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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行为(Risk-Taking Behavior)是明知有代价

或失败风险而仍付诸实施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可能也

会带来更加理想的回报，即高风险高回报[1，2]。一般来

讲，冒险行为在整个小学阶段都在不断增加[3]。但是，

以往研究较少对小学阶段的儿童冒险行为进行研究，

而是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冒险行为[4-6]。已有研究发

现青少年的冒险行为经常与反社会行为 [7]、自杀 [8]、

攻击行为[9]、犯罪行为[10]等负面行为相关联。并且，

一些纵向追踪研究还发现早期的问题行为还会影响

到成年后的其他问题行为的出现 [11]。由此可见，如

果能在个体成长的初期发现其冒险行为的特点将对

其未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以往研究发现冒险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其中男性更倾向于冒险行为，而女性则更倾向于规

避风险[12]。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不同

性别的个体对冒险情境的判断以及冒险后果的估计

是不同的 [13]。Reniers, Murphy, Lin等发现与女性相

比，男性会认为行为的风险较小，并对负面结果的敏

感度也较低[14]。Morrongiello, McArthur, Kane等发现

小学生的冒险行为同样存在性别差异，并表现出男

生冒险行为更多的特点[15]。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小

学生冒险行为并不存在性别差异[3，16]。这种不一致

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以往研究将小学生作为一个整体

并未考虑到小学阶段内发展的差异，从而掩盖了小

学阶段冒险行为的发展特点，导致小学生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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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别差异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有必要将小学

生分为不同阶段对其冒险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当冒险情境中有他人在场或与他人一起活动

时，也会给冒险行为带来一定的促进增长作用，这种

作用叫社会助长效应[17]。冒险情境中在场的他人是

被试认识的同伴时，社会助长效应也被称之为同伴

影响(Peer Influence)[18]或者同伴效应(Peer Effect)[19]。
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在朋友的陪伴下更可能参与冒

