材料

实验材料包括：两个不同表情线索教师的介绍

材料，每个教师都配有2幅插图；以及四个道德两难

小故事，每个故事都配有插图，以便被试更好的理

解。两个信息提供者的特征介绍和四个故事都专门

进行了录音，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实验的标准

化。实验材料通过PPT放映的方式呈现。

表1 被试基本信息

1.3 程序

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试向被试介

绍两位教师同样具有友善特质，但表情线索不同（微

笑VS严肃）。本研究中对两位教师不同特征的介绍

内容，是借鉴了 Lane, Wellman和Gelman研究中的

方法[4]。主试先对被试说：“我待会儿要给你讲几个

故事，问你几个问题。在听故事前，要先给你介绍两

个老师，你要记住这两个老师，因为待会儿我会问跟

她们有关的问题。”随后，主试开始播放PPT。主试

介绍微笑教师：“这个老师平时总是面带微笑，当小

朋友来问她问题或请她帮助的时候，她总是面带微

笑很耐心的听小朋友说，帮小朋友想办法。要记住

哦，这个老师总是面带微笑。”主试介绍严肃老师时，

告诉小朋友“这个老师平时总是没有笑容”，友善特

质的介绍和微笑老师相同。当介绍完两位教师后，

主试进行记忆检验。主试问两个问题：“哪一个老师

总是面带微笑？”“哪一个老师总是没有笑容？”最后，

主试问“喜欢问题”：“你更喜欢哪位教师？”

实验进入第二阶段，使用四个道德两难故事，考

察儿童在两难情境中愿意向谁询问。主试依次播放

四个故事的录音，每听完一个故事，主试会让儿童回

答一个问题：“故事的主人公应该向哪位教师寻求建

议？”本研究使用的四个道德两难故事是参考了Da⁃
novitch和Keil的相关研究 [11]，为保证故事结合实际

且容易理解，我们筛选了两个故事进行翻译和适当

修改，另外两个故事是以Danovith和Keil的故事形

式为基础，结合儿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编制而

成。以其中一个故事为例：“妈妈给小明买了一个玩

具车和一个电子游戏机。让小明把两个玩具中的一

个送给他的好朋友彭彭，当生日礼物。小明知道彭

彭肯定会非常喜欢这个电子游戏机，但不会喜欢那

第一组

第二组

年龄

4岁
5岁
6岁
4岁
5岁
6岁

性别 男：女

15:15
15:15
16:14
15:15
15:15
15:15

人数（N）
30
30
30
30
30
30

月龄（SD）
54.03±2.82
62.93±3.45
75.37±3.12
55.77±2.39
64.07±2.59
75.3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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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玩具车，可是小明也想自己留着这个电子游戏

机。小明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应该向这位微笑的老

师求助还是向这位严肃的老师寻求建议呢？”

每名被试单独施测，约10-15分钟，四个故事都

听完以后，主试称赞并感谢儿童，让儿童挑选一枚喜

欢的贴画作为奖励。

1.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1.5 结果

分别计算了4-6岁儿童在“喜欢问题”上选择两

位教师的次数。在喜欢“微笑老师”和喜欢“严肃老

师”之间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4-6岁儿童

都更加喜欢微笑老师（t（179）=43.365，P<0.01），且显

著高于随机水平。

以被试年龄为组间变量，信息提供者表情线索

为组内变量，被试的询问率为因变量进行了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表情线索的主效应显著（F
（1, 2）=1864.803，P<0.05，η2=0.91），而年龄的主效应

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接下来，为了进一

步检验儿童对微笑教师的询问率是否高于随机水

平，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将儿童向微笑教师的询问

率与随机水平（0.5）相比较。结果发现，儿童向微笑

教师询问次数高于随机水平（t（179）=17.09，P<
0.001）。被试在所有试次中选择像微笑老师询问的

百分率见表2。
表2 4-6岁儿童对不同表情线索教师的喜欢与问题询问情况

2 实验二

实验一的结果提示我们，当两位教师同样具有

友善特质时，儿童会选择信任微笑的教师。生活中，

教师还会与孩子有很多语言的交流，当教师表达的

观点更有利于其他小朋友时，孩子还会更信任微笑

表情的教师吗？所以，实验二比较了表情线索（微笑

VS严肃）和陈词类型（利他和利己）对不同年龄儿童

选择性信任的影响。

2.1 被试

被试来自某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的 4-6岁
儿童共90名。根据年龄将被试分为3组（4岁、5岁、

6岁），男女各半。每名被试单独施测，时间为10-15

分钟，完成测试后都会得到一枚贴画作为奖励。

2.2 材料

同实验一。

2.3 程序

实验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微笑老师说利他陈

词；严肃老师说利己陈词；第二组中则反过来，严肃

老师说利他陈词；微笑老师说利己陈词。如，上述故

事，在儿童回答完向谁询问后，主试说：“下面咱们来

看看这两个老师分别是怎么说的。”然后，分别播放

两个老师的陈词录音。播放结束，主试问：“你认为

小明应该怎么做？他是应该把电子游戏机送给好朋

友呢还是应该把玩具车送给好朋友？”。最后，主试

还会问被试一个故事关键问题，以判断被试是否听

懂了。如“你还记得小明喜欢哪个玩具吗？”。当被

试听完两个故事后，进行记忆检验。主试问：“你还

记得哪一个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吗？她还是她（分别

指向两个老师）”以及“哪一个老师总是没有笑容

呢？她还是她（分别指向两个老师）？”

