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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心理账户是个体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

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 [1-3]。心理账

户的本质特征是非替代性。所谓非替代性是指个体

会根据财富来源或者支出划分出多个不同性质心理

账户，每一个账户都有自己的预算和支配规则，财富

在不同账户之间不能替换和转移[2]。心理账户还有

一个基本特征是心理预算。心理预算是指个体从心

理上对各项支出设定预算约束，并对各项支出进行

追踪的认知过程[4]。Rajagopal和Rha在一项开创性

研究中采用情境实验探讨了时间心理账户的客观性

及其基本特征 [5]。结果发现，个体时间分配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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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采用情景实验，基于心理账户视角系统考察小学三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时间分配特点。方法：研

究一使用情景测试材料，选取136名学习不良学生和132名普通学生，测量被试将所得时间分配在学习活动中的比

例；研究二使用虚拟情景日程安排表材料，选取94名学习不良学生和104名普通学生，测量被试将自由时间分配在

学习活动中的比例。结果：研究一发现，四、五、六年级学生将来源于学习活动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的比值显著高

于来源于非学习活动；普通学生将来源于学习活动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比值显著高于学业不良学生，而在非学习

活动的时间分配上则相反。三年级学生无上述趋势。研究二发现，四、五、六年级学生将学习日程安排中自由时间

分配给学习活动的比值显著低于非学习日程安排中的自由时间；普通学生将学习日程安排中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

活动的比值与学业不良学生无显著差异，而在非学习安排中的时间分配上则显著高于学业不良学生。结论：四、五

及六年级学生已经形成了时间心理账户，其时间分配会受到心理预算影响，但学习不良学生所受影响弱于普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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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ed to use situational experiment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ime mental ac⁃
counts between normal students and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from Third to Sixth Grade. Methods: In experiment
1, 136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132 norma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time of students obtained on learning were record⁃
ed with situational materials; and in experiment 2, 94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104 normal students were operated with virtu⁃
al scenario schedule materials. Results: In Experiment 1, students from fourth to sixth grade showed more time from learn⁃
ing situation allocated to learning activities than from non-learning situation; normal students showed more time from learn⁃
ing situation allocated to learning activities than learning disability students, but the reverse was non-learning situation. In
grade thre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xperiment 2, students from fourth to sixth grade showed more time ob⁃
tained from the learning arrangement scenarios budgets than from non-learning arrangement scenarios budgets; normal stu⁃
dents showed more time obtained from the non-learning arrangement scenarios budge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y students,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learning arrangement scenarios budgets. Conclusion: No matter the normal stu⁃
dents or the learning disability students, there are time mental accounts in grade four, five and six, and they all have mental
budgeting. However,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re weaker in mental budgeting than in norm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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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且这种分配受心理预算影响。刘佳丽等也

