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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证实，负性刻板印象对被刻板对象会

产生威胁效应，学界称之为刻板印象威胁[1，2]。对数

学-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发现，数学-性别刻板印象

对女生的数学学习会产生威胁效应：有研究故意在

考试之前强调这个测验用于评价数学能力，结果发

现女生的数学测验成绩出现了一定的下降[3，4]。Mc⁃
Glone和Aronson在实验中激活女生的性别意识，结

果女生的空间推理测验成绩下降[5]。Inzlicht和Ben-
Zeev研究发现，让数学成绩很好的一名女生和两名

男同学一起参加考试时的成绩低于让其和两名女同

学一起参加考试时的成绩 [6]。这些研究都证实，环

境中的数学-性别刻板印象线索对女生产生了威胁

效应，使女生完成相关任务的成绩下降。

近几年，研究者们对如何减弱或消除数学-性
别刻板印象对女生的不利影响非常关心，围绕这方

面进行了一些研究。Spence研究发现，当把测验描

述成没有性别差异时，女生和男生做得差不多好；但

当把测验描述成有性别差异时，女生的数学成绩显

著低于男生，而且也显著低于把测验描述成没有差

异和控制条件下的女生 [7]。Cohen等通过现场实验

对非洲裔学生进行自我肯定（self-integrity）的行为

教育，发现能减弱学生的刻板印象威胁效应，使非洲

裔儿童的测验成绩提高了40%[8]。Marx 和Roman在
其研究中，让女性助手担任数学成绩相当棒的角色

楷模，结果发现，女生在有角色楷模在场的时候的测

验成绩较无角色楷模在场时的测验成绩好很多 [9]。

台湾的项乐琦在研究中仿照 spence的做法，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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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e gender stereotype on mathematics leads to a threat effect on girls’
mathematics learning,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whether counter-stereotype informa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to girls or
not? Methods: 150 senior middle school girls in science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ll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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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称的方式（男女生数学能力没有差异，只是存在各

自优势和特点的不同等）给女生提供去刻板印象威

胁信息，得到的结果与 spence的结果不一致，他的研

究发现这样的去刻板印象信息反而使女生认为逻辑

分析测验的难度更大，更加没有信心做好这些题[10]。

可见，给女生提供反数学-性别刻板印象信息，

到底给女生带来什么样的效应，过去的研究结论不

一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于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

有很重要的意义。故而本研究以我国中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取现场实验法，探讨提供反数学-性别刻板

印象信息是否对女生的数学学习产生积极效应。

本研究预期在学习环境中提供反数学-性别刻

板印象信息将对女生的数学学习产生促进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被试为某高中高二理科班女生 150名，该高中

