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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是一个人稳定的内部心理特点，可以概括、

预测和解释其行为。特质推理是指个体基于一个人

的特质信息预测、推断其未来的反应[1]，逐渐发展的

特质推理能力对于儿童成功的社会生活是极为重要

的 [2，3]。近二、三十年来，儿童特质推理的研究已成

为西方心理学界关于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课题，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众多

研究者主要采用预测研究的范式，探讨儿童是否依

据已有特质信息预测他人的行为或心理反应，即是

否依据已有特质信息进行特质推理 [4，5]。这类预测

研究的范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特质特性—

特质特性”预测，即提供给儿童行为者的特质特性信

息（与特质相关的行为、动机或意图等），然后要求儿

童预测这一特质的新特性。如，提供给儿童的信息

是行为者在家里经常帮妈妈干家务活，然后让儿童

预测行为者在学校里能否帮助同学做值日；另一类

是“特质范畴—特质特性”预测，即提供给儿童有关

行为者的特质标签（即特质范畴），然后要求儿童预

测行为者在新情境中的反应（即特质特性）。如，提

供给儿童的信息是行为者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让

儿童预测行为者能否帮助其他同学做值日。

从已有的有关儿童特质推理的研究看，不同研

究者采用不同的预测方法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早

期使用“特质特性—特质特性”预测方法进行的研究

发现，年幼儿童不能利用特质特性信息预测行为者

的特质特性，直到 8岁以后儿童才开始比较稳定地

运用行为者的特质特性信息预测其未来的特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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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trait inferences under three informa⁃
tion conditions(trait category information, trait property information and trait category/property information). A total of 96
children from three age groups(5, 7, and 9 age)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he major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①As a whole,
the score on the positive trait inference was higher on the negative trait. ②9-age group got higher prediction scores than 5-
age group under the trait category condition.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age groups under
the other two conditions. ③Under trait category and trait property conditions, children from three age groups mainly pro⁃
cessed trait inferences based on the given information. However, under the trait category/property condition, children at 9
years tended to make trait inferences on the basis of trait category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trait property information, while
children at 5 and 7 years old did not show this trend. Conclusion: Under trait property information condition,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ference score between three age groups. However, under trait category information condition,
compared with children at 5 and 7 years old, children at 9 years old were more likely to make appropriate trait inferences
and regard trait category information as the basis of i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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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达到对行为者特质特性的一致性认识[6，7]。但

后来的研究者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发现年幼儿童

就已经能够利用特质特性信息推理行为者的新特质

特性，且这种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8-10，1]。

有研究者指出，从特性到特性的范式要求儿童

做出的推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过程：首先从特质特

性推理到特质范畴，再从特质范畴推理到另一特质

特性，这实际上增加了儿童推理的难度。例如，Liu
等的研究[11]就发现，年幼儿童能够依据行为者的特

质范畴信息预测其未来的行为，但尚不能依据行为

者的特质特性信息预测其未来的行为。故有研究者

使用“特质范畴—特质特性”预测方法考察儿童的特

质推理，且较为一致地发现，年幼儿童与年长儿童都

能够用特质范畴信息预测故事人物的特质特性，但

年长儿童的特质预测比年幼儿童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11，12]。

应当指出的是，以往有关儿童特质推理的研究

要么采用“特质特性—特质特性”的预测方法，要么

采用“特质范畴—特质特性”的预测方法，鲜有研究

者综合考察在既提供特质特性信息又提供特质范畴

信息的条件下儿童的特质推理情况。鉴于此，本研

究拟在前两种信息条件的基础上，设立第三种特质

信息条件，即特质范畴/特质特性条件（既提供特质

范畴信息，又提供特质特性信息），以进一步考察儿

童在不同特质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情况。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预测研究范式考察儿童