开展了一系列情景实验，同样证实了个体时间分配

具有非替代性，且这种分配受心理预算影响 [6]。总

之，大量研究支持时间心理账户在成年被试中是客

观存在的，且具有非替代性和心理预算性。然而，作

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儿童期个体心

理账户的特点仍未揭示清楚 [7]。因此，本研究将继

续探讨儿童期个体时间心理账户作用表现及其年龄

特征，以期为彻底揭示时间心理账户的心理特征奠

定初步基础。

研究发现，时间心理账户在一定程度上正向预

测个体时间管理倾向[8]。而时间管理技巧的训练有

助于提升个体学业表现[9，10]。由此可见，不同学业表

现学生之间的时间心理账户可能存在差异，学业表

现与时间心理账户存在正向关联。学习不良(Learn⁃
ing disabilities)一般称为“学习困难”或“学习障碍”，

是由生理、心理等内外多种消极因素相互作用, 但非

原发性障碍或缺陷 (如盲、聋、哑、智力落后、其它身

体残疾等) 所导致的听、说、读、写、推理和计算等基

本技能滞后, 突出表现为学业落后并可能伴随有社

会性发展不良 [11，12]。研究发现，小学学习不良学生

的检出率为5.41%[13]。按照这个比率推算，全国将近

1亿的小学生中会有数百万小学生存在学习不良。

因此，为进一步澄清学习不良学生与普通学生的时

间心理账户的基本状况特征，最终为诊治或改善学

习不良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本文拟设计两个研究，采

用情景性测验[5，6]，比较小学三到六年级普通学生和

学习不良学生之间在时间心理账户上的差异。之所

以选择三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作为研究被试主要

基于两个考虑：其一，从学习不良学生的诊断来看，

学习不良普遍要等到小学三年级以后才能被完全确

认[12]；其二，三到六年级才是小学生认知能力开始表

现出差距并逐渐拉开的阶段[14]，且有研究发现10岁
左右可能是个体建立心理账户的转折点[7]。因此对

这一阶段学生的考察，更有利于全面探索学习不良

学生的时间心理账户及其特征。此外，从传统意义

上来说,时间使用被一分为二,即工作和休闲（非工

作）两个部分, 休闲被定义为除工作时间以外的部分
[15，16]。因此，研究一、二情景实验涉及小学三到六年

级学生的时间主要分为学习和休闲（非学习）两个部

分，休闲被定义为除学习时间以外的部分。心理账

户本质特征是非替代性。Rajagopal和Rha研究发

现，人们更容易将来源于工作的时间分配到工作活

动中，来源于非工作的时间分配到非工作活动中

[5]。因此，研究一试图探讨小学三到六年级学习不

良学生与普通学生是否会将不同来源（学习活动和

非学习活动）的时间分配到不同活动（学习活动和非

学习活动）中去，旨在为时间分配的非替代性提供证

据。研究二在研究一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已经建立时

间心理账户的学生的时间分配是否受心理预算影响。

1 研究一

1.1 研究目的

探讨小学三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与普通学生

对时间来源与支出方式的匹配情况，以探索被试时

间分配的“非替代性”。

1.2 方法

1.2.1 被试 本研究确定学习不良被试的标准主

要有四个：（1）学业成绩标准。语文、数学主课平均

成绩居全班下第 10个百分位（10%）以内；（2）教师

评定标准。根据研究者提供的学习不良儿童心理行

为特征描述，被班主任评定为“学习不良者”；（3）智

力与成绩差异标准。将瑞文智力测验与最近一次学

期期末考试成绩转换为标准分，通过特定公式Zdif =
( Zx -Zy ) (1 - rxx) +(1 - rxy) 比较二者差异。其中，Zx、

Zy分别是智力和学习成绩的标准分，rxx、rxy分别是智

力测验和学习成绩测验的信度。取 Zdif大于 Z0.10=
1.28的被试[17]；（4）排除标准。根据瑞文智力测验成

绩，将低于70和高于130分的被试排除，同时通过对

班主任访谈最终排除因疾病等特殊情况而导致的学

业落后。只有被试满足上述四个标准才能被确定为

学习不良[12]。

本研究从某市三所普通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中

筛选出学习不良学生132名，三年级学生34名（男生

16名，女生18名，年龄8.24±0.26岁），四年级学生36
名（男生 16名，女生 20名，年龄 9.27±0.28岁），五年

学生 30名（男生 16名，女生 14名，年龄 10.23±0.25
岁），六年学生 32名（男生 16名，女生 16名，年龄

11.37±0.22岁）。普通学生136名，三年级学生36名
（男生 16名，女生 20名，年龄 8.28±0.23岁），四年级

学生 32名（男生 16名，女生 16名，年龄 9.25±0.24
岁），五年学生 34名（男生 16名，女生 18名，年龄

10.27±0.27岁），六年级学生 34名（男生 16名，女生

18名，年龄 11.35±0.24岁）。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

验结束之后可获得10元报酬。

1.2.2 研究材料 本研究主要借鉴 Rajagopal 和
Rha研究的做法，并结合小学生实际情况，研究材料

主要包括材料A和材料B两类情景测试材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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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A：周五早上，小明打算去书店看看有没有

最近想读的那本学习有关的书，之后与同学在书店

的咖啡区喝咖啡并讨论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可是 9：
00 到达书店后发现书店由于维修将推迟三小时开

