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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城市和农村儿童心理理论各成分发展的差异。 方法：采用 6 个经典信念理解任务，简单愿望推

理、愿望形成和冲突愿望理解任务，以及情绪命名、识别、观点采择和原因解释任务考察 55 名 3-6 岁城乡儿童信念、

愿望和情绪理解的发展状况。 结果：①城市和农村儿童信念理解的发展顺序大致相同，仅在个别任务上存在差异。②
两组儿童在愿望理解的发展上不存在差异。 ③城市儿童在各个水平的情绪理解任务上的表现均优于农村同龄人，这

种差异在控制了语言能力后依然存在。 ④语言能力与信念和情绪理解间存在显著相关，而与愿望理解任务间的相关

不显著。 结论：心理理论的几种基本成分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家庭背景对它们产生的影响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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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 of Theory of Mind in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aged
from 3-6. Methods: 55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were tested by a series of belief, desire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tasks.
Results: ①The developmental sequence of belief understanding of urban and rural children were almost identical, only
differed in individual task. ②The study reveal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wo groups in mastery of desire un-
derstanding. ③Urban children scored higher in every task of emotion understanding despite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a-
bility. ④Language ability was correlated with both belief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no such significance was found in
desire understanding. Conclusion: Belief, desire and emotion understanding may be distinct aspects of theory of mind in
young children, and family background has divided impact o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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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发育的个体会在儿童期发展出一种对他人

心理抽象且统和的解释系统，这一系统被称为“心理

理论”（theory of mind）， 是个体能够借助诸如信念、
愿望、 情绪等无法观测的心理状态来解释和预测可

观 测 行 为 的 能 力 [1]。 对 于 “先 天 （nature）”和 “后 天

(nurture)” 究竟在心理理论发展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争论一直存在：其中一方主张，心理理论的概念随着

正常人大脑中所共有的某种先天认知“模块”（mod-
ule）的成熟而发展 [2，3]，而另一方则强调言语输入和

社会互动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重要性[4-7]。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针对因某些原因表

现出心理理论发展异常的人群，如孤独症谱系障 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患 者 展 开 研 究 [8，9]，但这

类研究往往会受到一定限制， 如样本的稀缺性和被

试可能存在其他功能上的缺损而产生混淆。
另一种方法则是进行跨文化研究，包 括 大 的 文

化群体，如不同国家，和其中因经济、地域等社会历

史原因形成的一些亚文化群体。 这类研究可以揭示

领域全面性和文化特异性对心理理论发展所产生的

影响。 成熟的心理理论包含许多社会-认知的概念，
其中被研究得最彻底的是错误信念（false beliefs)，即

认识到个体的行为不是基于客观事实， 而是基于他

对客观世界的心理表征。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把推

断错误信念的能力作为获得心理理论的标志 [10]。 至

今为止， 跨文化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群体间错误信念

的理解有极为相似的发展轨迹 [11]，这显示心理理论

中错误信念的概念在不同文化群体间是按照一个一

贯的时间表发展的。
然而在通过错误信念任务之前， 儿童的心理理

论发展并非一片空白。有研究显示 15 个月大的婴儿

就能通过内隐信念任务（Implicit belief task)[12]，儿童

很早就能掌握信念推理的基本规则， 通常在 3 岁时

就能理解真实信念，通过区分信念任务，而只有在成

功通过冲突真实任务后，才能最后理解错误信念[13]。
事实上， 如果要更全面地描绘心理理论发展的

图景， 还需要评估对心理理论中除错误信念以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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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重要成分的理解能力。Wellman 曾指出，不应以错