的特质推理研究中，儿童可能依据不同的信息做出

恰当的预测。Heyman等[4]指出，儿童由行为者过去

行为预测其未来行为，也许仅仅是因为行为之间的

相似性，并没有做出基于特质范畴的推理。也有研

究者指出，儿童可能根据行为者过去行为情境和未

来行为情境之间的相似性做出恰当的行为预测，也

可能依据过去行为和未来行为在概念上的相似性

(如发现作业中的小错误和准备好各种颜色的画笔

均是以“细心”为特征)做出恰当的行为预测，等等
[13]。然而，以往有关儿童特质推理的研究大都没有

要求儿童说明他们做出特质推理的依据。故有研究

者认为，应该让儿童在做出特质推理后进一步说明

其特质推理的依据，这有助于研究者更深入、细致地

了解儿童的特质推理 [2]。鉴于此，本研究在儿童做

出预测后，要求儿童说明他们做出特质推理的依据，

以更加细致地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特质推理情

况。

已有的研究发现[1，11，12]，在 5-10岁期间，儿童的

特质推理能力不断发展。5岁的儿童就已经具备一

定的预测能力，7、8岁以后儿童能够比较稳定地利

用特质相关信息进行行为预测，9、10岁左右基本达

到成人水平。鉴于此，本研究以5岁、7岁、9岁儿童

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三种不同特质信息条件，考察

5-9岁儿童特质推理的发展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济南市一所幼儿园和小学选取96名儿童，其

中 5岁组 32人，7岁组 33人，9岁组 31人，平均年龄

分别为5.30岁、7.39岁、9.69岁。每个年龄组的被试

随机分配在三种信息条件中，分别为特质范畴信息、

特质特性信息、特质范畴/特性信息条件，每种信息

条件中的男女基本各半。

1.2 测验材料

选取 6对特质故事及相应图片为测验材料，每

对特质包括一个积极特质和一个消极特质。6对特

质分别为聪明-不聪明、善交往-不善交往、诚实-不
诚实、大方-小气、细心-粗心和大胆-胆小。特质范

畴信息条件中的故事只提供行为者的特质范畴信

息，特质特性信息条件只提供行为者的特质特性信

息（具体的行为），特质范畴/特性信息条件既提供行

为者的特质范畴信息又提供特质特性信息。每个特

质故事后均有 2个问题，让被试对行为者在新情境

中的反应进行预测，并说明自己预测的依据。每个

预测问题都是呈现给被试两种相反的反应，让被试

加以选择，从而考察被试是否利用行为者先前的特

质信息预测其未来的反应。各组测验材料中的特质

故事随机排列，以消除实验的顺序效应。

1.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个别施测的方法。主试以随机顺序

向每个被试讲述12个特质故事，同时呈现相应的故

事图片，每个故事讲完后都让被试预测行为者在新

情境中的反应，并让被试详细说明自己作出预测的

依据。

1.4 计分方法

对儿童的预测采用两种计分方法。第一种计分

方法是以单个特质为计分单位，即儿童对每一特质

的每一问题回答正确，计1分，回答错误，计0分；第

二种计分方法是以成对特质为计分单位，当儿童对

成对特质中的同一个问题回答均正确，计 1分，反

之，计0分。

在本研究中，我们把儿童特质推理的依据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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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①特质范畴：儿童依据行为者的特质范畴信息

