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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知觉或社会判断的大量理论分析

和实证研究均发现，个体的社会判断包括热情

(warmth)和能力（competence）两维度，其中热情维度

主要涉及人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方面，包括友

好、真诚、欺诈、冷酷等有关个体意图的特质，而能力

维度主要涉及人们实现自己社会目的可能性，包括

聪明、灵巧、愚蠢、优柔寡断等有关个体能力状况的

特质。前者是对个体意图的反映，后者是对个体能

力的反映[1-4]。

目前关于社会判断两维度的研究大多局限于以

成人为被试，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

几项以儿童为被试的研究着重考察了儿童在社会判

断中何时能够区分热情与能力两个维度[5-8]。如Sti⁃
pek和Daniels[5]的研究发现，学前儿童并不能很好地

区分热情与能力两维度的特质，而是仅以未分化的

“好-坏”维度笼统地预测他人的行为。Cain，Hey⁃
man和Walker[6]的研究也发现学前儿童对热情与能

力两维度特质的认识较为笼统，他们倾向于利用社

会道德领域的特质来预测儿童的学业能力。然而，

与上述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相近，Droege等的研究[7]

和Heyman等的研究 [8]均发现，4岁的儿童就已经能

够对能力和热情特质作出区分。由此可见，研究者

对于儿童在社会判断中何时能够区分出热情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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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儿童对能力和热情特质的区分性认识及儿童社会认知中是否存在热情优先现象。方法：以 4
岁、7岁和10岁三个年龄组的共112名儿童为被试，采用个别测查法，要求儿童自由选择班内同伴作为学业比赛组

员和游戏伙伴，并且要求儿童对其选择作出解释。结果：4岁组儿童已能对能力和热情特质作出区分，依据能力特

质的评价选择学业比赛组员，依据热情特质的评价选择游戏伙伴，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愿意与不愿意选为学

业比赛组员（游戏伙伴）的同伴的能力（热情评价）差异越来越大。4岁的儿童已经能够以热情特质相关的信息解释

对游戏伙伴的选择，但尚不能主要以学业能力相关的信息解释对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其他各年龄组儿童均能主要

以领域相关的知识对其选择作出解释。结论：4岁儿童已经能够对能力和热情特质作出区分，并且儿童对热情特质

的认识早于对能力特质的认识，即儿童社会认知中存在着热情优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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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Competence Traits with Warmth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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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hildren’s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competence with warmth trait and to examine the hy⁃
pothesis that warmth dimension develops as a priority in children’s social cognition. Methods: Adopting individual inter⁃
view method, 112 children from three age groups(4, 7, 10) were asked to choose their academic competitors and game part⁃
ners freely, then they were asked to interpret their choices. Results: Children at 4 years old had been able to discriminate
competence traits and warmth traits: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academic competito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competence
evaluations,, and to choose the game partners based on their warmth evaluations. Moreover, with the growth of children, the
differences of competence(warmth) evaluations were becoming evident. At 4 years old group, children had been able to inter⁃
pret their choices of game partners according to knowledge relevant to warmth dimension, but they couldn’t interpret their
choices of academic competitors by using knowledge relevant to competence dimension. The children in each group except
the 4 years old could interpret their choices according to relevant domain knowledge. Conclusion: Children at 4 years old
have developed the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competence trait with warmth trait, and the time of the warmth traits development
was earlier than the competence traits. In other words, warmth traits may be preceded in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gnition.
【Key words】 Competence；Warmth；Children；Social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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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维度莫衷一是。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成年人在社会判断中存在