每名被试单独施测，时间为10-15分钟，完成测

试后都会得到一枚贴画作为奖励。

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19.0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5 结果

在微笑教师持利他陈词VS严肃教师持利己陈

词的条件下，以被试年龄为组间变量，信息提供者表

情线索/陈词类型（实验条件）为组内变量，被试的支

持率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87）=115.84，P<0.01，
η2=0.57），而年龄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Ps>0.05）。4-6岁儿童对微笑-利他的支持率显著

高于严肃利己。见表3。
表3 两种实验条件下，4-6岁儿童

对两位信息提供者的支持率M（SD）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究当两位老师所持的观点

互换，儿童的选择是否仍然一样。在第二种实验条

件中，即在教师微笑-利己陈词VS严肃-利他陈词

的情况下，以被试年龄为组间变量，实验条件为组内

变量，被试的支持率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条件

微笑教师

严肃教师

年龄

4岁（N=60）
喜欢

96.7%
3.3%

询问

85.4%
14.6%

5岁（N=60）
喜欢

96.7%
3.3%

询问

81.2%
18.8%

6岁（N=60）
喜欢

98.3%
1.7%

询问

73.3%
26.7%

条件

第一组

第二组

微笑利他

严肃利己

微笑利己

严肃利他

年龄

4岁（N=60）
0.80（0.24）
0.20（0.24）
0.72（0.31）
0.28（0.31）

5岁（N=60）
0.83（0.22）
0.17（0.22）
0.63（0.37）
0.37（0.37）

6岁（N=60）
0.76（0.32）
0.23（0.32）
0.47（0.35）
0.5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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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表明实验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1, 87）=
8.49，P<0.01，η2=0.089），且实验条件与年龄的交互

作用显著（F（2, 87）=4.12，P<0.05，η2=0.086）。
对实验条件与年龄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检

验，结果表明，在微笑教师陈述利己陈词，严肃教师

陈述利他陈词的这一条件下，4岁和5岁儿童对微笑

利己的支持率都显著高于严肃利他（P<0.01，P<
0.05），而6岁儿童对两种条件的支持率则没有显著

差异（P>0.05）。对于微笑利己的支持，4岁儿童显著

高于 6岁儿童（P<0.05）；而对于严肃利他的支持，6
岁儿童显著高于4岁儿童（P<0.05）。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4-6岁的儿童都更喜欢微笑老

师，也更愿意向微笑老师求助，这与之前的研究一

致。有研究表明，微笑可以提高一个人的面孔吸引

力（Facial Attractiveness）[12，13]，而且面带微笑的个体

也常被认为具有较为积极的特质和较好的人际关系
[14]。人们常常会依据笑容这样一个有效的情绪线

索，推测个体具有亲切、友善的特质。学龄前儿童选

择信任一些有积极特质的人，而且这种偏好会随着

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正如 Lane, Wellman和Gel⁃
man的研究表明，4-6岁的儿童对于友善的人有更强

的交往意愿，愿意和他们交朋友、询问信息[4]。在真

实的问题情境解决中，儿童也更愿意向被描述为具

有积极特质的信息提供者寻求帮助[9]。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教师的陈词类型总体上不

会影响学龄前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儿童总体上都更

喜欢微笑表情的教师，这说明在选择性信任中，相比

起陈词，微笑表情扮演了更重要角色，儿童更关注从

表情线索的角度选择可信赖的教师，也就是他们更

愿意相信微笑教师提供的信息。所以，教师不仅要

注重提升专业知识和规范行为，而且应重视微笑这

一面部表情的作用。

研究表明，外在表情线索会影响儿童对利他、利

己陈词类型的选择，当两位教师均为友善特质，但表

情与陈词分别为微笑-利己和严肃-利他时，4-5岁
的儿童“坚决拥护”微笑老师的话，而不太考虑陈词

的内容是利己还是利他，但 6岁儿童已表现出了考

虑陈词内容的趋势，对严肃-利他的支持显著高于4
岁儿童。这支持了Heyman的研究，即儿童更乐意

听从持利他陈词的人建议[6]。也与我国学者研究相

一致，幼儿园大班的儿童开始考虑他人，出现利他行

为[15]。这可能因为，一方面，利他陈词具有较强的社

会赞许性，根据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

家庭和学校是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微系统，在日常生

活中，父母和教师都会教导他们建立利他观点与行

为，当儿童做出相应表现时会受到鼓励，也会使他们

逐渐形成利他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自我意识增长

的需要，儿童越来关注他人的评价，从而使利他行为

增加[5，16，17]。

当前一些幼儿园管理者经常向教师强调面对儿

童时应保持微笑，但大部分教师并未深刻意识到微

笑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幼儿教师

大都友善，但是有时传递给儿童的表情不恰当，引起

他们的紧张情绪，并将这一情绪传递给家长，导致家

长对教师产生误解，引起投诉。事实上并不是教师

不友好，而是其严肃的表情无形中给孩子带来了心

理压力。这提示我们，幼儿园教师的师德建设不仅

仅只停留在要求不体罚、打骂儿童层面，还应当科学

尊重儿童。对于中小班的教师而言，表情线索在儿

童的选择性信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师在面

对4岁和5岁儿童时，应面带笑容，尽量表现得亲切、

友善，才能更多地赢得儿童的喜爱，获取他们的信

任。对于大班的老师而言，6岁儿童能够同时考虑

表情线索和陈词类型，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既要注重

亲和力也要注意传达信息的正确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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