放，这家书店在一个商场内，小明可以在等待书店开

门的这段时间去其他商店。

根据以上情景，你认为小明在这 3 小时内会做

什么？请具体列出你认为他会进行的活动（至少两

项）。并将这些活动进行分类（学习/非学习）并估计

各项活动所需时间。

材料B：周五早上,小明打算去书店看看有没有

最近想读的那本畅销小说，之后与朋友在书店内的

咖啡区喝咖啡聊天，可是 9：00 到达书店后发现书店

由于维修将推迟三小时开放，这家书店在一个商场

内，小明可以在等待书店开门的这段时间去其他商

店。

根据以上情景，你认为小明在这 3 小时内会做

什么？请具体列出你认为他会进行的活动（至少两

项）。并将这些活动进行分类（学习/非学习）并估计

各项活动所需时间。

1.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情景测试。268名被

试均在一间安静的专业实验室分批接受测试,每一

批被试测试时间约为 5分钟。测试指导语是：“您

好！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时间使用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采用匿名方式作答，敬请您根据实际情形填

写问卷。您的答案将严格保密，仅作科学分析之

用。感谢您的大力支持！”。当主试确认被试完全理

解指导语的意思之后，请被试作答。每一名被试只

需要完成两种情景中的一种测试即可，总计 134名
被试(三、四、五及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分别是 17
名、18名、15名及16名和三、四、五及六年级学习普

通学生分别是 18名、16名、17名及 17名)接受学习

活动测试；另外134名被试(三、四、五及六年级学习

不良学生分别是17名、18名、15名及16名和三、四、

五及六年级学习普通学生分别是18名、16名、17名
及17名)接受非学习活动测试。待主试确认被试完

成测试之后，被试离开测试房间。

1.2.4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三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分别为：年级(3年级、4年级、5年级及 6年

级)、组别(普通学生和学习不良学生)、时间来源(学
习活动和非学习活动)，其中学习活动是指获得时间

来源于原计划的学习时间(讨论学习上的问题)，非
学习活动是指获得时间来源于原计划的非学习时间

(聊天)。因变量为被试将所得时间分配在学习活动

中的比例（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占时间总量的比

例）。

1.3 结果与分析

三到六年级的普通学生和学习不良学生将来源

于学习活动和非学习活动的时间分配到学习活动上

所占比例见表1。
表1 两类时间来源下所获得时间分配

的学习活动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以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为因变量，进行4（年

级：3年级、4年级、5年级及6年级）×2（组别：普通学

生、学习不良学生）×2（时间来源：学习活动、非学习

活动）三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级、组别

及时间来源交互作用显著，F(3,252) =7.924，P<
0.001, η2p=0.086。为了更好地揭示学业不良学生和

普通学生的时间心理账户建立的时间特点，所以进

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每个年级学生的组别与时间来源

的交互作用。三年级学生，组别和时间来源的主效

应以及组别与时间来源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四年级

学生，时间来源主效应显著 F(1,64) =285.064，P<
0.001, η2p=0.817，来源于学习活动的时间(M=0.319)
分配给学习活动显著多于来源于非学习活动的时间

(M=0.143)分配给学习活动。组别与时间来源交互

作用显著 F(1,64)=38.184，P<0.001, η2p=0.374，进一

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普通组学生(M=0.353)将来源

于学习活动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的比例高于学业

不良组(M=0.284)，t(32)=3.677, P<0.001；普通组学生

(M=0.114)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非学习

活动的比例低于学业不良组 (M=0.172)，t(32) =-
6.900, P<0.001。五年级学生，组别主效应显著 F(1,
60)=10.179，P=0.002, η2p=0.145，学习不良学生（M=
0.279）投入到学习活动的时间显著多于普通学生

（M=0.258）。时间来源主效应显著F(1,60)=993.817，
P<0.001, η2p=0.943，来源于学习活动的时间 (M=
0.375)分配给学习活动显著多于来源于非学习活动

的时间(M=0.162)分配给学习活动。组别与时间来

源交互作用显著 F(1,60) =101.880，P<0.001, η2p=
0.629，进一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普通组学生(M=
0.399)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的