预测，如“因为他聪明，他能搭好”，“他诚实，他就承

认”。②特质特性：儿童根据行为者的特质特性信息

预测，如“他拼图拼得又快又好，他就高兴”，“他在幼

儿园里总是交不上几个朋友，所以他就交不上几个

朋友”。③其他：儿童根据与行为者的特质信息无关

的因素预测，如“老师会批评他，他就害怕”，“她爸爸

妈妈不在家，他就害怕”。

2 结 果

对本研究的有关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发现，儿

童的特质推理不存在性别差异，故在以下的统计分

析中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2.1 儿童对积极特质和消极特质的推理比较

我们以单个特质为计分单位，考察儿童对积极

特质和消极特质的推理情况。以特质效价（积极与

消极特质）为被试内变量，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对

儿童的特质推理成绩进 3（年龄组：5岁组 vs.7岁组

vs.9岁组）×2（效价：积极特质词vs.消极特质词）的两

因素混合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特质效价与年龄

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05，但特质效价与年龄的

交互作用显著，F(2，93)=3.75，P<0.05。进一步的统

计分析发现，5岁组和7岁组儿童对积极和消极特质

的推理成绩无显著差异，Ps>0.05，9岁组儿童对积极

特质的推理成绩显著高于对消极特质的推理成绩，t

(30)=2.53，P<0.05。这说明在 5-9岁期间，随着年龄

的增长，儿童更可能进行积极的特质推理。

2.2 不同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的比较

上述分析发现9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受特质效

价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以成对特质为计分单位的

方法比较儿童在不同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情况。

以儿童的年龄和三种信息条件为被试间变量，以儿

童的特质推理成绩为因变量进行3（年龄：5岁组vs.7
岁组 vs.9岁组）×3（信息条件：特质特性条件 vs.特质

范畴条件vs.特质范畴/特质特性条件）的两因素被试

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F

(2，87)=1.00，P>0.05，信息条件的主效应显著，F(2，
87)=4.80，P<0.05，信息条件与年龄的交互作用近似

显著，F(4，87)=1.97，P＝0.105。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特质特性和特

质范畴/特性条件下三个年龄组儿童的特质推理成

绩没有明显差异，而在特质范畴条件下，9岁组儿童

的特质推理成绩显著高于5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成

绩，t(21)=2.245，P<0.05，这说明在特质范畴条件下

儿童的特质推理成绩会有发展性提高。另外，对于

5岁组和7岁组儿童来说，儿童在三种信息条件下的

特质推理成绩无显著差异，而 9岁组儿童在提供特

质范畴信息的条件（包括特质范畴和特质范畴/特性

条件）下特质推理成绩显著高于特质特性条件下的

特质推理成绩，ts>3.7, P<0.001。

附图 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成绩交互作用图

附表 三种特质信息条件下儿童两

种特质推理依据的使用百分比(%)

2.3 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依据的比较

对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依据进行的非

参数检验表明，从总体上看，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的

特质推理依据存在显著差异，χ2=544.91，P<0.001。
由附表可知，在特质范畴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

的主要依据是特质范畴信息(占总人次的 55.05%)，
在特质特性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的依据主要是

特质特性信息(占总人次的63.61%)，而在特质范畴/
特性信息条件下儿童将特质范畴信息或特质特性信

息作为其推理依据的人次基本相当（分别占总人次

的44.63%和42.86%）。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三个年龄组儿童在三种信息

条件下特质推理依据的情况。经非参数检验表明，5
岁组、7岁组和9岁组儿童在三种信息条件下的特质

推理依据均存在显著差异(χ2=145.98，χ2=212.21，χ2=
247.21，Ps<0.001)。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特质范畴

（或特质特性）信息条件下，三个年龄组的儿童都是

更多依据特质范畴（或特质特性）信息进行特质推

理；在特质范畴/特性信息条件下，5岁组和7岁组儿

童以特质范畴信息和特质特性信息作为特质推理依

据的人次基本相当，但 9岁组儿童更多地把特质范

畴信息作为推理的依据。

6

7

8

9

10

11

12

5岁组 7岁组 9岁组

平
均

值

范畴
条件

特性
条件

范畴/
特性
条件

5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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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特质范畴条件

特质范畴

36.11
64.19
66.13
55.05

特质特性

22.53
15.20
26.77
21.61

特质特性条件

特质范畴

4.59
2.72
5.38
4.15

特质特性

59.63
69.26
60.99
63.61

特质范畴/特性条件

特质范畴

42.01
38.91
53.27
44.63

特质特性

42.38
47.11
38.56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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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儿童对积极和消极特质的推理比较

与已有研究一致 [10，14-16]，本研究发现，在 5-9岁

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积极特质的推理成绩

显著高于对消极特质的推理成绩。这说明儿童更期

望故事人物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反应，对行为者未

来反应的推理中存在一种普遍的“积极性偏见”

