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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期望是教师在对学生知觉感受的基础上产

生的对学生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测性认知。1968年，

Rosenthal和 Jacobson首次提出并用实验证明了教师

期望效应的存在，他们认为，教师对学生发展的期望

差异，会无意识的影响对不同学生的关注程度，从而

造成学生之间的学业差距，这项影响巨大的实验开

创了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此后，世界各国科学家对教

师期望效应实质的探讨经久不衰[1]。Brophy和Good
构建了教师期望效应作用过程的五步模型，即“学生

特质—教师期望—教师行为—学生感知—影响学业”，

教师支持行为具体表现为教师根据其对学生行为表

现的期望而产生的帮助活动[2]。该模型认为教师因

学生自身的特质产生期望，由期望影响行为，学生感

知到这种行为引起内部心理变化，最终影响学业成

就，Brau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循环模型，认为学生的

表现会反过来影响教师期望，整个作用的过程是反

复循环的[3]。Weinstein以小学生为被试对上述模型

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儿童能较为稳定、有效的描述

所感知的教师支持行为，所持教师期望较高的学生

在课堂环境中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显著高于较低

的学生，从而证明了教师期望效应发生的关键在于

学生感知，也使得学生感知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

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 [4]。在此趋势之下，我国学者

刘丽红和姚清如曾用相关法初步验证了中国文化背

景下的教师期望效应，发现教师期望对学业成就的

影响是间接的，成就动机则是影响学业成就的直接

动因[5]，此后，我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师期望对成

就动机以及成就动机对学业成就的正向预测作用[6，7]。

丁蕙和屠国元更是将教师期望与期望价值理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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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提出“教师期望是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实

现的”，认为学生通过感知教师的行为而影响自身，

产生能够成功的信念（成功的可能性）和追求成功的

渴望（诱因值），进而影响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表

现在学业上，就能激发学习动机从而促进学业成

就 [8，9]。简而言之，学生通过感知教师行为，激发成

就动机，促进学业成就。

近年来，我国对教师期望效应的研究不断深入，

研究范围逐步增加，但“学生特质—教师期望—教师

行为—学生感知—转化动机—影响学业”的本质过

程依然存在问题[10]。首先，教师期望会产生对学生

有益的正效应和妨碍学生学习的负效应，故而教师

期望对学生学业成就的正向影响并不稳定，已有研

究既未能明确正效应发生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解释

为何教师的积极期望会令学生产生反感、对抗或不

予理睬的行为；其次，该模型对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

为转化成就动机影响学业成就作用过程的解释略显

单薄，感知教师支持行为的转化过程可能并非简单

线性的[8]；最后，该模型虽然强调了学生主体内部的

心理作用，但并不能有效的帮助教师针对学生内部

的心理变化指导教学，在应用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于上述这些问题，中国古老的智慧可以给予

一些启迪：知恩图报。感恩是指个体用认知、情感和

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

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西方文化中的感

恩核心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敬畏，而中国文化中的感

恩核心是对祖国、父母、师长的回报，青少年对生活

中重要他人的感激之情更多体现在他们努力学习并

取得学业成功方面[11]。近年来，感恩与学业成就的

关系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多项研究表

明，感恩可激发目标奋斗和追求，促进青少年的学校

参与，从而提高其学业成就[12-14]。

罗森塔尔的研究提出了教师期望作用的两个核

心中介变量情感和努力，但没有对教师期望本身进

行操作性定义。Brophy 与Good 通过对教师行为的

观察，认为教师期望通过教师支持行为表现出来，提

出了五步教师期望过程模型“学生特质—教师期望

—教师行为—学生感知—影响学业”[2]。五步模型

的前四步得到了很多研究的印证 [10，15]，即是说教师

期望作用首先会产生教师支持行为进而被学生感

知，然后才可能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影响。本研

究认为，在教师期望效应发生的过程中，感恩同样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恩的核心

是回报和奉献，懂得感恩的学生，才能够理解教师对

自身的辛苦栽培，才能理解教师的批评和惩罚是帮

助自身改正错误的必由之路，才能理解教师的表扬

是对自身努力的肯定和欣赏，从而饮水思源，激发动

机，努力学习；反之，不懂感恩的学生，会将教师的辛

苦当作无聊，会将批评和惩罚理解为歧视和敌意，会

将表扬作为讨好自己的手段和方式，从而恶性循环，

意志消沉，学业落后[16]。由此可见，感恩可能实际上

调节了感知教师行为和学业成就的关系，并通过成

就动机影响学业成就。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旨在探讨教师期望

作用五步模型第四步之后的心理过程，以感知教师

支持行为通过成就动机影响学业成就的中介模型为

基础，以感恩作为调节变量考察教师期望在何时影

响学业成就（如图1所示），并提出如下假设：①感知

教师支持行为对学业成就有正向的预测作用；②感

恩对感知教师支持行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具有

积极改善的调节效应；③感恩调节的感知教师支持

行为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

图1 感恩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示意图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选取某地区五所初级中学

