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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

断其人格特质。例如，根据某人的分享行为推断他/
她是“大方的”，这一现象被称为特质推理[1，2]。特质

推理不仅对成人，而且对儿童的社会生活也存在重

要影响。特质推理反映了儿童对他人心理状态的认

知，这种认知进而会影响儿童的行为反应，并最终影

响他们的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状况。研究表明，能

够正确进行特质推理标志着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到

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3]。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者

针对儿童特质推理进行了广泛探讨[3-5]。

在对儿童特质推理的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时，研

究者一般先给儿童呈现一些描述行为者行为的句子

（如，小明吃饭时把汤汁抹得到处都是），然后要求儿

童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断其特质（如，小明是否不讲

卫生）。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大多都只关注行为

者的行为信息对儿童特质推理的影响，却很少关注

行为者的性别信息是否影响儿童的特质推理。事实

上，行为者的性别信息会激活相应的性别刻板印象，

而性别刻板印象又会影响儿童的社会认知。例如，

有研究发现 [6]，儿童更偏爱表现出性别刻板不一致

行为的主人公（如，涂抹口红的男孩）；但另外一些研

究却发现 [7]，儿童更喜欢表现出性别刻板一致行为

的主人公（如，玩洋娃娃的女孩）。由此可见，对于儿

童的社会认知更多地受性别刻板一致还是性别刻板

不一致信息的影响，不同研究存在不同的结论。那

么，特质推理作为儿童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否也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儿童更倾向于根据

性别刻板一致信息还是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进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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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推理？这是本研究拟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为了阐

明该问题，本研究拟设置性别刻板一致（如，男孩使

劲踢别的小朋友）和性别刻板不一致（如，女孩使劲

踢别的小朋友）两种条件的特质故事，考察性别标签

（如，男孩或女孩）激活的性别刻板印象是否影响儿

童从行为推断特质（如，爱打人），从而揭示学前儿童

特质推理中的性别刻板效应。

虽然儿童很早就具有了性别刻板印象，但是他

们的性别刻板印象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遵循着

特定的轨迹不断向前发展。研究表明，儿童性别刻

板印象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构期

（Construction），是指 3岁左右的儿童开始习得性别

刻板印象；第二阶段为固着期（Consolidation），是指

5~7岁期间，儿童性别刻板印象的僵化程度达到顶

峰；第三阶段为整合期（Integration），是指从 8岁开

始，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变得相对灵活[8，9]。由此可

见，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具有不同强度的性别刻板

印象。那么，性别刻板印象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特

质推理的影响是否也存在差异？这是本研究拟探讨

的第二个问题。由于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4岁儿童

才能够稳定地进行特质推理，8岁左右基本达到成

人水平[4，5]，故本研究拟选取4~8岁儿童为被试，考察

性别刻板印象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特质推理的影响

是否存在年龄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分别从一所普通幼儿园和小学选取4岁组儿童

42名（22男，20女）、5岁组儿童44名（21男、23女）、6
岁组儿童 40名（21男，19女）、7岁组儿童 42名（20
男，22女）和 8岁组儿童 44名（23男，21女），平均年

龄分别为4.50岁、5.47岁、6.47岁、7.44岁和8.46岁。

1.2 研究材料

借鉴特质推理的相关研究[4，5]，选取12个儿童常

用特质词（如，爱打人的，细心的）。将这些特质词呈

现给5名幼儿园教师和5名小学一年级教师，让他们

结合儿童的日常表现，指出这些特质词更多地体现

了男孩还是女孩的特征。根据评定结果，从中选择

4个男性特质词（被评定为更多地反映了男孩的特

征，包括爱打人的、不讲卫生的、没礼貌的、勇敢的）

和 3个女性特质词（被评定为更多地反映了女孩的

特征，包括细心的、爱帮助人的、胆小的）。

在 2名心理学研究生的帮助下，为每个特质词

编写一个能够体现其含义的特质故事。例如，为“爱

打人的”这一特质词编写的特质故事为“一天，有个

小朋友正在玩游戏，X使劲踢了那个小朋友，把那个

小朋友踢哭了”。将这 7个特质故事以个别测查的

方式呈现给 80名儿童（4~8岁儿童各 16名，其中男

女各8名），确保儿童理解故事之后，提问两个问题：

第一，性别评定问题，即“你觉得故事中的这个小朋

友是男孩还是女孩”，以考察特质故事体现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的特质；第二，特质评定问题，即“你觉得故

