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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注意偏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从山东某高校抽取 88 名大

学生，根据 Bem 性别角色量表筛选出性别图式化个体 43 人，非图式化个体 34 人，对比两组被试在点探测注意搜索

任务中对性别刻板一致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的注意偏好。 结果：与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相比，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

于注意性别刻板一致信息；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的注意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性

别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有关信息的注意偏好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而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有关信息的注

意偏好不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即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注意偏好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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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attentional bia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鄄
der schematicity. Methods: A total of 88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Bem Sex Role Inventory and 43 gender
schematic and 34 gender aschematic subjects were selected. Then the dot-probe task paradigm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attentional bias of two groups to stereotype-consistent versus-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Results: For gender-schematic sub鄄
jects, relatively greater attention was paid to stereotype-consistent than -inconsistent information; gender-aschematic sub鄄
jects were not. Conclusion: The attentional bias of gender-schematic subjects is affected by gender stereotypes; none of
these effects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attentional bias is found for gender-aschematics subjects. These results suggest a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schematicity in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perceivers’ attentional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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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是由人们对某一群体成员的相对固定

的观念或期望所构成的认知结构以及特定的社会认

知图式 [1]，它有助于简化社会认知活动，提高信息加

工的效率。 Sherman 等人在考察刻板印象对个体印

象形成过程中信息加工的影响时发现， 刻板印象影

响个体对刻板有关信息的注意偏好， 与刻板不一致

信息相比，刻板一致信息更易受到个体的注意 [2-4]。
性别刻板印象作为刻板印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在过去几十年里， 一直是社会认知研究领域中比较

活跃的一部分[5]。 最近有研究表明，性别刻板印象也

能够影响个体对性别刻板有关信息的注意偏好，即

与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相比， 个体也会更倾向于注

意性别刻板一致信息[6]。
但是， 已有研究大多假定社会刻板印象在个体

对刻板有关信息的注意偏好中产生相同的影响， 忽

略了知觉者个体差异的作用。 个体在性别图式化程

度上存在很大差异， 而且这一个体间的差异会影响

个体对性别刻板有关信息的加工 [7]。 根据性别图式

理论的观点 [8]，与非图式化个体相比，图式化个体更

倾向于以性别维度为基础搜索和加工信息， 同时更

倾向于忽略信息的其他维度。据此可以推测，与性别

非图式化个体相比， 性别图式化个体的注意偏好可

能更易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虽然有研究表明， 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图式均

对个体的社会认知过程产生影响， 但目前综合从性

别图式和性别刻板印象这两个方面考察个体社会认

知过程的研究较少， 仅有 Yan，Wang 和 Zhang 初步

考察了性别图式对成人自发特质推理中性别刻板效

应的调节作用[9]。 该研究通过 Bem 性别角色问卷将

被试划分为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两类，结果发现，性别

刻板印象对自发特质推理的影响更多地发生在图式

化个体身上。鉴于此，本研究拟通过比较性别图式化

和非图式化个体在注意性别刻板有关信息方面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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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考察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注意偏好

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某师范大学 88 名大学一年级本科生， 男生 40
人，女生 48 人。所有被试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母语

为汉语，无阅读障碍。 参加本实验获得一份小礼物。
1.2 实验材料

1.2.1 行为句子 ①特质句子： 根据相关研究 [8，10]，
从 Bem 性别角色量表和钱铭怡大学生性别角色量

表中选取男性特质词、女性特质词各 10 个，由 10 名

大学生根据每个特质词编写能够体现其特质含义的

行为句子各 3 个。 行为句子的主人公均用字母“X”
表示，以避免其激活相应的刻板印象，从而影响个体

自发激活行为句子隐含的特质概念 [11，12]，这样，每个

特质词各有 30 个与之对应的行为句子。 由另外 10
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编写的行为句子进行初步

整理和筛选， 保留最能体现男性或女性特质的行为

句子各 5 个。 将这 10 个男性特质词和 10 个女性特

质词以及每个特质词对应的 5 个行为句子呈现给某

高校的 50 名大学生，要求他们使用 7 点量表评价这

100 个行为句子隐含相应特质的程度及男性化和女

性化的程度。 最后选出最能隐含男性和女性特质的

句子各 20 个，个体评价分数均高于 5.87，表明每个

隐含特质的句子都能隐含相应的特质。 在选出的 40
个行为句子中，对于隐含男性特质的句子，其男性化

程 度 （M=5.45，SD=0.75）显 著 高 于 女 性 化 程 度 (M=
2.52，SD=0.57)，t(49)=22.309，P<0.001；对于隐含女性