的 1379 名青少年（平均年龄为 M=14.89 岁，SD=
0.97）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742（53.8%）人，女生

637（46.2%）人，初二年级 686（49.7%）人，初三年级

693（50.3%）人。

1.2 工具

1.2.1 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 采用 19个项

目的由Babad编制，欧阳丹和宋凤宁修订的教师行

为问卷，问卷涉及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感知到的教师

对其支持态度和行为，包含学习支持、情感支持、能

力支持三个维度，各维度分别包括9个题、6个题和4
个题[17，18]。以李克特五点量表的方式，要求被试从1
（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进行评定。计算所有

项目的均分，学生在问卷上得分越高，说明学生感知

到的教师在各方面给予的支持越多。本次测量的学

图1 感恩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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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89，用
Delta法估计的95%的置信区间为[0.88，0.90] [19]。

1.2.2 感恩问卷 采用6个项目的由McCullough等
编制，魏昶等修订的感恩问卷，要求青少年报告每个

项目与自身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20]。以李克特七点

量表的方式，要求被试从 1（完全不同意）到 7（完全

同意）进行评定，其中项目3和6为反向记分题。计

算所有项目的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感恩越

高。本次测量的感恩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76，用
Delta法估计的95%的置信区间为[0.74，0.78]。
1.2.3 成就动机量表 采用 30个项目的由Gjesme
和Nygard编制，叶仁敏和Hegtvet修订的成就动机量

表，测量初中生的成就动机，涉及追求成功的动机和

避免失败的动机两个分量表，各包括15个题[21]。以

李克特四点量表的方式，要求被试从 1（完全不符

合）到 4（完全符合）进行评定。计算追求成功的动

机与避免失败的动机差值，分数越高表示成就动机

越高。本次测量的追求成功动机分量表的合成信度

为 0.80，用Delta法估计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79，
0.82]；避免失败动机分量表的合成信度为 0.82，用
Delta法估计的95%的置信区间为[0.80，0.83]。
1.2.4 马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 采用 33个

项目的由Crowne和Marlowe编制，刘萃侠修订的马

洛-克罗恩社会赞许性量表，测量初中生社会赞许

性，并作为测量误差进行控制 [22，23]。如果被试对被

赞许的行为回答“是”，或对不被赞许的行为回答

“否”，则记“1”分，否则记“0”分。此量表由 33道题

目构成，其中 18道为正向题（被社会赞许的行为），

15道为负向题；得分的范围从0到33，分数越高，说

明被试的赞许需要越高。本次测量的马洛-克罗恩

社会赞许性量的合成信度为0.75，用Delta法估计的

95%的置信区间为[0.73，0.77]。
1.2.5 学业成就 将某地区初二、初三年级学生最

近一学期期末统考总分以年级为单位转化为标准

分，作为测量其学业成就的指标。

1.3 施测过程

考虑到上次考试成绩可能会影响教师对不同成

绩学生的关注度，进而影响学生对教师支持行为的

感知。在征得学校领导和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

以班级为单位在开学初第一周进行团体施测，尽可

能确保学业成绩与问卷调查结果获取时间上的同步

性。主试为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调查前

向被试说明问卷内容将严格保密，问卷结果仅做科

学研究之用，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要求认真、独立作

答。被试完成全部问卷约需15分钟，所有问卷当场

回收，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1450份，回收有效问卷

1379份，回收率为95.1%。

1.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Mplus 7.0和Excel 2013进行数

据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社会赞许性是降低研究效度的重要因素，故本

研究将社会赞许性作为控制变量，计算其余研究变

量的偏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感恩、成就动机与学业成就的正向相关均达显著水

平，说明三者都是影响初中生学业成就的积极因

素。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共有 26个未旋转因

子特征根大于 1 且第一因子仅能解释总变异的

10.99%，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

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感知教师支持行为和学业成就的关系：有中

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2.2.1 测量模型的有效性检验 侯杰泰等认为，当

测验信度在0.7至0.9之间时，使用显变量分析与潜

变量分析相比会低估效应[24]。为了较准确的对效应

进行估计，本研究使用无均值结构的潜变量结构方

程模型进行检验[25]。首先建立测量模型，使用平衡

法建立各变量的测量指标，如表2所示，本研究各用

三个指标来分别估计感知教师支持行为、感恩、成就

动机和社会赞许性，以标准化的期末成绩为单一指

标估计其学业成就（固定误差方差为 0），除学业成

就外各测量指标与对应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75
和0.89之间，均为显著的高相关，说明测量指标能够