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普通学生

学习活动

0.227±0.06
0.353±0.09
0.399±0.09
0.427±0.11

非学习活动

0.214±0.05
0.114±0.05
0.117±0.03
0.132±0.04

学习不良学生

学习活动

0.210±0.06
0.284±0.07
0.352±0.09
0.373±0.09

非学习活动

0.213±0.07
0.172±0.04
0.207±0.05
0.211±0.05

··67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4 2021
比例高于学业不良组 (M=0.352), t(30) =3.793, P<
0.001；普通组学生(M=0.117)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

间分配给非学习活动的比例低于学业不良组(M=
0.207), t(30)=-16.019, P<0.001。六年级学生，组别

主效应显著 F(1,62)=6.139，P=0.016, η2p=0.090，学习

不良学生（M=0.292）投入到学习活动的时间显著多

于普通学生（M=0.280）。时间来源主效应显著 F(1,
62)=2094.812，P<0.001, η2p=0.971，来源于学习活动

的时间(M=0.400)分配给学习活动显著多于来源于

非学习活动的时间(M=0.172)分配给学习活动。组

别与时间来源交互作用显著 F(1,62)=180.308，P<
0.001, η2p=0.744，进一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普通组

学生(M=0.427)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学

习活动的比例高于学业不良组 (M=0.373)，t(32)=
7.661, P<0.001；普通组学生(M=0.132)将来源于学习

情景的时间分配给非学习活动的比例低于学业不良

组 (M=0.211)，t(32)=-11.369, P<0.001。上述结果反

映了四年级以上学生建立了时间心理账户，普通学生

比学业不良学生时间心理账户的不可替代性更强。

1.4 小结

研究一通过情景实验探讨小学三到六年级学习

不良学生与普通学生是否会将时间的来源与支配方

式进行匹配，进而推断被试的时间分配具备非替代

特征，验证时间心理账户的存在。结果发现，仅对于

四、五及六年级学生而言，来源于学习活动的时间分

配给学习活动显著多于来源于非学习活动的时间分

配给学习活动。三到六年级是小学生认知能力开始

表现出差距并逐渐拉开的阶段[14]，且有研究发现 10
岁左右可能是儿童能否建立心理账户的转折点 [7]。

因此，三年级的学生可能由于认知能力不足导致其

时间心理账户尚未建立，而四、五、六年级学生已经

建立时间心理账户，并知晓根据心理账户的规则进

行时间分配。

四、五、六年级学生中，普通组学生将来源于学

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的比例高于学业不良

组；普通组学生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非

学习活动的比例低于学业不良组。这可能是由于心

理账户的作用机制会受到个体感知、记忆、注意、相

似性判断、归类等影响 [3]，而学习不良个体在感知

觉、注意、记忆等认知过程存在缺陷[18-20]，因此，这可

能导致学习不良学生在时间分配上受非替代性的影

响要弱于普通学生。总之，研究一结果发现人们会

根据时间心理账户的规则将不同来源的时间与支配

方式进行匹配，并受组别及年级等因素调节。这可

能意味着小学四年级以后开始形成时间心理账户。

研究二试图探讨小学四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和普

通学生对来自学习日程安排和非学习日程安排中自

由时间的分配情况，以验证被试的时间分配是否具

备“心理预算性”。

2 研究二

2.1 研究目的

探讨小学四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和普通学生

对来自学习日程安排和非学习日程安排中自由时间

的分配情况，以验证被试时间分配是否具备“心理预

算”。

2.2 方法

2.2.1 被试 基于研究一的标准，本研究从某市三

所普通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中筛选出学习不良学生

94名，四年级学生32名（男生16名，女生16名，年龄

9.24±0.27岁），五年级学生30名（男生15名，女生15
名，年龄 10.27±0.25岁），六年级学生 32名（男生 15
名，女生 17名，年龄 11.36±0.29岁）。普通学生 104
名，四年级学生 34名（男生 16名，女生 18名，年龄

9.21±0.25岁），五年级学生36名（男生16名，女生20
名，年龄 10.28±0.24岁），六年级学生 34名（男生 18
名，女生16名，年龄11.24±0.27岁）。未参加过类似

