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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个体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有意图特质推理中的调节作用。 方法：从某高校选取 243 名

大学生，利用 Bem 性别角色量表筛选出性别图式化被试 86 人，非图式化被试 117 人，比较两组被试的有意图特质推

理受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的情况。 结果：对于性别图式化个体来说，性别刻板印象没有促进他们对刻板一致行为的有

意图特质推理，却促进了他们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对于性别非图式化个体来说，性别刻板印象既

不影响他们对刻板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也不影响他们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结论：性别图

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有意图特质推理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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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intentional trait
infer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schematicity. Methods: The Bem Sex Role Inventory was administered to
243 undergraduates to categorize them into gender-schematics(n=86) and gender-aschematics(n=117). Results: For gen-
der-schematic participants,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they made stronger intentional trait inferences for gender stereotype-
inconsistent behaviors. It suggested facilitatory effects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intentional trait inferences from stereotype-
inconsistent behaviors for gender-schematics. However, none of these effects were observed in gender-aschematic partici-
pants. It implied that gender stereotypes didn’t influence the intentional trait inference processes for gender-aschematic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a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schematicity in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stereotypes on par-
ticipants’ intentional trait inferences from actors’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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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推理是指观察者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断其

特质的过程。 如，根据行为者的助人行为推断他/她
是“善良的”。特质推理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

外显认知加工过程，也可能是一个自动化的、无意识

的内隐认知加工过程，前者被称为有意图特质推理，
后者被称为自发特质推理[1]。 其中，有意图特质推理

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例如，在招聘、
择友等人际交往过程中， 人们都会有意留意对方的

言行举止，并据此推断其人格特质，从而做出相应的

判断与决策。 由于有意图特质推理对人们的社会生

活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关注的

重要问题之一[1，2]。

近几十年来， 研究者对个体有意图特质推理进

行了一系列探讨 [2，3]。 研究过程中，一般先给被试呈

现一些描述行为者行为的句子 (如， 那个人很会绣

花)， 然后要求被试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断其特质

(如，是否灵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都只关注

行为者的行为信息，却忽略了行为者的性别信息。研

究发现， 行为者的性别信息会激活相应的性别刻板

印象， 而性别刻板印象又影响人们对行为者行为的

社会判断 [4]。 有些研究者指出，由于刻板一 致行为

(如，女人很会绣花)与人们已有的刻板印象相符，因

而会引发人们更多的关注[5]。 在他们看来，性别刻板

印象会促进人们对刻板一致行为的判断； 而另外一

些研究者指出，相对于人们已有的刻板印象来说，刻

板不一致行为(如，男人很会绣花)是一种新异刺激，
因而会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力[6]。 根据他们的观点，
性别刻板印象会促进被试对刻板不 一致行为的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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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由此可见，对于性别刻板印象会促进人们对刻板

一致行为还是刻板不一致行为的判断， 不同研究者

持不同观点。从理论上分析，有意图特质推理作为社

会判断的一部分， 应该也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

响。 但这种影响模式如何？ 性别刻板印象会促进被

试从刻板一致行为还是刻板不一致行为推断特质？
鉴于目前国内外对该领域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本

研究拟通过实验手段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对有意图特

质推理的影响。
性别图式是个体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一套固定的

观点和期望 [7]。 研究发现，与非图式化个体相比，性

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根据大脑中储存的性别图式

进行信息加工[8]。 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刻板化现象根

源于性别图式化加工， 越倾向于根据性别图式加工

信息的个体，刻板化程度越高。 因此，性别图式化个

体的性别刻板印象往往更强烈、 更僵化。 据此可推

断，与非图式化个体相比，性别图式化个体的有意图

特质推理可能更容易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也就

是说， 性别图式可能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有意图

特质推理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鉴于此，本研究拟通

过比较性别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有意图特质推理

受性别刻板印象影响的差异， 推断性别图式在性别

刻板印象影响有意图特质推理中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某普通高 校选择 243 名大 一学生参加 本 研

究，其中男生 100 人，女生 143 人。
1.2 材料与工具

特质句子： 从考察特质推理的已有研究中选取

6 个男性特质句子 (即反映男性特质的行为句子)和
6 个女性特质句子(即反映女性特质的行为句子)[4，9]。
实验材料举例如下：

有研究指出，标签“男人”或“女人”会激活人们

关于男性或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而“人”并不激活

特 定 的 性 别 刻 板 印 象 [4]。 鉴 于 此，本 研 究 拟 将“男

人”、“女人”和“人”三个标签分别与每个特质句子进

行组合，形成性别刻板一致、性别刻板不一致和性别

刻板中性特质句子各 12 个。 例如，将三个标签分别

与特质句子“动不动就掉眼泪”配对，可组成性别刻

板一致特质句子“那个女人动不动就掉眼泪”、性别

刻板不一致特质句子“那个男人动不动就掉眼泪”和

性别刻板中性特质句子 “那个人动不动就掉眼泪”。
以被试对性别刻板中性句子的有意图特质推理为基

线， 分别将被试对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和性别刻板不

一致句子的有意图特质推理与基线条件进行比较，
推断性别刻板印象对有意图特质推理的促进或阻碍

作用。 基于理论的分析[4]，如果被试对性别刻板一致

或不一致句子的特质推理强于(或弱于)对性别刻板

中性句子的特质推理，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促进(或
阻碍)了个体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把三种特质句子呈现给 36 名大学生，要求他们