事中的这个小朋友爱打人还是不爱打人”，以考察故

事是否能反映对应的特质。根据卡方检验的结果，

所有 5个年龄组的被试均认为“爱打人”和“不讲卫

生”这两个特质故事更多地体现了男孩的特质（Ps<
0.05），“细心”和“胆小”这一特质故事更多地体现了

女孩的特质（Ps<0.05），并且认为这些特质故事都能

反映对应特质（Ps<0.05）。根据前测结果，选择爱打

人、不讲卫生、细心、胆小这四个特质词及其对应的

特质故事作为实验材料。

将每个特质故事分别与性别标签“男孩”和“女

孩”组合，并结合典型的男孩和女孩姓名，组成 4对
特质故事。每对特质故事均包括1个性别刻板一致

特质故事和 1个性别刻板不一致特质故事。例如，

将“爱打人”这一特质故事分别与性别标签“男孩”和

“女孩”组合，同时借助于典型的男孩和女孩姓名，可

形成性别刻板一致特质故事“明明是个男孩。一天，

有个小朋友在玩游戏，明明使劲踢了那个小朋友，把

那个小朋友踢哭了”，性别刻板不一致特质故事“玲

玲是个女孩。一天，有个小朋友在玩游戏，玲玲使劲

踢了那个小朋友，把那个小朋友踢哭了”。

将这 4对特质故事按照拉丁方设计进行编排，

形成两套材料。第一套材料包括“爱打人”、“细心”

这两个特质故事的性别刻板一致版本，以及“不讲卫

生”、“胆小”这两个特质故事的性别刻板不一致版

本；第二套材料包括“爱打人”、“细心”这两个特质故

事的性别刻板不一致版本，以及“不讲卫生”、“胆小”

这两个特质故事的性别刻板一致版本。为帮助儿童

理解特质故事，每个故事均配有两幅图片，图片的主

人公性别特征明显，表情为中性。

1.3 研究程序

将每个年龄组的儿童随机均分为 2组，每组施

测一套材料，每套材料中的 4个特质故事按随机顺

序呈现。研究以个别测查的方式进行，给儿童讲故

事的同时呈现相应的图片。根据已有研究 [5]，确保

儿童理解故事后，向他们提问两个问题：第一，质的

判断问题或者两分判断问题（如，你觉得明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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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个爱打人的小朋友），回答“是”记 1分，回答

“否”记 0分。如果儿童的回答为“是”，说明他们能

够进行特质推理，则继续提问第二个问题，即量的判

断问题或者三分判断问题（如，你觉得明明/玲玲有

点爱打人、比较爱打人还是非常爱打人）。按照儿童

的选择，由少到多分别计1分、2分和3分。

2 结 果

2.1 质的判断任务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4~8岁儿童的特质推理是

否受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因此首先必须确保4~
8岁儿童能够进行特质推理。鉴于此，把各年龄组

被试在质的判断任务中特质推理的成绩（见表1）分

别与概率成绩（0.5分）进行配对 t检验，考察儿童能

否进行特质推理。结果发现，4~8岁组儿童对性别

刻板一致和性别刻板不一致两种故事的特质推理成

绩均显著高于概率成绩（Ps<0.001）。
表1 4~8岁儿童对不同故事进行质的判断所得成绩（M±SD）

通过对儿童在质的判断任务中的得分进行分析

发现，无论对于性别刻板一致还是性别刻板不一致

特质故事，他们都倾向于进行特质推理，即都倾向于

做出“是”的判断。具体来说，100%的4~8岁儿童对

性别刻板一致特质故事做出了“是”的判断，95.24%
的4岁儿童、95.45%的5岁儿童、95.00%的6岁儿童、

95.24%的7岁儿童和97.73%的8岁儿童都对性别刻

板不一致特质故事做出了“是”的判断。由于各年龄

组被试在质的判断任务中的得分差异非常细微，这

也导致对质的判断任务的得分进行其他统计分析

时，各种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不显著。鉴于此，本研

究后续结果将不再涉及对质的判断任务得分的其他

统计分析。

2.2 量的判断任务的结果分析

2.2.1 儿童特质推理中的性别刻板效应 为考察

4~8岁组儿童特质推理是否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

响，以年龄（4岁、5岁、6岁、7岁、8岁）为被试间变

量，以特质故事类型（性别刻板一致特质故事、性别

刻板不一致特质故事）为被试内变量，以儿童量的判

断任务的得分（见表2）为因变量，进行5×2的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特质故事类型主效应显著，

F(1,207)=58.501，P<0.001，儿童对性别刻板一致故

事的特质判断得分（M=2.42，SD=0.62）显著高于对

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的特质判断（M=1.96，SD=
0.78）；年龄和特质故事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4,
207)=4.203，P<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4~7岁儿

童对性别刻板一致故事特质判断的得分显著高于对

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的特质判断（Ps<0.05），但是 8
岁儿童对性别刻板一致和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的特

质判断无显著差异（Ps>0.05）。
表2 4~8岁儿童对不同故事进行量的判断所得成绩（M±SD）

2.2.2 儿童特质推理中性别刻板效应的年龄差异

如前所述，研究发现，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性别刻板

印象的僵化程度不同。据此可推断，性别刻板印象

对儿童特质推理的影响可能存在年龄差异。为验证

该假设，以年龄（4岁、5岁、6岁和7岁）为自变量（由

于 8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不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