实验，实验结束之后可获得10元报酬。

2.2.2 研究材料 本研究主要借鉴 Rajagopal 和
Rha研究和钟博维等研究的做法，并结合小学生实

际情况，研究材料主要包括活动清单、学习日程安排

表、非学习日程安排表[5，21]。

活动清单由 6个学习活动和 6个非学习活动组

成。为了列出这个活动项目清单，在研究之前进行

了一个开放式问卷调查，调查三所普通小学 120名
四到六年级学生在平时经常开展的活动，然后根据

调查结果列出活动项目清单。调查问卷材料包括材

料A和材料B。（A）你在小学生活中都进行了哪些学

习活动？请以“某个学习日（即周一至周五）”为例

（任何你认为属于学习的活动都可以，比如，4 小时

上课、2.2 小时学习英语…请至少列出 6项）。（B）你

在小学生活中都进行了哪些休闲或娱乐活动？请以

“某个周日”为例（任何你认为属于休闲或娱乐的活

动都可以，比如，3.5 小时逛街、2.7 小时网络游戏…

请至少列出 6项）。根据活动所花的时间及频次的

统计结果，列出一个活动项目清单，共包括6项学习

活动：预习教材、阅读辅助学习资料、完成作业（课外

作业、家庭作业等）、整理笔记、与他人讨论学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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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父母、老师和同学等）、其他学习活动（旨在提

高学习成绩相关的培训班等），及 6项非学习活动：

看电视、玩游戏（在线网络游戏或线下与伙伴游玩）、

网络聊天（刷微博、聊微信、聊QQ等）、阅读（小说、

漫画）、业余爱好相关的活动（下棋、打球、弹琴、画

画、摄影等）、其他休闲娱乐活动（吃零食、闲逛等）。

学习日程安排表。根据三所小学的课程安排

表，并结合实际情况制作学习日程安排表。

下面是小明某一天的时间安排表，其中有两段

时间暂时没有安排活动（下午 15：30—17：00 及晚

上 20：30—22:00）：

非学习日程安排表。根据三所小学的课程安排

表，并结合实际情况制作非学习(休闲)日程安排表。

下面是小明某一天的时间安排表，其中有两段

时间他暂时没有安排活动（下午 15：30—17：00 以及

晚上 20:30—22:00）：

2.2.3 研究程序 两种虚拟情景：情景A是小明某

一天（周一至周五）的日程安排表。情景B是小明某

一天（周末）的日程安排表。两个日程表的不同之处

在于情景A是由许多学习活动组成的，而情景B是

由许多非学习（休闲）活动组成的。学习日程安排表

是7个小时学习和2个小时休闲，非学习日程安排表

是7个小时休闲和2个小时学习。每个日程表在下

午 15：30—17：00 及晚上 20：30—22：00这两个时间

段是没有安排的。要求被试选择他们认为小明在这

两段时间会进行的活动以及在每项活动上所花的时

间。99名被试（四、五及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分别

是16名、15名及16名和四、五及六年级普通学生分

别是 17名、18名及 17名）接受情景A测试，另外 99
名被试（四、五及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分别是16名、

15名及 16名和四、五及六年级普通学生分别是 17
名、18名及 17名）接受情景B测试。其余程序同研

究一。

2.2.4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为三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分别为：年级（4年级、5年级及6年级）、组别

（普通学生和学习不良学生）、日程安排（学习日程安

排和非学习日程安排），因变量为被试将自由时间分

配在学习活动中的比例（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占自

由时间总量的比例）。

2.3 结果与分析

四到六年级的普通学生和学习不良学生将学习

日程安排和非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间分配到学习

活动上所占比例见表2。
表2 两类日程安排情景下所获自由时间

分配到学习活动所占比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以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为因变量，进行3（年

级：4年级、5年级及 6年级）×2（组别：普通学生、学

习不良学生）×2（日程安排：学习日程安排、非学习

日程安排）三因素被试间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组别

和日程安排交互作用显著，F(1,186)= 22.412, P<
0.001, η2p=0.108。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可知，普通

学生将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

间所占比例（M=0.479）与学习不良学生（M=0.445）
无显著差异。普通学生将非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