着热情优先现象[2，9-11]。如，Ybarra等[11]以大学生和老

年人为被试进行一项包含能力和热情特质词的词汇

判断任务，结果发现，各年龄组被试对热情特质词的

判断在时间上均快于对能力特质词的判断。Cain等
[6]以学前儿童为被试的研究则发现，与其他领域相

比，社会道德领域（热情维度）对学前儿童来说尤为

重要，且学前儿童更可能以社会道德领域的特质预

测儿童未来的行为。Heyman等[8]使用内隐方法考察

4岁儿童对能力和热情特质的区分情况时，发现被

试对热情特质信息的回忆结果要优于对能力特质信

息的回忆结果。王美芳[12]的研究也发现，从整体上

看，4岁、7岁、12岁的儿童均能够从行为者的行为中

识别出相应的能力和社会道德特质，而且对社会道

德特质的识别成绩显著高于对能力特质的识别成

绩。这表明，从个体发展角度看，儿童对社会道德特

质的认识可能早于对能力特质的认识。也就是说，

儿童的社会判断中可能也存在着热情优先现象，本

研究拟对此假设进行初步的验证。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选取4岁、7岁和10岁
三个年龄组的儿童为被试，让他们自由选择班内的

同伴作为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以考察儿童对

能力和热情维度特质的区分性认识。由于在日常生

活和学校情境中，聪明和友好是儿童经常接触且频

繁使用的词汇，无论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儿童都有充

足的机会观察到与这两种特质有关的行为 [7]，而这

两种特质又分别从属于能力和热情维度，因此我们

以这两种特质为代表，考察儿童对能力和热情维度

特质的区分性认识及儿童社会认知中是否存在着热

情优先现象。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某普通幼儿园中班选取儿童36名，从某普通

小学的二年级和五年级各选取儿童 38名(男女各

半)，共112名，平均年龄分别为4.7岁、7.8岁、10.8岁。

1.2 材料与程序

创设在全班进行学业比赛情境和游戏活动情

境，让儿童从自己班内的同学中选择学业比赛组员

和游戏伙伴。正式施测分两次进行，中间间隔一周，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

第一次施测，要求儿童从自己班内同学中选择

学业比赛的组员，并且说明其选择理由，然后使用六

点量表（两个三点量表）评定全班同学的友好程度。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事例（如“你觉得小狗可爱