响，因此 8岁未被纳入此次统计分析），以儿童对性

别刻板一致和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的特质判断得分

之差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

龄主效应显著，F(3,164)=3.418，P<0.05。平均数多

重比较（见表2）发现，4岁组和5岁组儿童对两种故

事特质判断的得分之差均显著低于6岁组和7岁组

（Ps<0.05），其他各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
3 讨 论

与国内外大量研究结论相一致[4，5，10]，本研究发

现，4~8岁儿童在质的判断任务中进行特质推理的

成绩显著高于概率成绩，这说明 4~8岁儿童均能够

进行特质推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内外研究者

对儿童特质推理发生的年龄阶段进行了系统探讨，

但是却较少探讨儿童特质推理的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早在学前期儿童就能够根据其性别刻板印象进

行社会判断[11，12]。特质推理作为儿童的一种重要的

社会判断现象，是否也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呢？本研究首先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

4~7岁儿童的特质推理受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具体来说，他们对性别刻板一致故事进行特质推理

年龄组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性别刻板一致故事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

0.95±0.22
0.95±0.21
0.95±0.22
0.95±0.22
0.98±0.15

年龄组

4岁
5岁
6岁
7岁
8岁

性别刻板
一致故事
2.33±0.72
2.52±0.55
2.58±0.57
2.52±0.53
2.16±0.62

性 别 刻 板
不一致故事
1.98±0.80
2.20±0.79
1.80±0.68
1.79±0.75
2.02±0.83

两种故事
得分之差
0.36±1.05
0.32±0.77
0.78±0.78
0.74±0.77
0.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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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显著高于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性别图式理

论（Gender Schema Theory）指出，由于性别刻板一致

信息与儿童已有的图式相一致，因此儿童更倾向于

关注性别刻板一致信息；由于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

与已有图式相矛盾，儿童可能会忽略甚至歪曲已有

信息 [13，14]。与性别图式理论观点一致，本研究发现

4~7岁儿童更倾向于根据性别刻板一致信息进行特

质推理。此外，针对成人特质推理中性别刻板效应

的研究也得到了与本研究类似的结论，即与性别刻

板不一致信息相比，成人更倾向于根据性别刻板一

致信息进行特质推理[15，16]。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3岁时儿童开始获得性别

刻板印象，5~7岁时他们的性别刻板僵化程度达到

顶峰 [8，9]。但是本研究却发现，与 4岁和 5岁组儿童

相比，6岁组和7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在更大程度上

受到了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这说明，与4岁和5岁
儿童相比，6岁和7岁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更为僵化

和强烈。也就是说，本研究表明儿童达到性别刻板

僵化程度顶峰的起始年龄发生在 6岁，而不是国外

研究指出的5岁。这可能是由于儿童的性别刻板印

象在不同的领域达到僵化的年龄阶段不同导致的。

研究发现，早在学前期儿童关于玩具和外貌的性别

刻板印象就达到了僵化程度的顶峰，但进入小学后

有关特质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僵化程度上才达到顶峰
[17]。而本研究考察的正是儿童关于特质的性别刻板

印象，并且发现6岁以后（我国儿童进入小学的年龄

阶段）性别刻板印象对其特质推理的影响最大。这

说明 6岁儿童关于特质的性别刻板印象最为强烈，

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虽然 4~7岁儿童的

特质推理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但 8岁组儿童的

特质推理却不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无论行为者

的行为表现与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一致还是不一

致，8岁儿童的特质推理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这

可能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其一，根据个体性别刻板

印象的发展趋势，8岁开始儿童的性别刻板印象会

变得非常灵活，他们不再僵化地将性别与某一特定

的行为固着在一起，而是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

可以表现出一样的行为。例如，有研究发现，当向儿

童提问“男孩和女孩谁更应该从事某种活动”时，儿

童回答“都可以”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增加
[18]。由此可见，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倾向于持性别刻

板中性化的观点。这可能导致本研究中8岁儿童并

未对性别刻板一致和性别刻板不一致特质故事做出

不同的特质推理。其二，有研究者指出，儿童主要依

赖两种信息进行社会判断：性别化信息（即行为者的

性别）和个体化信息（即行为者的行为）。学前儿童

主要依赖性别化信息对行为者进行社会判断和推

理。他们认为性别信息直接决定了个体行为。例

如，他们认为女孩一定喜欢洋娃娃。这是因为年幼

儿童认知加工能力有限，而性别化信息又是行为者

最突出的特征，因此容易引起儿童的关注。但是随

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信息整合能力逐步提高，他们

在进行社会判断和推理时，不仅会考虑行为者的性

别化信息，还会综合考虑行为者的个体化信息。8
岁时，儿童进行社会判断的主要依据慢慢转向个体

化信息。例如，他们能够依据一个男孩喜欢玩炊具

的行为推断其在后续游戏中更倾向于选择洋娃娃而

不是卡车[19]。本研究中8岁儿童对性别刻板一致和

性别刻板不一致故事的特质推理并无差异，可能是

因为他们主要依赖个体化信息而非性别化信息对行

为者做出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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