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M=0.617）显著大

于学习不良学生（M=0.497），P<0.001。这反映出普

通学生较学习不良学生更倾向于将非学习日程安排

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而在将学习日程安排

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两者无显著差异。组间

主效应显著，F(1,186)=7.016，P<0.01, η2p=0.036。均

数比较表明，普通学生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M=
0.531）显著高于学习不良学生（M=0.488）。这反映

出学习不良学生在学习活动上的投入时间总体上少

于普通学生。日程安排主效应显著，F(1,186) =
34.585，P<0.001，η2p=0.157。均数比较表明，学习日

时间 活动安排
8:00—10:20 上课

10:20—12:00 上课

12:00—14:00 午饭及午休

14:00—15:30 上课

15:30—17:00 自由时间

17:00—18:30 讨论小组作业

18:30—20:30 与朋友吃晚饭

20:30—22:00 自由时间

时间 活动安排
8:00—10:20 看比赛

10:20—12:00 上网

12:00—14:00 午饭及午休

14:00—15:30 看电影

15:30—17:00 自由时间

17:00—18:30 与朋友聊天

18:30—20:30 看教材

20:30—22:00 自由时间

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普通学生

学习日程

0.395±0.09
0.449±0.10
0.490±0.09

非学习日程

0.539±0.10
0.617±0.12
0.698±0.15

学习不良学生

学习日程

0.445±0.09
0.474±0.09
0.516±0.11

非学习日程

0.407±0.07
0.506±0.11
0.579±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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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