误信念作为判断儿童是否获得心理 理论的唯一 指

标。 他认为， 已有的研究显示儿童在理解信念以前

就能理解他人的愿望和情绪 [1]。 心理理论是对心理

状态（mental state）的理解，而心理状态不仅仅包括

信念，还包括意图、愿望、情绪等。在以上不同的心理

状态中，信念包括对世界的表征和解释，复杂程度最

高，因而最难以理解；愿望和意图等可以被非表征地

解释，所以更容易理解[14]；而最容易理解的应该是简

单的情绪状态。 新生儿已经能够开始识别陌生人的

情绪表情。
像信念 理 解 一 样，愿 望 理 解 (desire understand-

ing)似乎也经历了不同水平的发展变化。从程度最简

单的简单愿望理解任务 [15]、愿望形成任务，到最难的

冲突愿望理解 [16，17]，后者需 要儿童在自 身所持有的

愿望与他人愿望存在强烈冲突的情况下判断他人的

愿望。 根据 Tager-Flusberg 的心理理论两成分模型，
错误信念的理解属于社会认知成分的一部分， 而社

会知觉成分则主要和情绪系统有关， 对情绪状态的

理解是社会知觉成分的一个主要内容 [18]。 情绪理解

（emotion understanding） 是指个体对所面临的情绪

线索和情景信息进行解释的能力， 主要包括对面部

表情的识别能力以及对各种引发情绪的情境的认识

和解释两个方面的内容 [19]。 一般认为面部表情识别

是儿童心理理论中最早发展的能力，而在 3-5 岁左

右儿童的情绪理解会获得很大的发展[20]。
心理理论不同方面在发展时间上的差异， 似乎

表明它可能具有不同层次。 Wellman 认为儿童的心

理理论是从以愿望-情绪为中心， 逐渐发展到成人

的以信念为中心[21]。 情绪理解、愿望理解和错误信念

之间有相关，但是又有相互独立的部分。几项包含了

愿望和情绪任务的研究显示， 来自中国和伊朗的儿

童与西方同龄人的心理理论各项能力发展顺序略有

不同 [22，23]，因此在儿童获得广 义的心理理 论各个概

念的这一连续的过程中， 还是存在着微妙的文化变

量影响着整个发展。 这将研究引向了后天经验如何

塑造心理理论理解的不同方面。
许多差异造就了大型文化共同体内部的许多亚

文化群体，而在我国，最明显莫过于城乡二元分野带

来的经济地位、家庭环境、教育条件乃至教育观念间

的差异。 目前关于城市和农村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

研究呈现相互矛盾的结论：有的认为，这两类儿童在

心理理论的掌握上并不存在差异 [24]；而有的却认为

存在差异 [25，26]。 这些研究往往只截取心理理论发展

中的某一特殊“点”，如最常见的错误信念中的“意外

地点任务”（unexpected location），这类“全”或“无”的

测验方式无法全面地反映儿童心理理论各成分的发

展变化。
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三种类型，不同难度的心理

理论任务：①信念理解任务：包括推测的信念、外表

真实任务、信念多样性、冲突真实信念 [13]、外显错误

信念和意外地点任务；②愿望理解任务:包括简单愿

望 [15]、愿 望 形 成 和 冲 突 愿 望 任 务 [16]；③情 绪 理 解 任

务：包括情绪识别、情绪命名、情绪观点采择和原因

解释任务 [20]。 用以上任务考察我国城市和农村儿童

心理理论各个不同成分的发展状况差异， 探讨影响

心理理论发展的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来自长沙市某机关幼儿园（城市组）和益阳

市某乡镇幼儿园 （农村组）3-6 岁儿童共 55 人为被

试。 城市组 20 人，年龄为 3.75-5.83 岁（M=4.88，SD=
0.92)；农村组 35 人，其中 3 人在测验时年龄大于 7
周岁被剔除，实际农村组 32 人，年龄 4.16-6.42 岁

（M=5.01，SD=0.64)。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被试的

年龄没有差异，t(50)=-0.547，P=0.588。
1.2 工具

1.2.1 智力测验 中国-韦氏幼儿智力量表（C-WYC-
SI)城市版和农村版，简式（PV-BD)：图片词汇分测验

与木块图案分测验。
1.2.2 信念理解任务 材料：一个篮子，一个盒子；
一块泡沫，一个泡沫仿真苹果，一个真苹果；正反两

面故事卡片；文具盒，书包，铅笔；2 个玩偶（一男一

女），2 个糖果盒（一圆一方）以及一条阿尔卑斯糖。
1.2.3 愿望理解任务 分别以男孩和女孩为主角的

愿望理解故事的卡片若干张；四种动物的贴纸；一张

漂亮的贴纸和一张白旗的贴纸。
1.2.4 情绪理解任务 高兴、悲伤、愤怒和恐惧 4 种

面部表情真人照片共 8 张，选自 The Karolinska Di-
rected Emotional Faces (KDEF)，分男孩和女孩组各 4
张；根据情绪观点采择故事和情绪原因解释故事，分