（positivity bias）。这种“积极性偏见”的原因可能是

由于家庭和学校教育经常引导、鼓励儿童去做那些

体现积极特质的行为，并对儿童的积极行为加以赞

扬，例如许多家长会教导孩子要懂礼貌、要友好、要

有同情心等。这种社会赞许性可能使儿童更倾向于

预测故事人物表现出积极行为，即对积极特质进行

推理。

3.2 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的比较

本研究考察了儿童在三种特质信息条件下的特

质推理情况，结果发现，儿童大都能够在提供的特质

信息条件下进行特质推理，但不同年龄组儿童的特

质推理成绩却受特质信息条件的影响。

通过比较同一特质信息条件下三个年龄组儿童

的特质推理成绩发现，在特质特性条件与特质范畴/
特性信息条件下，三个年龄组儿童的特质推理成绩

均无显著差异，而在特质范畴信息条件下，9岁组儿

童的特质推理成绩显著高于5岁组儿童。可能的原

因有两个：其一，有研究者指出，当提供的特质信息

适合于年幼儿童时，他们就能够表现出与年长儿童

程度相当的认知能力[17]。在本研究中，特质特性条

件与特质范畴/特性信息条件均向儿童提供了行为

者的具体行为表现，所以三个年龄组的儿童在这两

种条件下大都能够做出与给定特质特性信息相一致

的预测。其二，在特质范畴信息条件下，9岁组儿童

的特质推理成绩显著高于 5岁组儿童，这可能是因

为儿童对特质范畴的理解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

高，年长儿童可能较年幼儿童更能认识到特质是一

个人稳定的内部心理特点，可以概括、预测和解释其

行为。如Gonzalez等 [18]发现，年幼儿童对特质的理

解是粗略的、笼统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逐渐实

现对特质更细致、更准确的理解。另有研究表明，儿

童对特质的理解水平会影响其在认知推理任务中的

表现，儿童对特质的理解水平越高，其在认知推理任

务中的表现越好[19]。因此，本研究中在提供特质范

畴条件下，9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成绩显著高于5岁
组儿童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本研究通过比较每一个年龄组儿童在三

种特质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成绩发现，5岁组和7
岁组儿童在三种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成绩均无显

著差异，而 9岁组儿童在提供特质范畴信息的条件

（特质范畴和特质范畴/特性条件）下特质推理成绩

显著高于特质特性条件下的特质推理成绩。其原因

也可能与上面提及的年长儿童对特质范畴的理解水

平高于年幼儿童有关。

3.3 三种信息条件下儿童特质推理依据的比较

我们通过对儿童在特质推理中所使用依据的分

析发现，在特质范畴和特质特性两种信息条件下，三

个年龄组儿童更多依据所提供的信息条件进行特质

推理。也就是说，在仅提供一种特质信息条件下，儿

童进行特质推理的依据主要与所提供的特质信息条

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既提供特质范畴又提供

特质特性信息的条件下，5岁组和7岁组儿童以特质

范畴和特质特性作为特质推理依据的人次基本相

当，而 9岁组儿童更多地依据特质范畴信息进行特

质推理。由此可见，在既提供特质范畴信息又提供

特质特性信息的条件下，年长儿童与年幼儿童的特

质推理依据是有差异的，与年幼儿童相比，年长儿童

更多依据特质范畴来推断他人 [12，20]。如前所述，年

长儿童较年幼儿童更可能认识到特质是一个人稳定

的内部心理特点，这可能使年长儿童更多地依据行

为者的特质范畴信息预测其未来的新反应。

本研究通过设置三种不同的特质信息条件，较

为深入地考察了5岁组、7岁组和9岁组儿童在不同

特质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及其依据情况。从总体

上看，本研究发现，在仅提供特质特性的信息条件

下，5岁组、7岁组和9岁组儿童的特质推理成绩及其

依据无显著差异；在提供特质范畴信息条件下，9岁
组儿童较年幼儿童不仅更倾向进行特质推理，而且

也更倾向依据特质范畴进行特质推理。但是，本研

究仅是一项横断研究，研究结果更多地说明了 5岁
组、7岁组和9岁组儿童特质推理及其依据的年龄差

异，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追踪研究的方法进一步考察

童年中期儿童特质推理及其依据的发展情况。此

外，本研究中最年幼的被试是5岁组儿童，鉴于本研

究发现在三种特质信息条件下5岁组儿童均能够利

用行为者的相关特质信息预测其未来反应，未来研

究可以选取更年幼的儿童考察我国儿童在不同特质

信息条件下的特质推理及其依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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