还是不可爱？如果可爱，是（1）非常可爱、（2）比较可

爱，还是（3）有点可爱？；如果不可爱，是（1）有点不可

爱、（2）比较不可爱，还是（3）一点也不可爱？”）训练

4岁组和 7岁组儿童学会使用直观的三点量表表明

自己对一句话的同意程度。然后，主试告知被试“班

里要进行一次数学比赛，老师把班里的小朋友分成

四组，回答得又快又好的一组会得到很多奖品”。主

试同时向被试呈现班里所有同伴的照片（或名单），

并依次询问被试四个问题。问题1和问题2要求被

试说出最愿意选择哪三个同伴和他（她）一组参加比

赛，并说明最愿选择第一个同伴（选择一）的理由；问

题3和问题4要求被试说出最不愿意选择哪三个同

伴和他（她）一组参加比赛，并说明最不愿意选择第

一个同伴（选择一）的理由。最后，让被试使用六点

量表（分为两个三点量表：如果友好，是（1）有点友

好、（2）比较友好，还是（3）非常友好？如果不友好，

是（1）有点不友好、（2）比较不友好，还是（3）一点也

不友好？）评定自己班内每一位同学的友好/不友好

程度。主试随时、如实记录被试的回答。

第二次施测：要求儿童从自己班内同学中选择

游戏伙伴，说明选择理由，然后使用六点量表（两个

三点量表）评定全班同学的聪明程度。具体步骤如

下：首先，主试告诉被试“班内的同学要自由分成小

组做游戏”，并同时呈现班内所有同学的照片（或名

单），并依次询问被试 4个问题。问题 1和问题 2要
求被试说出最愿意选择哪三个同伴和他（她）一组做

游戏，并说明最愿意选择第一个同伴（选择一）的理

由；问题3和问题4要求被试说出最不愿意选择哪三

个同伴和他（她）一组做游戏，并说明最不愿意选择

第一个同伴（选择一）的理由。最后，让被试使用六

点量表（分为两个三点量表）评价全班同学的聪明/
不聪明程度。主试随时、如实记录被试的回答。

1.3 计分方法

对儿童能力和热情评价的计分：以儿童对愿选

和不愿选的三个同伴聪明程度评价的平均分分别作

为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学业比赛的同伴的

能力评价分数；以儿童对愿选和不愿选的三个同伴

的友好程度评价的平均分分别作为儿童对愿意和不

愿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热情评价分数。对

能力和热情特质的评价均采用六点量表计分，1表

示“一点也不聪明（友好）”，6表示“非常聪明（友

好）”，得分越高表明对同伴的能力和热情特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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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积极，反之则越消极。

对儿童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同伴作为学业比赛组

员或游戏伙伴的理由的编码：首先，反复阅读所有被

试给出的解释，并结合国外已有研究的编码方案，建

立初步的编码系统。利用该编码系统对被试的回答

进行试编码，并根据试编码的结果进一步修改编码

系统。这样经过反复的试编码和对编码系统的修

改，最后形成正式的编码系统。

被试对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选择的解释可

编码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包括有关同伴学业表现或

能力相关特质的反应。这个类别既包括整体的评论

（如，“他很聪明”或“她总是对的”），也包括有关具体

学业能力的评论（如，“他能数到100”）；第二类包括

有关社会行为或友谊等热情相关特质的反应，包括

整体的评论（如，“他很坏”或“他是我的朋友”）以及

具体的社会技能或行为的评论（如，“她很会分享”或

“他帮助我画飞机”）；与能力及热情特质无关的反应

（如，“她很高”或“我不知道”）被归为第三类。由于

对研究结果的初步统计分析中都没有发现性别差

异，故在以下的统计分析中不再考虑性别因素。

2 结 果

2.1 儿童对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

为考察儿童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学业能力的评价

选择学业比赛同伴，以年龄为被试间变量，愿意选择

与否作为被试内变量，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

加学业比赛的同伴的能力评价为因变量，儿童对愿

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学业比赛的同伴的热情评价为

协变量，进行3（年龄：5岁 vs. 7岁 vs. 10岁）×2（愿意

选择与否：愿意选为同伴 vs.不愿意选为同伴）重复

测量的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愿意选择与否主效应显著，F（1，107）=
26.51，P<0.001；年龄主效应显著，F（2，107）= 5.50，P<
0.01；年龄与愿意选择与否交互作用显著，F（2，107）=
9.14，P<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各年龄组儿童

对愿意选为学业比赛组员的同伴的能力评价显著高

于不愿选为学业比赛组员的同伴的能力评价，ts>
14.57，Ps<0.001，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对愿意和

不愿意选为学业比赛组员同伴的能力评价的差异越

来越大。

为了考察儿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按照热情

维度（友好程度）的评价选择学业比赛组员，我们以

年龄为被试间变量，愿意选择与否为被试内变量，儿

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学业比赛的同伴的热情

评价为因变量，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学业

比赛的同伴的能力评价为协变量，进行 3（年龄）×2
（愿意选择与否）重复测量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愿意选择与否主效应不显著，年龄主效应不显

著，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s<1.83，Ps<0.05。
表1 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为学业比赛组员的

同伴的能力评价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2.2 儿童对游戏伙伴的选择

为考察儿童在多大程度上按照热情维度的评价

（友好程度）选择游戏同伴，以年龄作为被试间变量，

愿意选择与否作为被试内变量，儿童对愿意和不愿

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热情评价作为因变

量，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能

力评价作为协变量，进行 3（年龄）×2（愿意选择与

否）重复测量的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年龄主效应不显著，F（2，104）= 0.39，P>
0.05；愿意选择与否主效应显著，F（1，107）= 36.11，P<
0.001；年龄和愿意选择与否交互作用显著，F（2，107）=
3.63，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各年龄组儿童对