特质的 句子，其女性 化程度 (M=5.83，SD=0.57)显 著

高于男性化程度(M=2.63，SD=0.65)，t(49)=22.995，P<
0.001。 该结果表明，隐含男性特质的句子只隐含男

性特质而不隐含女性特质， 隐含女性特质的句子只

隐含女性特质而不隐含男性特质。 ②填充句子：为

了避免被试猜测实验目的，另外编写 24 个填充句子

（其中 4 个作为练习句子）， 填充句子与特质句子在

字数上尽量保持一致， 但填充句子既不隐含男性特

质含义，也不隐含女性特质含义。
1.2.2 图片 根据已有研究[9]，选择一张典型女性大

学生的彩色标准一寸照片，背景为红色。
1.2.3 行为句子配对 ①实验句子对：从 20 个隐含

女性特质的句子 （与女性性别刻板一致的句子，下

同）和 20 个隐含男性特质的句子（与女性性别刻板

不一致的句子，下同）中分别随机选出 10 个句子加

以配对，组成 10 个性别刻板一致句子—性别刻板不

一致句子配对，随机呈现在屏幕的两侧。②填充句子

对： 把剩余 10 个隐含女性特质的句子和 10 个隐含

男性特质的句子分别随机与 20 个填充句子加以配

对，组成 10 个性别刻板一致句子—性别刻板无关句

子配对和 10 个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性别刻板无

关句子配对，随机呈现在屏幕的两侧。
1.2.4 行为句子—探测点配对 ①实验句子—探测

点配对：将 10 个实验句子对中性别刻板一致和不一

致句子的呈现位置与探测点“×”的位置（“×”呈现在

屏幕的左侧或右侧，下同）随机配对（即实验配对），
其中包括 5 个性别刻板一致句子—探测点配对 （即

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在屏幕上呈现的位置与探测点呈

现的位置一致） 和 5 个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探测

点配对 （即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的呈现位置与探测

点呈现的位置一致）。 ②填充句子—探测点配对：将

20 个填充句子对与探测点“×”的位置随机配对（即

填充配对）。
1.3 实验过程

第一阶段，用 E-Prime 软件实现。实验程序采用

点探测注意搜索任务（dot-probe task paradigm）。 实

验开始前首先对被试加以指导。 指导语如下：
您好，本研究是一个有关印象形成的实验，实验

开始屏幕上会随机呈现一张男性或女性大学生的照

片 5s，请思考照片中大学生的特点和生活方式。 照

片消失后，屏幕的中央会出现一个“+”，请注视该符

号。之后屏幕的两侧将出现两个行为句子，句子消失

后，会有一个“×”出现在其中一个句子的位置。 如果

“×”出现在左边句子位置，请按“F”键，如果“×”出现

在右边句子位置，请按“J”键。
注意：请保持注意力集中，在符号呈现时尽量控

制眨眼，并且又对又快地按键反应。
如果理解上述说明，请按空格键继续！
实际上，对于所有的被试，计算机都会“选择”同

一幅典型女性大学生的照片， 以激活被试关于女性

大学生的性别刻板印象。照片消失后，计算机按照随

机顺序依次呈现 30 个行为句子配对， 每个句子对

呈现 3s，以确保被试有选择地注意屏幕两侧呈现的

行为句子[4]。 每个句子对呈现前，屏幕中央首先出现

一个注视点“+”，保证被试将注意力集中 在显示器

的中心，注视点呈现 500ms 后消失。 每个句子对消

失后，探测点“×”在其中一个句子中央的位置出现，
要求被试尽量快速且准确地判断探测点呈现在屏幕

的左侧，还是右侧。 如果“×”呈现在屏幕的左侧，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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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按键盘“F”键，如果在右侧，被试按“J”键。 被试做