采用 7 点量表评定每个特质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

人们的性别刻板印象(1-7 代表“非常不符合-非常

符合”)。 结果发现，性别刻板一致特质句子最符合人

们的性别 刻 板 印 象 (M=6.07，SD=0.39)，性 别 刻 板 不

一致特质句子(M=2.70，SD=0.42)最不符合人们的性

别刻板印象，性别 刻板中性特 质句子 (M=4.08，SD=
0.35)居中。 配对 t 检验表明，被试对三种特质句子的

评定分数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s<0.001)。 说明本研究

对三种特质句子的操纵是有效的。
Bem 性 别 角 色 量 表 (Bem Sex Role Inventory，

BSRI)：该量表是考察个体性别图式化程度的常用工

具，由 60 个人格特质词构成，包括 20 个男性特质词

(构成男性分量表)、20 个女性特质词(构成女性分量

表)和 20 个中性特质词(构成中性分量表)。 BSRI 要

求被试采用 7 点量表自评这 60 个特质词在多大程

度上反映了自己的特征(1-7 代表“完全不能反映-
完全能反映”)。 研究证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9，10]。
1.3 实验过程

1.3.1 电脑测验阶段 采用特质评定法考察个体有

意图特质推理 [1，3]。 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一个

特质句子(如，那个男人动不动就掉眼泪)，要求被试

在阅读特质句子的过程中有目的、 有意识地推断行

为者的特质 [1]。 如果被试感觉可以对行为者的特质

做出判断，则按空格键。随后会在屏幕上呈现一个反

映该句子中行为者特质的 7 级评定量表 (如，1 非常

不爱哭、2 比较不爱哭、3 有点不爱哭、4 不确定、5 有

点爱哭、6 比较爱哭、7 非常爱哭)， 被试输入相应的

数字对行为者进行特质评定。 接着呈现下一个特质

句子，要求被试按相同的方式进行反应。 36 个特质

句子及其对应的 7 级特质评定量表以 随机顺序呈

现。 电脑自动记录被试输入的数字。 正式实验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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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 3 个练习材料让被试熟悉实验过程。
1.3.2 量表填写阶段 被试完成电脑测验阶段的任

务后， 在 2 名主试的指导下填写 Bem 性别角色量

表。

2 结 果

2.1 性别刻板印象对有意图特质推理的影响

为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对被试有意图特质推理的

影响，以特质句子类型(性别刻板一致句子，性别刻

板中性句子和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为自变量，以被

试对三种特质句子中的行为者进行特质评定的分数

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

现 ， 句 子 类 型 主 效 应 显 著 ，F (2，241)=16.046，P<
0.001。 平均数多重比较表明，被试对性别刻板一致

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评定(M=6.13，SD=0.40)与对性

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的评定(M=6.19，SD=0.50)
无显著差异，P>0.05。 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并没有

促进被试从刻板一致行为(如“那个女人动不动就掉

眼泪”)推断特质(如“爱哭的”)。 但是，被试对性别刻

板不一 致句子中行 为者的特质 评定 (M=6.33，SD=
0.59) 显著高于对性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的评

定，P<0.01。 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促进了被试从刻

板不一致行为(如“那个男人动不动就掉眼泪”)推断

特质(如“爱哭的”)。

6.60

6.50 性别刻板一致句子

6.40 性别刻板中性句子

6.30 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

6.20

6.10

6.00
性别图式化 性别非图式化

附图 性别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对三种

特质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评定分数

附表 被试对三种特质句子中的行为者

进行特质评定的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2.2 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有意图特质推

理中的调节作用

Bem 提出的中位数分类法是划分性别图式化和

非图式化个体的常用方法 [8，9，11]。 首先将 243 名被试

分为四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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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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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化组中的女性和女

性化组中的男性既不属于图式化个体也不属于非图

式化个体， 因此本研究中删除了这部分被试 (共 40
人，包括 13 男，27 女)。 统计表明，本研究包括性别

图式化被试 86 人(37 男，49 女)，非图式化被试 117
人(50 男，67 女)。

为考察性别图式在性别刻板印象影响有意图特

质推理中的调节作用， 以被试对三种特质句子中行

为者的特质评定分数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图式化

程度：图式化和非图式化)×3(特质句子类型：性别刻

板一致句子， 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和性别刻板不一致

句子)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性别图式化

程 度 和 特 质 句 子 类 型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见 附 图 )，F
(2，200)=5.778，P<0.01。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性别图