别以男孩和女孩为主角绘制的卡片共 2 套 24 张，每

套包括： 描述四种基本情绪的情绪观点采择故事 4
张，情绪原因解释故事 8 张。
1.3 实施程序

由 6 名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一对一

进行施测。 施测时智力测验、信念任务、愿望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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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按随机顺序进行。 根据幼儿注意力稳定性差的

特点中途可适当安排休息，所有任务都在当天完成。
1.3.1 智力测验 图片词汇测验为语言知识测验，
主试读出一个词后要求被试从图卡中找到刺激词意

义的图片。木块图案测验为操作测验。以图片词汇测

验得分为被试语言能力指标， 两项组合的简式智商

为衡量被试总体智力状况的指标。
1.3.2 信念理解能力测试 ①推测的信念： 测量最

简单的心理理论成分， 告诉被试故事主人公看到了

他/她要找的东西在某个地方而不在另一个地方，要

求被试判断故事主人公会去哪里找他/她的东西。 答

对记 1 分，答错记 0 分。 ②外表真实任务：向被试呈

现仿真苹果，在他们认为是“苹果”后，让他们去触

摸、掂量泡沫和真假苹果，帮助他们知道苹果和泡沫

的名称， 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 以致区分出真假苹

果。指着仿真苹果向被试提 2 个问题：外表问题和真

实问题， 被试在外表问题和真实问题上均回答正确

才算通过了这一任务，答对记 1 分，答错记 0 分。 ③
区分信念： 考察儿童是否能认识到他人同自己怀有

不同的信念，且他人会根据所怀有的信念行动。答对

记 1 分，答错记 0 分。 ④冲突真实信念：将两面的故

事卡片放在玩偶和被试中间， 问被试在自己的一面

看到了什么（汽车在小房子里）。 告诉被试玩偶只能

看到另一面的内容（汽车在大房子里），并让被试从

玩偶的一边看卡片。 向被试提测试问题和 3 个控制

问题。⑤外显错误信念：向被试介绍一个主人公需寻

找某样物品（铅笔），并展示该物品的实际位置（文具

盒），告诉被试主人公认为该物品在错误的位置（书

包）。 提问主人公会到哪里寻找。 被试在目标问题和

真实问题上均回答正确才算通过了这一任务， 得 1
分，得分范围 0-1 分。⑥意外地点：改编自 Sally-Ann
任务[27]。 所有问题儿童用手指也可。
1.3.3 愿望理解能力测试 ①简单愿望推理： 考察