险行为，并会导致其冒险行为增加[6，20，21]。Steinberg
认为当青少年与同伴在一起时更能体验到愉快、兴

奋的感觉，这种情绪状态会对他们的冒险行为产生

影响，最终导致冒险行为的增加[22]。冒险行为中的

社会助长效应也存在性别差异，有研究发现冒险行

为中的社会助长效应主要发生在男性身上，女性则

较少受到影响[23-25]。小学阶段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重

要时期，同时也是同伴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但是

目前研究并没有充分揭示小学生是否也存在同伴在

场增加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应。

此外，社会助长效应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性别

助长效应，即异性同伴在场时会出现与同性同伴在

场不一样的表现。在冒险行为中，对于男性而言，女

性同伴在场时男性很可能会为了展示自己的勇气等

人格魅力而选择冒险[26]。因为冒险行为不仅可以帮

助男性展现出社会主宰力、自信、抱负、技巧和心智

水平等特征，也对吸引异性起到一定的作用 [27，28]。

但是对于女性来讲，这种性别助长对冒险行为的影

响就较弱[29]。小学阶段儿童逐渐步入青春期，性意

识也逐步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小学阶段对同伴的

性别也开始敏感起来，这正是冒险行为性别助长的

基础和前提。因此，探究该阶段小学生冒险行为的

性别助长效应也有其必要性。

综上所述，以往针对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研究较

少，尤其是不同年级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

应和性别助长效应并未得到充分揭示。本研究主要

探讨不同年级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特点，及社会助长

效应和性别助长效应对小学生冒险行为的影响。

1 实验 1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

应研究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本研究中所有被试来自沈阳市某小

学低年级(1-2年级)和高年级(5年级)，所有测验均经

得学院学术伦理委员会批准，在做测验前得到父母

签署的书面同意。实验1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

低年级93人和高年级64人，按班级将被试分配至有

同伴和无同伴2组。由于实验中低年级有同伴组的

被试与同伴说话产生干扰所以删除 8人，最终有效

被试低年级 85人，包括无同伴组 51人（男生 26人，

女生 25人，平均年龄 8.04±0.41岁），有同伴组 34人
（男生 20人，女生 14人，平均年龄 8.12±0.52岁）；高

年级 64人，包括无同伴组 32人（男生 16人，女生 16
人，平均年龄 11.02±0.56岁），有同伴组 32人（男生

16人，女生16人，平均年龄10.71±0.44岁）。每个年

级另有不参加实验的同学作为同伴出现，同伴性别

在被试之间进行平衡。此外，为保证实验不受组间

无关变量自尊的影响，实验 1的被试均采用自尊量

表[30]进行自尊评价，结果显示各组自尊差异不显著，

F(7,141)=0.72, P>0.05, ηp2=0.035。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实验1和实验2中小学生自尊分数

1.1.2 实验方法 实验程序由Eprime2.0编制并呈

现。实验采用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lloon Analog
Risk Task，BART）[31]。实验共包含30个仿真气球，被

试需要通过按“V”键来吹气球，每吹1次获得10个
点的积分，也可点击“N”键停止充气，获得当前吹气

得到的积分。因为，每个气球有一个随机分布的爆

破点，如果气球爆炸，先前该气球的积累点数就会清

零，但不会影响前后的气球。最后，被试会得到一个

总积分点，换取对应奖励。参照以往研究，冒险行为

分数=所有未爆气球被吹的次数之和/未爆气球的个

数[32，33]。

1.1.3 统计分析 运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

1.2 结果

对冒险行为得分（具体数据见表2）进行2（被试

年级：低年级，高年级）×2（被试性别：男生，女生）×2
（有无同伴：无同伴，有同伴）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被试年级主效应显著，F(1,141) =4.00, P=
0.047，ηp2=0.028，低年级（36.52±18.36）比高年级学

生（42.43±15.31）冒险行为少；被试性别主效应显

著，F(1,141) =15.60, P<0.001，ηp2=0.1，男生 (43.12 ±
16.25)比女生（34.60±17.46）冒险行为多；有无同伴

主效应显著，F(1,141)=11.48, P=0.001，ηp2=0.075，有
同伴条件(44.42±17.76)比无同伴条件(34.80±15.87)
冒险行为多。具体数据见表2。

实验1无同伴组

实验1有同伴组

实验2同性同伴组

实验2异性同伴组

低年级

男生

21.79±1.25
22.11±1.69
22.05±1.48
22.44±1.97

女生

22.41±2.07
22.34±2.12
22.51±2.11
22.26±1.82

高年级

男生

22.37±1.31
22.50±1.70
22.26±2.08
23.03±1.03

女生

22.56±1.54
22.68±2.21
22.96±1.44
22.6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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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实验1小学生冒险行为分数

被试性别与被试年级交互作用显著，F(1,141)=
12.53, P=0.001，ηp2=0.082，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低年级小学生性别差异不显著，F(1,146)=0.01,
P=0.92，男生（36.86±15.77）与女生（36.13±21.23）的

冒险行为无显著性差异。高年级小学生性别差异显

著，F(1,146)=22.82, P<0.001，男生（52.11±12.39）比

女生（32.75±11.36）的冒险行多。

根据本研究目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对

高年级和低年级有无同伴的影响进行事前比较。结

果发现，低年级学生中有无同伴主效应显著，t(83)=
2.47，P=0.015，cohen’s d=0.54，有 同 伴（42.38 ±
19.49）比无同伴（32.62±16.65）的冒险行为更多；高

年级学生中有无同伴主效应也显著，t(62)=2.24，P=
0.029，cohen’s d=0.57，有同伴（46.59±15.54）比无同

伴（38.27±14.11）的冒险行为更多。

1.3 讨论

实验1的结果表明高年级小学生冒险行为比低

年级多，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只出现在高年

级中。此外，小学生冒险行为受到了同伴的影响出

现社会助长效应，即同伴在场比没有同伴时冒险行

为更多，并且高年级和低年级都表现出社会助长效

应。在实验1的基础上，接下来实验2将继续深入探

究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助长效应。

2 实验 2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助长效

应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实验2采用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低年