出反应，“×”消失，下一测试立即开始[13]。 由计算机记

录其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测量了被试注意屏幕左侧

或右侧的程度。当被试注意特定目标时，他们对出现

在该位置的“×”的反应会更快，即反应时间越短。 为

使被试熟悉实验程序，正式实验开始前有两次练习，
采用 4 个练习句子随机配对作为练习材料。 实验材

料均以随机顺序呈现且没有重复。
第二阶段， 将被试单独置于一间安静的房间中

使用性别角色量表测量其性别图式化程度。 贝姆性

别角色量表共有 60 个人格特质词， 其中包括 20 个

男性特质词（男性化分量表）、20 个女性特质词（女

性化分量表）和 20 个中性特质词。 是目前使用较多

地区分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的工具[8，9]。 研究显示

该量表在中国具有较高水平的信度和效度 [14]。 使用

该量表测量被试图式化时， 首先根据中位数分类法

将被试分为男性化组（男性分量表得分高于中位数，
女性分量表得分低于中位数）、女性化组（女性分量

表得分高于中位数， 男性分量表得分低于中位数）、
双性化组 （男性分量表和女性分量表得分均高于中

位数）和未分化组（男性分量表和女性分量表得分均

低于中位数）。 本研究中，男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

量表平均分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4.40 和 4.93。 根据性

别图式理论， 其中男性化组中的男性和女性化组中

的女性属于性别图式化个体， 双性化组和未分化组

属于性别非图式化个体。 此外， 男性化组中的女性

和女性化组中的男性属于跨性别化个体， 性别图式

理论未对该类个体的图式化程度作任何假设， 因此

在本研究中删除该类个体。 最终， 本研究中图式化

被试和非图式化被试分别为 43 人（女生 24 人，男生

19 人）和 34 人（女生 19 人，男生 15 人），跨性别化

个体为 11 人（女生 5 人，男生 6 人）。

2 结 果

采用 ＳＰＳＳ13.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被试

的正确率都在 75%以上，故均为有效被试。 首先剔

除被试的错误反应数据， 然后删除平均反应时在 2
个标准差以外的极端数据， 最终删除数据占总数据

的 2.2%。
首先以被试性别为自变量， 以被试对实验句子

对中的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和不一致句子对应探测点

的平均反应时间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男性和女

性）×2（性别刻板一致性：性别刻板一致和性别刻板

不一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性别刻板一

致性主效应 显著，F(1，87)=7.826，P<0.01，被试 对 性

别刻板一致行为句子对应探测点的反应时（M=455，
SD=90） 显著短于对不一致行为句子对应探测点的

反 应 时 （M=468，SD=105）。 性 别 主 效 应 不 显 著，F
(1，87)=0.039，P>0.05。 性别与性别刻板一致性交互

作用不显著，F(1，87)=1.151，P>0.05。 上述结果表明，
被试的反应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故在以下的

统计分析中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为考察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注意偏

好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以被试对实验句子对中的性

别刻板一致句子和不一致句子对应探测点的平均反

应时间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图式：性别图式化和

非图式化）×2（性别刻板一致性：性别刻板一致和性

别刻板不一致）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性别

刻板一致性主效应显著，F (1，76)=7.232，P<0.01，被

试对性别刻板一致行为句子对应 探测点的 反应时

（M=455，SD=92）显著短于对不一致行为句子对应探

测点的反应时 （M=470，SD=110）。 性别图式与性别

刻板一致性交互作用（见附图）显著，F(1，76) =4.866，
P<0.05。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性别图式化个

体对性别刻板一致行为句子对应探 测点的反应 时

（M=454，SD=96）显著短于对不一致行为句子对应探

测 点 的 反 应 时 （M=481，SD=112），t (42)=3.843，P<
0.01； 而性别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行为句

子对应探测点的反应时（M=455，SD=89）与对不一致

行为句子对应探测点的反应时 （M=457，SD=108）不

存在显著差异，t(33)=0.308，P>0.05。性别图式主效应

不显著，F(1，76) =0.261，P>0.05。

附图 性别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

刻板一致信息和不一致信息的反应时间

3 讨 论

与已有研究一致 [3，4，6]，本研究发现，与性别刻板

不一致信息相比， 个体更倾向于注意性别刻板一致

信息。 这可能与性别刻板印象的过滤作用和性别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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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的维护机制有关。 按照图式过滤器模型[3]，性

别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具有过滤作用的心理图式，
该图式能够促进性别刻板一致信息的加工， 同时过

滤掉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 因此， 性别刻板印象的

激活不仅会促进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信息的注意，
也会降低对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的注意。此外，有关

维护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认知研究 也发现 [2]，在同

时呈现给被试性别刻板一致和不一致信息时， 被试

可能会减少对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的注意， 将注意

力集中在性别刻板一致信息上， 以积累更多符合性

别刻板印象的证据， 从而维护其性别刻板印象。 因

此，在本研究中，性别刻板印象促使个体更多地注意

性别刻板一致信息，以维护其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 本研究还发现个体的性别图式

在性别刻板印象对其注意偏好的影 响中起调节 作

用，具体表现为，在同时呈现性别刻板一致和不一致

信息时， 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注意性别刻板一

致信息， 而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信息和不

一致信息的注意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可能与性

别图式化个体和非图式化个体加工与性别有关的信

息时依据的标准不同有关： 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

于依据传统的性别维度来加工和搜索与性别有关的

信息， 而非图式化个体往往不以传统的性别维度为

依据，而是有另外的分类和组织标准 [8]。 这样，依据

标准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两类个体对性别有关信息加

工偏好的差异。如有研究发现，与性别图式不一致信

息相比， 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加工与其性别图

式一致的信息； 而非图式化个体对两类信息的加工

没有显著差异 [8]。 有关性别图式影响个体记忆的研

究也发现，为维护其性别图式一致性（schematic con鄄
sistency）， 图式化个体倾向于记忆与其性别图式一

致的信息，如果信息与已有性别图式相矛盾，个体可

能会遗忘甚至会歪曲这些信息， 将其转化为与其性

别图式一致的信息[15]。 与上述研究相一致，本研究发

现，在同时呈现性别刻板一致和不一致信息时，性别

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注意性别刻板一致信息而过滤

掉性别刻板不一致信息， 以维护其已有的性别刻板

印象； 而非图式化个体并不关注性别刻板一致信息

和不一致信息在性别维度上的差异， 对这两类信息

的注意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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