儿童是否能根据别人的愿望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进

行预测。故事以图片的方式呈现,有三种条件:主人公

找到了他想找的东西, 主人公没找到想找的东西,主
人公找到了另一样东西。每种条件有一个故事，一共

是三个故事, 每个故事有 2 个问题。 得分范围 0-6
分。②愿望形成理解：考察儿童是否能够根据他人过

去的经历理解他们愿望的形成。 得分范围 0-2 分。
③冲突愿望理解： 考察儿童当持有与他人相冲突的

愿望时，对他人愿望的理解。 故事以图片方式呈现，
分别考察有偏好条件和无偏好条件， 每种条件下有

1 个故事。 得分范围 0-2 分。

1.3.4 情绪理解任务 ①情绪命名： 以随机顺序向

儿童呈现四种基本情绪的图片，让其进行命名，完全

正确记 2 分， 能回答正性或负性情绪记 1 分 （如将

“恐惧”命名为“悲伤”），满分为 8 分。计分标准下同。
②情绪识别：打乱图片的顺序 主试说出一种情绪后

要求儿童指出相应的图片。 如果儿童指认错误主试

需加以纠正。③情绪观点采择任务：测查儿童对特定

情境信息与情绪之间联系的理解水平。 主试按随机

顺序向儿童呈现一张图片， 图片中的主人公没有面

部表情，性别、年龄与被试一致，然后主试向儿童讲

述情境故事。 主试讲完后要求儿童根据情境信息判

断主人 公的情绪状 态， 如果儿 童 不 能 说 出 情 绪 状

态，可以从表情图片中指出。 ④情绪原因解释任务：
测查儿童对情绪与其产生原因之间 逻辑关系的 理

解。 主试向儿童描述图片中主人公的情绪信息要求

被试说出情绪的原因。回答正确记 2 分，回答在一定

程度上符合逻辑记 1 分，否则记 0 分，满分 8 分。

2 结 果

2.1 语言能力与心理理论各项任务关系

对语言能力 和各项心理 理论任务进 行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语言能力与信念(推测信念 r=0.368**；
外表真实 r=0.495**；区 分信念 r=0.338*；冲突 真实

r=0.316*； 明显的错误信念 r=0.315*； 意外地点 r=
0.273*) 和情绪 (情绪命名 r=0.437**； 情绪识别 r=
0.551**；观点 采 择 r=0.467**；原 因 解 释 r=0.486**)
理解各项任务相关显著， 和愿望理解各项任务间的

相关不显著。
2.2 信念理解结果比较

真实问题能检验被试是否真正理解测验故事的

内容， 不能正确的回答真实问题即表明被试的回答

是随意猜测，应予以剔除。 在意外地点任务中，农村

组有 4 人未能通过真实问题被剔除， 故城市组 20
人，农村组 28 人。 城市组和农村组回答意外地点任

务真实问题的正确率分别是 100%、87.5%。 两组儿

童信念理解各项任务通过率和得分见表 1、表 2。
以任务为被试内变量，分组为 被 试 间 变 量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组主效应显著 F（1，50）=
4.498，P=0.039。 控制言语能力后分组效应不显著 F
（1，49）=0.001，P=0.973。

城市组和 农 村 组中任务主效应均显著，城市组

F（5，95）=11.588，P=0.000，农村组F（5，155）=10.302，
P=0.000。 事后检验发现，城市组被试推测信念、外表

真实、区分信念任务的得分间没有显著差异，但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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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得分都显著高于明显的错误信念和意外地点任

务。农村组被试推测信念、外表真实任务得分显著高

于错误信念和意外地点任务。
以分组为自变量， 信念任务的各项得分为因变

量，语言能力为协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组别主效

应在区分信念任务得分上显著F （1，49）=4.425，P=
0.041，其余均不显著。

表 1 两组儿童信念理解各项任务通过率

注：* 在意外地点任务中，农村组有 4 人未能通过真实问题被

剔除，故城市组 20 人，农村组 28 人；下同。

表 2 两组儿童信念理解各项任务得分(M±SD)

表 3 两组儿童愿望理解各项任务得分(M±SD)

2.3 愿望理解结果比较

为了使每个任务对总得分的贡献一致， 将所有

任务转换为 2 分制计分， 即简单愿望推理得分除以

3，其余任务得分不变。 两组儿童愿望理解各项任务

得分见表 3。
以任务为被试内变量， 分组为被试间变量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农

村组中任务主效应显著 F （2，62）=17.326，P=0.000，
事后 Bonferroni 检验发现， 冲突愿望理解得分显著

低 于 简 单 愿 望 推 理（P=0.000)和 愿 望 形 成 理 解（P=
0.004)。 城市组任务主效应不显著。
2.4 情绪理解结果比较

两组儿童情绪理解各项任务得分见表 4。
以任务为被试内变量， 分组为被试间变量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分组主效应显著 F（1，50）=
31.231，P=0.000。 控制言语能力后分组效应显著 F