级124人和高年级120人，按班级将被试分配至同性

同伴和异性同伴 2组，由于实验中有被试与同伴说

话产生干扰所以删除 13人，最终有效被试低年级

111人，包括同性同伴组 59人（男生 32人，女生 27
人，平均年龄7.90±0.31岁），异性同伴组52人（男生

31人，女生 21人，平均年龄 7.57±0.35岁）；高年级

120人，包括同性同伴组 60人（男生 30人，女生 30
人，平均年龄 10.87±0.32岁），异性同伴组 60人（男

生30人，女生30人，平均年龄10.76±0.33岁）。每个

年级另有不参加实验的同学作为同伴出现。此外，

为保证实验不受组间无关变量自尊和同伴关系的影

响，实验 2的被试同样采用自尊量表 [30]进行自尊评

价，此外还要让被试对与陪同实验的同伴之间的关

系进行1-7等级的评价。结果显示各组被试的自尊

差异不显著，F(7,223)=0.518, P>0.05, ηp2=0.016，见表

1，实验 2中各组同伴评价差异也不显著，F(7,223)=
0.87, P>0.05, ηp2=0.034，见表3。

表3 实验2小学生同伴互评分数

2.1.2 实验方法 同实验1。
2.1.3 统计分析 同实验1。
2.2 结果

对冒险行为得分进行 2（被试年级：低年级，高

年级）×2（被试性别：男生，女生）×2（同伴性别：同性

同伴，异性同伴）3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

年级主效应显著，F(1, 223) =60.67, P<0.001，ηp2=
0.214，低年级 (31.97±21.06)比高年级学生 (48.88±
17.38)冒险行为少；被试性别主效应显著，F(1,223)=
52.88, P<0.001，ηp2=0.192，男生(48.00±21.48)比女生

(32.51±17.06)冒险行为多；同伴性别主效应显著，F
(1,223) =10.29, P=0.002，ηp2=0.044，异性同伴条件

(44.75±22.5)比同性同伴条件(37.00±17.06)冒险行为

多。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实验2小学生冒险行为分数

被试年级与被试性别交互作用显著，F(1,223)=
11.99, P=0.001，ηp2=0.05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低

年级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不显著，F(1,228)=
3.12, P>0.05，男生（35.83 ± 20.36）和女生（26.91 ±
21.10）冒险行为无显著性差异；高年级小学生冒险

行为的性别差异显著，F(1,228)=46.53, P<0.001，男
生（60.77±13.93）比女生（36.99±11.29）冒险行为多。

根据本研究目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分别对

高年级和低年级同伴性别的影响进行事前比较。结

果发现，低年级学生中同伴性别主效应不显著，t
(109) =- 1.27, P=0.21，cohen’s d=0.24，异 性 同 伴

（34.67±22.54）和同性同伴（29.59±19.55）的冒险行

为无显著差异；高年级学生中同伴性别主效应显著，

t(118) =- 2.99, P=0.003，cohen’s d=0.55，异性同伴

无同伴

有同伴

低年级

男生

30.71±13.35
44.86±15.34

女生

34.60±19.58
38.85±24.44

高年级

男生

48.87±11.90
55.35±12.38

女生

27.66±5.45
37.83±13.49

同性同伴

异性同伴

低年级

男生

5.71±0.22
5.59±0.40

女生

5.52±0.24
5.56±0.31

高年级

男生

5.84±0.28
5.83±0.43

女生

5.87±0.47
5.81±0.29

同性同伴

异性同伴

低年级

男生

34.76±19.18
36.93±21.77

女生

23.46±18.49
31.35±23.77

高年级

男生

55.41±12.63
66.13±13.26

女生

33.16±5.43
40.8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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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8±18.64）比同性同伴（44.29±14.79）条件冒险