式化个体对三种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评定存在显著

差异，F(2，84)=30.730，P<0.001。 具体来说，性别图式

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句子中行为 者的特质评 定

(M=6.18，SD=0.36)与对性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

的评定(M=6.23，SD=0.49)无显著差异(P>0.05)。 这说

明， 性别刻板印象并没有促进图式化个体从刻板一

致行为推断特质。但是，性别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

不一致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评定(M=6.53，SD=0.44)
显著高于对性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的评定 (P<
0.001)。 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促进了性别图式化个

体从刻板不一致行为推断特质。值得注意的是，性别

非图式化个 体对性别刻 板一致句子 (M=6.12，SD=
0.41)、性 别 刻 板 中 性 句 子 (M=6.17，SD=0.51)和 性 别

刻板不一致句子(M=6.23，SD=0.68)中行为者的特质

评定不存在显著差异，F(2，115)=1.946，P>0.05。 这说

明性别刻板印象不影响非图式化个体的有意图特质

推理。
为深入揭示性别刻板印象对性别图式化组中哪

一类个体有意图特质推理的影响更大，进行 3(男性

化组中的男性， 女性化组中的女性和非图式化)×3
(性别刻板一致句子、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和性别刻板

不一致句子)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附表)发
现，被试类型和特质句子类型交互作用显著，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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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P<0.05。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男性化组中的男

性和女性化组中的女性对三种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

评定表现出完全一致的趋势， 即对性别刻板一致句

子和性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的评定均无显著差

异(Ps>0.05)，对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中行为者的特

质评定均显著高于对性别刻板中性句子中行为者的

评定(Ps<0.001)。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化组中的男性和

女性化组中的女性均属于性别图式化个体， 因而他

们对于性别相关信息的加工表现出了相同的特点 [11]；
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句子、 性别刻板中性

句子和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中行为者的特质评定不

存在显著差异，F(2，115)=1.946，P>0.05。

3 讨 论

对于社会刻板印象对信息加工的影响， 一直以

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过滤器模型” 指出，
由于刻板一致信息与人们头脑中已有的社会刻板印

象一致，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加工刻板一致信息，以节

省认知资源。也就是说，社会刻板印象会促进人们对

刻板一致信息的加工[12]。 “联想网络模型”认为，为了

解决刻板不一致信息带来的认知冲突， 人们会将大

量认知资源用于加工刻板不一致信息。因而，社会刻

板印象会促进人们对刻板不一致信息的加工 [13]。 本

研究发现， 性别刻板印象并没有促进被试对刻板一

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但是却促进了他们对刻

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这在很大程度上

支持了刻板印象的“联想网络模型”。有研究者提出，
当个体有意识地根据他人行为信息形成关于他人的

印象时，社会刻板印象作为背景会反衬、凸显与之不

一致的行为信息，使人们更加关注刻板不一致信息，
并对之进行更深层次的编码。因此，刻板不一致信息

隐含的深层含义(如特质含义)会得到更强地激活 [9]。
由此可见，与本研究一致，该理论观点也认为社会刻

板印象会促进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

推理。还有研究者指出，相对于人们认知结构中已有

的刻板印象来说， 刻板不一致信息就是一种新异刺

激，因而会吸引人们更多的注意，引发人们对刻板不

一致信息的精加工 [6]。 这也可能导致性别刻板印象

促进人们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只

影响性别图式化个体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却不影响

非图式化个体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这说明性别图式

在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有意图特质推理的影响中起

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 其一，性别

图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信息加工的特点不同。 研究

表明，与非图式化个体相比，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

于将性别作为社会判断的依据， 因而他们对性别信

息更敏感[14]。 在本研究中，当行为者行为与性别刻板

印象不一致时， 性别图式化个体可能更容易注意到

这种矛盾冲突， 并且花费大量认知资源用于解决这

种认知不协调。因此，性别刻板印象促进了性别图式

化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特质推理。其二，性别图

式化和非图式化个体性别刻板印象 的灵活程度 不

同。 儿童和成人大脑中都储存着一些关于性别的图

式。与非图式化个体相比，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

依据这些图式对性别相关信息进行加工。 有研究指

出，越倾向于根据性别图式进行信息加工的个体，刻

板化程度越高。因此，性别图式化个体的性别刻板印

象往往更僵化、更不灵活。 这就导致本研究中，性别

图式化个体的有意图特质推理受到了性别刻板印象

的影响。 与本研究相一致，有研究发现，性别刻板印

象影响性别图式化个体的社会判断， 却不影响性别

非图式化个体的社会判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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