（M=0.461）显著少于来自非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

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M=0.558）。这从

总体上反映出小学四到六年级的学生将学习日程安

排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少于非

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

比例。年级主效应显著，F(2,186)=19.369，P<0.001，
η2p=0.172。均数比较表明，四、五及六年级学生将自

由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时间所占比例依次显著增加

（M 四年级=0.446，M 五年级=0.511，M 六年级=0.571），这反映

出随着年级的增加，小学生将自由时间分配给学习

活动所占时间比例越来越高。

2.4 小结

研究二通过情景实验来探讨小学四到六年级学

习不良学生和普通学生对学习日程安排和非学习日

程安排中自由时间的分配情况，以验证时间分配的

“心理预算性”。结果发现，日程安排情景主效应显

著，即小学生将学习日程安排情景的自由时间相比

非学习日程安排情景的自由时间更多地分配到非学

习活动中，将非学习日程安排情景的自由时间相比

学习日程安排情景的自由时间更多地分配到学习活

动中，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一致[21]。这项研究发现

个体在学习工作的日程安排中，会在自由安排的时

间里倾向于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在休闲日程安

排中，个体则会选择分配更多的自由时间进行工作

学习，人们常常试图平衡工作学习和休闲之间的时

间，这体现了心理账户的心理预算[21]。此外，组间和

日程安排情景交互作用显著，即普通学生与学习不

良学生相比表现出更多将非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

间分配给学习活动，这意味着学习不良学生的时间

分配的“心理预算性”要弱于普通学生。这也得到

了赖建权和杜高明研究结果的印证。这项研究发

现，学障学生在理解、记忆、注意、分析、思考等认知

能力上的缺陷使其难以对学习和生活具有较好的规

划和安排，而普通学生更能合理利用时间，实现学习

的高效性[22]。

3 讨 论

3.1 小学三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时间分配的非

替代性

研究一结果发现，时间来源主效应显著，来源于

学习活动的时间更多地被分配到学习活动中，来源

于非学习活动的时间更多地被分配到非学习活动

中。这与Rajagopal和Rha以及刘佳丽以大学生为

被试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6]。这一结果可以从

Tversky 和 Kahneman提出的原始 (original) 心理账

户理论得以解释[23]。该理论认为个体只是存在单个

孤立的心理账户, 而各个心理账户之间彼此割裂。

当人们把特定的行为和事件进行归类划入心理账

户，会把相关性高的行动或事件划入同一个心理账

户，相关性低的行动或事件划入不同心理账户；当人

们需要决定是否采取某一行动时，往往会基于已经

形成的心理账户评估这一行动，显示出非替代性特

点。在研究一的虚拟情景A和B中，由于书店维修

推迟三个小时，而这三个小时原计划是小明用来与

同学讨论学习上的问题（情景A）或聊天（情景B），

问题是小明愿意如何度过这三个小时。根据原始心

理账户理论，我们可以设想情景A和情景B代表了

两个孤立的心理账户：学习心理账户和非学习心理

账户。当要求小明对于3个小时如何度过进行决策

时，往往基于的是已经形成的学习心理账户和非学

习心理账户。而Thalar认为心理账户的组成部分之

一是对各个账户的分类与不可替代，它涉及各个账

户的来源和支出 [3]。因此，在学习心理账户中存储

的学习时间自然更倾向于支出给同性质的学习活

动，在非学习心理账户中存储的非学习时间自然更

倾向于支出给同性质的非学习活动，这也体现出时

间分配的非替代性特征。此外，年级、组别和时间来

源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四、五及六年级学生中，普通

组学生将来源于学习情景的时间分配给学习活动的

比例高于学业不良组；普通组学生将来源于学习情

景的时间分配给非学习活动的比例低于学业不良

组，而三年级无上述趋势。这是由于学习不良个体

在感知觉、注意、记忆等认知过程方面存在缺陷 [19，

20]，而心理账户会受到个体感知、记忆、注意、相似性

判断、归类等影响 [3]。因此学习不良学生在对进入

心理账户的事件或行动进行感知和归类要弱于普通

学生，进而导致了其对于时间来源和支出的类型的

匹配要弱于普通学生。此外，三年级的学生认知能

力发展还不够，未能对不同来源的时间资源进行分

类，而四、五、六年级学生认知能力已经能够对不同

来源的时间资源进行准确而清晰的区分。

3.2 小学四到六年级学习不良学生时间分配的心

理预算性

研究二结果发现，日程安排主效应显著，即从学

习日程安排情景比非学习日程安排情景获得的自由

时间更多地被预算给非学习活动，从非学习日程安

排情景比学习日程安排情景获得的自由时间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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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预算给学习活动。这与Rajagopal和Rha以及与

钟博维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5，21]。这一结果可以

用Karlsson提出的心理账户自我控制理论来解释[24]。

该理论认为一个事件或行动能否被归类于某一个心

理账户，除了事件本身的典型性之外，还有自我控制

在起调节作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多个

目标，目标之间存在资源竞争，从而导致心理账户之

间也存在资源竞争。心理账户通过心理预算执行自

我监控功能：它通过设定预算实现对收入、花费的编

码和分配。花费被分配到不同心理账户中，并且对

每种花费都设定预算进行限定。已发生的某一类型

消费不能超出相应类型心理账户所设定的预算[25]。

研究二设置了两种虚拟情景：学习日程安排和非学

习日程安排。学习日程安排条件是假设小明进行了

7个小时学习和 2个小时娱乐。非学习日程安排是

假设小明进行了7个小时娱乐和2个小时学习。任

务是要求小明在两种条件下对3个小时自由时间进

行安排。很明显，小明会建立学习心理账户和非学

习心理账户，而在学习日程安排条件下，小明已经学

习了7个小时，远超过娱乐时间2小时，所以小明会

将获得的3个小时自由时间更多地预算给非学习活

动，以平衡两个心理账户。同理，在非学习日程安排

条件下，小明已经娱乐了7个小时，远超过学习时间

2小时，所以小明会将获得的3个小时自由时间更多

地预算给学习活动，以平衡两个心理账户。此外，组

间和时间安排情景的交互作用显著，即普通学生较

学习不良学生更倾向于将非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

间分配给学习活动，而在将学习日程安排的自由时

间分配给学习活动两者无显著差异。具体而言，心

理预算是一个认知过程，需要人们的认知系统参与，

例如，记忆、注意、相似性判断、归类等。Pintrich等指

出学习不良儿童在记忆能力、注意力、认知速度及问

题解决策略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缺陷[26]。此外，Swan⁃
son 提出的认知加工评价工具基于的理论构想认为工

作记忆是许多信息加工理论中的技能获得及学习的

关键性成分。儿童的学业不良要归结为工作记忆的

缺陷，学习成绩优异也与高水平工作记忆相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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