行为更多。

2.3 讨论

实验2的结果同样表明高年级小学生冒险行为

比低年级多，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只出现在

高年级中，男生比女生冒险行为更多，低年级没有出

现性别差异。此外，低年级并没有出现性别助长效

应，只有小学高年级出现了性别助长效应，即异性同

伴在场比同性同伴在场的冒险行为更多，并且高年

级的性别助长效应同时出现在男生和女生中。

3 综合讨论

3.1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年级与性别差异

本研究结果发现，小学生冒险行为存在明显的

年级差异，随着年级的增长冒险行为逐渐增多，这与

以往研究基本一致 [3]。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身体

与心理的发育越来越成熟，随之而来也更倾向于认

为自我有能力可以控制外在不确定的危险。因此，

个体也更愿意去尝试更多的冒险行为，以换取更多

的奖赏。此外，本研究还发现，高年级的小学生存在

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即男生冒险行为多，女生冒险

行为少，这与以往的研究男生的冒险行为多于女生

的结论基本一致[15]。以往研究认为女生对风险更敏

感，评估风险更谨慎，因此她们在冒险情景中并不会

有更多冒险行为 [12，13]。但是，在低年级的小学生中

却并没有发现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这表明冒险行

为的性别差异并不是天生的，女生之所以对风险评

估比较敏感和谨慎是有更深层次社会文化等因素的

原因。传统文化中对男生和女生的要求与期待不

同，女生被认为应该更文静、稳重，而男生则应该更

勇敢、果敢。这是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对不同性别冒

险行为的影响[34]。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早期，男

生和女生在冒险行为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随着个

体的发展，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越发凸显，最终

导致女生在成长中即使与男生有相同的能力，也会

表现缺乏自信和回避风险。

3.2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应

本研究发现当有同伴在场时，男生和女生的冒

险行为都会增多。也就是说，小学男生和女生都存

在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应。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

有所不同。以往研究发现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应

存在性别差异，男生会表现出社会助长效应，而女生

则几乎不存在该效应[23-25]。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

能是以往研究的对象多是青少年或成年人，而本研

究的对象则是年纪更小的小学生。青少年或成年女

性之所以受到社会助长效应影响较小是因为他们知

道冒险行为是不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定位的，

因此有他人在周围并不会促使其更多做出冒险行

为。但是对于年纪较小的小学生来讲，这种社会文

化环境的影响并不深，他们也还并未完全形成女生

冒险行为是“不合适的”这种认知。在小学阶段，他

们对同伴的影响变得更为敏感，也更爱表现自我，希

望得到更多同龄人的认可[35]。此外，本研究中也并

未发现小学生冒险行为的社会助长效应存在年级差

异，这表明在小学早期同伴的影响就已稳定出现。有

研究表明小学生的同伴关系相对稳定[36]，因此总体上

同伴对小学生冒险行为的影响也相对是稳定的。

3.3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助长效应

本研究还发现，低年级的小学生并没有冒险行

为的性别助长效应，只有高年级出现了性别助长效

应。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类似，性别助长效应被认为

与性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即性意识发展成熟的个体

会出现性别助长效应，相反性意识未达到成熟水平

则不会出现性别助长效应[37]。低年级的小学生性意

识发展还未成熟，所以并未产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助

长效应。高年级的小学生则处于青春期的前期，他

们开始对两性的差异变得非常敏感，而且对异性也

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因此高年级的小学生出现了性

别助长效应。此外，与社会助长效应类似，以往研究

发现冒险行为的性别助长效应也是更多地出现在男

性身上[29]。因为男性可以通过冒险行为进行自我呈

现，以达到吸引异性的求偶动机，然而女性的冒险行

为和男性择偶无关，所以女性就不用在异性面前展

示出更多的冒险行为[29]。但是，本研究发现高年级

小学生冒险行为的性别助长效应既存在于男生也同

样存在于女生身上。这可能和儿童思维特点有关，

该阶段的儿童仍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对具体事物外

的内容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和认知。具体到冒险行为

上来讲，他们对冒险行为背后意义的认知可能并不

充分，尤其是可以展现和求偶相关联的意义并不是

充分了解。尽管社会文化环境对女生冒险行为有所

影响，并表现出了冒险行为的性别差异，但是这种影

响可能就是对于女生来讲冒险行为本身会被认为是

自己并不擅长的，而不会认为冒险行为是男生专属

的，自己不应该做的。因此，当有异性同伴在场时，

女生也会尽量在异性面前展现出自己更好的一面，

进而表现出更多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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