较好代表研究变量。为估计调节效应的标准化解，

先将各测量指标转换为标准分数，之后用标准化测

量指标估计相应潜变量建立测量模型，Mplus分析

结果表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χ2/df=3.67；TLI=0.97；
CFI=0.98；RMESA=0.04；SRMR=0.03），模型所估计

潜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与显变量分析一致，结果如表

3，可进一步建立结构模型。

表1 各变量间偏相关分析表

注：样本容量n =1379；***P<0.001；控制变量为社会赞许性。

变量

1.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2.感恩

3.成就动机

4.学业成就

M
3.21
5.16
4.70
0.00

SD
0.59
0.77

11.12
1.00

1
-

0.29***
0.23***
0.26***

2

-
0.14***
0.29***

3

-
0.1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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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测量指标与研究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所有相关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3 估计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除0.02不显著外，其余相关系数均在0.01水平上显著。

注：*P<0.05，***P<0.001，其余边缘显著

图2 标准化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图3 感恩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2.2.2 结构模型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 结合叶

宝娟和温忠麟建议的分析程序，使用Mplus直接对

全模型进行检验[26，27]。以X表示自变量感知教师支

持行为，U表示调节变量感恩，UX表示感恩调节感

知教师支持行为的效应项，W表示中介变量成就动

机；Y表示因变量学业成就；S表示控制变量社会赞

许性，做如下分析：

（1）做W对X，U，UX和 S的回归，即W=a0+a1X+
a2U+a3UX+k1S+e1（1）

（2）做Y对X，U，UX，W和 S的回归，即Y=c’0+
c’1X+c’2U+c’3UX+b1W+k2S+e2（2）

若上述两个方程满足下列条件，则有中介的调

节效应显著：

1. 若方程（1）中 a3和方程（2）中 b1均显著，则说

明W在UX与Y关系中的间接效应显著。

2. 检验方程（2）中 c’3的显著性，若 c’3显著且

a3b1与 c’3同号，说明U对X与Y关系的直接调节效

应显著，W在UX与Y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报

告中介效果量a3b1/c’3。

结果表明，研究模型拟合良好（χ2/df=4.21；TLI=
0.95；CFI=0.96；RMESA=0.05；SRMR=0.03）。图 2显

示了校正交互项系数后的研究模型标准化解，感知

教师支持行为X对成就动机W（a1=0.18，t=5.38，P<
0.001）和学业成就Y（c’3=0.18，t=5.37，P<0.001）有正

向的预测作用；感恩U对感知教师支持行为X和学

业成就Y的关系有直接调节作用（c’3=0.16，t=4.13，
P<0.001）；这种调节效应UX还通过成就动机W对

学业成就Y产生影响，成就动机W起部分中介作用

（a3=0.09，t=2.17，P<0.05；b1=0.10，t=2.46，P<0.05；a3b1
与c’3同号），中介效果量为a3b1/c’3=0.06。

为解释调节效应，采用图 2中的标准化回归系

数，将回归方程（1）、（2）联立，分别取感知教师支持

行为和感恩正负一个标准差值绘制感知教师支持行

为与学业成就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图。如图3
所示，对于感恩水平较低的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积极预测学生学业成就的效果较低；而对于感恩水

平较高的学生，感知教师支持行为能够很好的正向

预测学生的学业成就。

3 讨 论

3.1 教师期望作用的实质

建构主义心理学家Biggs认为，好的学习不是被

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建构。学习是在学习主体与

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教师期望效应是教

师客体行为影响在学生主体认知和情感层面的体

现，必然受到主体内因素的调节[28]。本研究发现，感

恩对感知教师支持行为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具有

积极改善的调节效应，这种调节效应通过成就动机

的中介作用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Cantor等认为教

师期望是教师在对学生认识的基础上，对学生的未

来行为或学业成就所做的判断[29]。然而，教师的主

观判断如何会对学生的客观成绩产生影响呢？

本研究认为，首先，教师期望会影响教师对学生

的教导方式，这使得学生在不同程度上能感知到教

师对自身的支持行为[15，17]。其次，多项研究表明，学

研究变量

1.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2.感恩

3.成就动机

4.社会赞许性

5.学业成就

1
-

0.23
0.24
0.16
0.23

2

-
0.14
0.13
0.21

3

-
0.26
0.12

4

-
0.02

5

-

研究变量

1.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2.感恩

3.成就动机

4.社会赞许性

5.学业成就

item1
0.88
0.84
0.88
0.75
1.00

item2
0.89
0.86
0.87
0.87
-

item3
0.77
0.83
0.84
0.83
-

图3 感恩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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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行为会影响其在学业上的成就