（1，49）=66.342，P=0.002。
城市组和农村组任务主效应均显著， 城市组 F

(3，54)=3.735，P=0.016， 农 村 组 F (3，54)=6.990，P=
0.000。 城市组情绪命名，识别任务得分显著高于观

点采择和原因解释任务。 农村组情绪识别>情绪命

名>原因解释，情绪识别>观点采择>原因解释。
以分组为自变量， 情绪任务的各项得分为因变

量，语言能力为协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组别主效

应在情绪命名 F（1，49）=38.929，P=0.000；情绪识别

F（1，49）=5.638，P=0.022；总 分 F（1，49）=11.129，P=
0.02 上显著。 分别按四种基本情绪类型计算情绪理

解的总均分。 四种基本情绪中，组别主效应在高兴 F
(1，49)=6.458，P=0.014；恐惧F(1，49)=8.486，P=0.005；
愤怒 F（1，49）=5.285，P=0.026 上显著。

表 4 情绪理解各项任务及各类型情绪得分比较(M±SD)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三种类型、 具有各自难度梯度的不

同任务为城市和农村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提供一个

剖面图， 更能清晰显示出两类儿童心理理论各侧面

的发展状况。
本研究有几个主要发现。首先，在迄今为止被研

究得最广泛的心理理论概念， 即错误信念理解的发

展上，农村和城市儿童间没有发现差异，但在少数错

误信念之前的信念理解任务上两类儿童表现出了一

定的区别。 这与 Kuntoro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4]。
说明两类儿童的信念发展的总体时间表是一致的。
同时他们的发展过程还是表现出了细微的差异，这

可能是因为除了先天成熟以外还是存在某种社会认

知变量对信念理解产生了影响。
两类儿童的愿望理解发展轨迹基本一致， 都是

按照简单愿望-愿望形成-冲突愿望，从易到难逐步

发展出高级的愿望理解能力。 两组得分不存在统计

学上的差异，关于视力残疾学生 [28]心理理论的研究

也显示，相对于信念理解的缺损，他们能很好的理解

他人的愿望。 说明文化和环境因素对儿童愿望理解

的影响不明显， 这可能与愿望理解在进化上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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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作用有关。相对于信念和情绪，愿望理解和个体

生存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密切。
农村组在情绪理解各项任务的得分都低于城市

组，即使在排除了语言能力的影响以后，农村儿童在

情绪的命名和识别上仍然落后于生活在城市的同龄

人。本次研究的被试虽然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基本上

都接受了正规的学前教育， 两者间的差异主要体现

在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上。 研究发现家庭环境与情

绪理解的关系比与错误信念理解能力的关系更加密

切，Cutting 和 Dun 的研究中也显示了家庭背景对信

念和情绪理解不一致的影响， 这使得研究者推测情

绪理解和信念理解可能是心理理论能 力的不同方

面，遵循着不同的路线，情绪理解可能更多地受到家

庭交流方式的影响。 在农村生活的儿童与双亲间的

交流更多集中在实务性内容上，父母更关心儿童“做”
了什么，而不是在“想”什么。

最后，三种不同的心理理论任务中，信念和情绪

理解与语言能力高度相关， 而愿望理解则相对不受

影响。 并且家庭背景对情绪理解的影响比信念理解

更大，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20]一致。 这似乎暗示着

心理理论的几种基本成分间存在某种分化，而教育、
交流等社会经验对它们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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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处的情境和自己未达到的标准之间的差距，所

以强迫性冥思能够预测抑郁症状的水平 [9]，本 研究

也表明具有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个体会部分通过强迫

性冥想导致抑郁症状的发生。 反思对抑郁症状的影

响一直存在争议，Treynor 等人认为反思作为一种积

极地试图了解问题来龙去脉的沉思反应风格， 不能

预测抑郁症状的水平 [9]。 同时他们在纵向追踪研究

中发现反思与长期的抑郁状态相关较小， 而与当前

的抑郁症状相关较大， 这一结果提示反思有可能与

短期的消极情绪相关或有可能导致短时间内的消极

情绪[9]。 在本研究中反思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症状

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为总效应的 4.7%，虽说存在中

介效应，但占总效应不足 5%，这也反映出反思对抑

郁的影响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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