是一所省级示范中学，生源质量较好，教学质量高，

选取的这些女生数学成绩都较好。

1.2 设计

将抽取到的学生按完全随机的方法分成三组

（语言减弱组、榜样减弱组、控制组），每组 50人，三

组之间的数学平时成绩经方差分析检验没有差异

（F（2，147）=0.083，P=0.921，平时成绩以上学期期中、期

末两次数学考试平均分衡量）。不同组测验情境不

一样，不同的测验情境即为自变量的不同水平，各组

测验情境详见研究程序部分。考虑到刻板印象威胁

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刻板印象威胁发生时个体的工作

记忆容量出现了下降[11]，而且工作记忆是复杂认知

任务的重要基础，故而本研究选取数学测验成绩和

工作记忆容量两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1.3 工具

工具一：工作记忆容量测量程序。通过心理学

实验程序e-prime编制，电脑上运行测量。

工具二：数学测验试卷。请高中现任数学老师

编制，共15道题，全部为客观题，每题1分，解题时间

为25分钟，试题偏难。

1.4 程序

实验时间为傍晚六点到七点半，数学测验的地

点为该校大小和摆设都与教室一样的三间实验室，

单人单桌。实验时每个实验室里都有与女生差不多

数量、成绩也较好的男生参加，男生参加是为了使实

验情境与实际教育情境一致，男生的测验结果此研

究不予考虑。每一组分两批测验完，每次测验 50

人，第一批测验完第二批紧跟着进去测验。每一组

都由该校一名男数学教师担任主试，该年级的年级

主任和研究者担任协调和组织工作。

实验实施步骤如下：第一步，主试说明测验初步

要求，以获得被试配合。第二步，主试讲指导语，通

过主试的指导语来制造各组的测验情境。

语言减弱组的指导语为：测试前先跟大家说下

为什么要做这个测试，有些人认为男生数学能力强

于女生，这是一种错觉和误解。通过全国范围的大

量的权威科学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的数学能力没

有任何差异，他们有的只是发展特点上的不同。一

般男生在初二至高一的时候是一个快速发展期，而

女生从小学开始一直就处于一个平稳的发展期，所

以我们感觉好像男生在初二以后赶超女生，实际到

了高二的时候男女生的数学能力发展就持平了。但

由于女生思维比较周密细致、基础知识扎实，所以往

往数学成绩较好的女生丝毫不逊于男生，甚至超过

男生。所以只要试卷出的科学合理，男女生之间是

不存在任何差异的。大家将要进行的测验经过大量

的试测发现，男女生之间根本不存在差异，女生做得

和男生一样好，甚至好于男生。下面发放试卷后请

大家尽自己最大努力又快又准地做好。时间为 25
分钟，共15道题。

榜样减弱组参加实验的有一名主试（该校的一

名男数学老师）和两名助手，两名助手为某某大学

（全国著名学府）数学系大二女生，数学成绩相当优

秀。主试介绍两名助手，介绍语为：这是我的两名学

生，高你们三届，现就读于某某大学数学专业，成绩

相当优秀，当年高考时数学成绩在我校一个是第一

名一个是第四名。她们已经放寒假了，回母校看看，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和她们交流或请教的，空余时间

可以和她们联系。下面我们先来做一个数学测验。

测验时间为25分钟，共15道题，请大家拿到试卷后

尽自己最大努力又快又准地做好。

控制组的指导语为：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数学测

验，测验时间为25分钟，共15道题，请大家拿到试卷

后尽自己最大努力又快又准地做好。

第三步，发放数学试卷。做数学试卷的时间严

格控制为25分钟，还剩3分钟时提醒一次，像严格的

考试一样对待，严肃认真，不能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等。

第四步，工作记忆测量。做完数学测验后女生

在随后的三个傍晚去该校微机房进行工作记忆的测

量。把事先编制好的工作记忆测量程序安装到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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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机室电脑上，被试每人一台电脑，在电脑上完成工