动机，进而对学习产生持久影响 [5]。感恩如何调节

感知教师支持行为与成就动机之间的关系呢？在当

前的教育环境下，学生集体完成任务的机会减少，成

功体验的个体化取代了成功体验的集体化，学生对

成功的归因很大程度上是归于个人的努力而不是团

体的努力，其对外在支持的感恩水平也必然下降[16]。

成功体验个体化的学生虽然感知到教师支持行为较

多，由于其外感恩水平低，其成就动机未必被完全激

发，而成功体验集体化的学生无论教师支持行为多

少，由于其外感恩水平高，其成就动机可能会被不断

激活。最后，感知教师支持行为通过转化成就动机

影响学业成就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线性的，而是受感

恩调节的。本研究认为，当学生的感恩水平较低时，

即便感知教师支持行为较高，由于学生自身很难理

解教师支持行为的有益性，依然容易产生与教师对

抗的心理，甚至自甘堕落，认为自己没有可能获得好

的成绩，学业成功对自身也没有意义，从而恶性循

环，导致学业滞后，依据期望价值理论 [8]，此时学生

产生的成就动机很低，感知教师支持行为并不能通

过成就动机影响学业成就；反之，当学生的感恩水平

较高时，学生能够理解教师的良苦用心，从而发自内

心地接受教导，产生能够成功的信念和追求成功的

渴望，在学业上获得较高的成就动机从而努力学习，

使教师期望效应最终得以实现，进入下一个循环。

简单来说，本研究将“学生特质—教师期望—教

师行为—学生感知—转化动机—影响学业”的教师

期望效应模型扩展为“学生特质—教师期望—教师

行为—学生感知—知恩图报—转化动机—影响学

业”，研究证明了存在被感恩调节的感知教师支持行

为通过成就动机的中介对学业成就产生影响的作用

过程。

3.2 感恩对学业成就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感恩对学业成就有正向的预测作

用，这与文超等和叶宝娟等的结论相一致 [11，14]。然

而，不同的是，本研究的重点并非考察感恩对学业成

就的直接关系，而是考察感恩这种心理品质在教师

期望效应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在教师期望效应的作

用过程中，感恩为什么会起到积极改善的调节作用，

而不是中介作用或者是被感知教师支持行为中介

呢？首先，感恩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从幼

年时期开始形成，虽然在学校教育环境中得到进一

步深化，但这种深化却根源于学生已有的感恩特质，

此外，在教师期望效应的过程中，对教师支持行为的

感知被教师支持行为所限制，当教师支持行为较多

时，感恩高的学生感知的较多，但当教师支持行为较

低时，感恩对感知的预测效力也随之消失，因此，即

便感恩与感知教师支持行为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却

也不能证明感恩越高，感知越多，内因感恩更不可能

通过外因感知教师支持行为来影响学业成就[16]。其

次，反过来说，虽然外因感知教师支持行为可以通过

内因感恩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个影响是有条件的，只

有当教师支持行为较多时，感知教师支持行为才能

通过感恩影响学业成就，如果教师支持行为较少，感

知教师支持行为必然减少，感恩则保持相对稳定，此

时感恩不能起到中介作用，因此，感知教师支持行为

通过感恩影响学业成就的关系是不稳定、不准确

的。最后，感恩与感知教师支持行为是两个较为独

立的变量，是预测学业成就的两个不同方面，若将两

者以高低分组，则存在四种组合。不难发现，只有既

懂得感恩，又能感知到较多教师支持行为的学生，才

能最多的转化成就动机，进而取得最好的学业成就；

不懂得感恩，即便感知到较多的教师支持行为，也很

难取得较好的学业成就；若是既不懂得感恩，又没能

感知到教师支持行为，那其学业失败的结局也是可

想而知的了。

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恩品质与青少年对集体、父

母以及教师的回报连在一起，因此感恩的培养就需

要教师的言传身教，这就提示教育者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除了充分利用学生的感恩品质促进学生将感知

教师期望转化为成就动机，也应注意如何在教学活

动中渗透感恩教育。新世纪我国的青少年群体独生

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由于物质的相对富足，再加上在

幼儿期中缺少必要的竞争，儿童对他人所提供的物

质和精神帮助的感恩程度较之前的群体较弱，未来

的研究需要将青少年的感恩品质与国内外同类群体

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感恩的现状和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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