作记忆的测量。工作记忆测量时，同数学测验一样

又进行了测验情境的操控。语言减弱组的情境操控

方式是：把与数学测验时语言减弱组相似的指导语

事先编入工作记忆测量程序，被试打开工作记忆测

量程序时首先进入指导语界面，读完指导语通过按

键回答一道选择题后再进入工作记忆的测量，设置

选择题并按键作答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试读完并读

懂指导语（没有读完读懂就不能作出正确选择）。榜

样减弱组直接进入工作记忆测量，测试时由之前数

学测验时的两名女数学高材生担任助教，教她们怎

样进入测试程序，如何操作，等等。控制组读完下面

一段话后按空格键进入工作记忆的测量。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与记忆有关的认知测

验，请大家按要求尽自己最大努力又快又准地做好

这个测验。

阅读完后请按空格键，进入下一界面。

工作记忆容量的测量采用的是双任务法。参照

Schmader 等以及国内刘惠军等的方法编制操作程

序[3，12]。测验程序中用到的刺激为60个数学等式和

60个词语，测验时在屏幕上出现一个数学等式，数

学等式后面紧跟着一个“？”，“？”后面紧跟着一个双

字词语，如“76+8=75 ？海洋”。被试的任务是在判

断等式是否正确的同时记住后面的词语，连续呈现

几个这样的刺激对后，让学生回忆出刚出现过的词

语，并用笔写在事先准备好的记录卡上。等式用的

是一个两位数的正整数与一个一位数的正整数相加

或相减，总共有60个这样的等式，其中30个是错误

的，30个是正确的，15个是加法不进位，15个是加法

进位，15个是减法不退位，15个是减法退位。词语

用的是比较常见（通过词频表核对的高频词）的没有

好坏评价意义的中性词汇，这60个等式和60个词语

都是随机呈现。被试正确回忆出的词语个数即为被

试的工作记忆容量。

2 结 果

首先对被试的各作答进行预处理，清理出无效

作答，批改出工作记忆容量和数学测验的分数。工

作记忆获得有效作答138份，有效率为92%，三组有

效作答被试的数学平时成绩经方差分析检验组间没

有差异（F（2，135）=0.097，P=0.908，平时成绩以上学期期

中、期末两次数学考试平均分衡量）；数学测验获得

有效作答144份，有效率为96%，三组有效作答被试

的数学平时成绩经方差分析检验组间没有差异（F（2，

141）=0.134，P=0.875，平时成绩以上学期期中、期末两

次数学考试平均分衡量）。工作记忆测量语言减弱

组指导语后面的选择题所有被试都作出了正确的选

择，说明自变量的操控达到了研究者的目的。然后

把结果输入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工作记忆容量和数学测验成绩的描述统计结果

见附表。方差分析发现，工作记忆容量的组间效应

显著（F（2，135）=13.216，P<0.001），效应量ηρ2=0.164，事
后检验发现，控制组和语言减弱组差异显著（P<
0.01），控制组和榜样减弱组差异也显著（P<0.05），

说明语言减弱组的工作记忆容量显著低于控制组，

榜样减弱组的工作记忆容量显著高于控制组；数学

测验成绩的组间效应也显著（F（2，141）=6.282，P<0.01），
效应量ηρ2=0.082，事后检验发现，语言减弱组和控制

组的差异不显著，榜样减弱组和控制组的差异显著

（P<0.05），榜样减弱组和语言减弱组的差异也显著

（P<0.01），说明榜样减弱组的数学测验成绩既显著

高于控制组，也显著高于语言减弱组。

附表 各组工作记忆容量、数学测验成绩描述统计

3 讨 论

研究结果发现，语言减弱组的工作记忆容量不

但没有高于控制组，反而比控制组低，数学测验成绩

平均分也低于控制组，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说明

用语言声称的方式直接提供反刻板印象信息，不但

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还对女生造成了威

胁。研究结果与预期假设相反，也与欧美国家的研

究结论不一致，但和我国台湾的有关研究结果一致
[7，10]。可能跟东西方文化差异有关，西方人直爽、直

接，东方人内敛、委婉，东方人听话时会倾向于听话

外之音，所以当用语言声称女生数学能力不比男生

差时，中国的女生想的更多，她们可能并不完全相信

这些话，而这些话反而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作用，激活了女生的数学性别意识，从而给女生带来

了威胁。还可能数学能力、数学成绩、男女数学能力

的比较等问题，对于中国这个高考一锤定音的高中

生来说远远重要于欧美国家的学生，所以中国学生

对此问题更加敏感，环境中一点点数学性别相关信

息就会引起她们很大的注意，而临时的几句劝说又

不能起到让她们信服的作用，故而反而造成了威胁。

榜样减弱组的工作记忆容量和数学测验成绩都

M
SD
n

工作记忆容量

语言减弱组

50.33
5.404
48

榜样减弱组

54.77
3.434
47

控制组

52.81
3.382
43

数学测验成绩

语言减弱组

9.20
2.556
50

榜样减弱组

10.94
2.288
47

控制组

9.89
2.40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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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控制组，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说明

在情境中提供反刻板印象楷模，能提升被刻板对象

的表现，与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 [9]。与用语言

声称的方式直接提供反刻板印象信息不一样，用榜

样方式提供反刻板印象信息时，女生在测验时没有

接收到任何外显的数学-性别刻板印象线索，就没

有激活女生的数学-性别刻板印象，就不会给女生

带来额外的负担，这样既没有额外威胁的存在，同时

反刻板印象角色楷模的存在，无意中提升了女生的

信心，使女生更加努力、投入和专注，从而更好地发

挥了潜能。而且从结果也可以类推，如果多次的长

期的榜样影响，可以逐渐地影响到女生的数学-性
别态度，提高女生的数学自我效能感，过去有研究发

现无偏见动机能有效抑制偏见态度的激活[13]。

该研究在学生的实际教育情境中进行，研究结

果对实际教育借鉴作用很大。研究提示我们：首先

在教育过程中，要淡化性别意识，男女生一视同仁，

不要让女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任何的性别方面的不

良暗示。2008年美国权威学术杂志《Science》上发

表了一篇跨文化研究的文章，结果发现越是两性平

等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他们的女性在数学方面的成

就越大，和男性相比差距很小，越是两性不平等的国

家，女性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越小，和男性差距越大
[14]。其次，老师还要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多渗透

一些反数学-性别刻板印象信息，如举例时有意地

多举一些女性数学楷模的例子，有意识地多介绍一

些女性科学家的事迹，有女生数学特别优秀就多加

宣传等等。通过这些方式给女生积极的暗示和引

导，这样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式的引导和教育，对女生

的数学学习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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