愿意选为游戏伙伴的同伴的热情评价均显著高于不

愿选为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热情评价 ts>10.91，
Ps<0.001，并且随年龄增长，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

为游戏伙伴同伴的热情评价差异越来越大。

为了考察儿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不相

关的维度（能力评价）选择游戏伙伴，以年龄作为被

试间变量，愿意选择与否作为被试内变量，对儿童愿

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能力评价作

为因变量，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

伴的热情评价作为协变量，进行3（年龄）×2（选择与

否）重复测量的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主效应

显著，F（2，107）= 11.05，P<0.001。事后比较发现，4岁组

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择参加游戏活动的同伴的能

力评价显著高于 7岁组和 10岁组，Ps<0.001，7岁组

和 10岁组差异不显著。愿意选择与否主效应不显

著，年龄与愿意选择与否交互作用不显著，Ps>0.05。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各年龄组儿童都愿意选择

他们在热情维度（而非能力维度）上评价高的同伴作

为游戏伙伴，并且随年龄增长，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

选为游戏伙伴的同伴的热情评价差异越来越大。

年龄组(岁)
4
7

10
总

对愿选同伴
的能力评价
5.50±0.41
5.58±0.53
5.61±0.37
5.57±0.44

对不愿选同伴
的能力评价
3.09±0.98
2.57±1.17
2.13±0.95
2.59±1.10

N
36
38
3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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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能力相关解释

社会/友谊相关解释

McNemar检验值

学业比赛组员选择
4岁组

22(61.11)
13(36.11)
1.78

7岁组

32(84.21)
6(15.79)
17.79***

10岁组

36(94.74)
2(5.26)

30.42***

游戏伙伴选择
4岁组

3(8.33)
33(91.67)
25.00***

7岁组

2(5.26)
36(94.74)
30.42***

10岁组

3(7.89)
35(92.11)
26.95***

表3 各年龄组儿童对其选择作出相关解释的描述统计结果及McNemar检验值

表2 儿童对愿意和不愿意选为游戏伙伴的

同伴的热情评价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2.3 儿童对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的选择理由

的分析

采用相关二分变量的McNemar检验，考察儿童

对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选择的解释在多大程度

上与对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和对游戏伙伴的选择相

关。结果发现（见表 3），除四岁组儿童不能主要以

学业能力相关的知识对其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进行

解释以外，其他各年龄组儿童均更倾向于以学业能

力（而非社会/友谊）相关的知识解释对学业比赛组

员的选择，以社会特质/友谊（而非能力）相关的知识

解释对游戏伙伴的选择。

注：括号外为作出该领域相关解释的人数，括号内为人数百分比；***P<0.001

3 讨 论

3.1 儿童对能力和热情特质的区分性认识

本研究中，对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与对同班同

学的热情特质评价同时进行的，而对同伴的能力特

质评价与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间隔了一周。研究结

果表明，在控制了热情特质评价的影响之后，各年龄

组儿童对同伴的能力特质评价仍然能够预测他们对

参加学业比赛的同伴的选择。同样，对游戏伙伴的

选择与对全班同伴的能力特质评价是同时进行的，

对全班同伴的热情特质评价是间隔一周进行的，在

控制了能力特质评价的影响之后，各年龄组儿童对

同伴的热情特质评价也能够预测他们对游戏伙伴的

选择。也就是说，各年龄组儿童已基本上能够对能

力和热情特质作出区分，选择他们认为比较聪明的

同伴参加学业比赛，选择他们认为比较友好的同伴

参加游戏活动。与Droege和 Stipek[7]的研究结果一

致，本研究发现，即使 4岁的儿童，也已经能够区分

同班同学的能力和热情特质，并根据这种区分性认

识选择自己的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

本研究还要求儿童进一步对比赛组员和游戏伙

伴选择作出解释。结果发现，除 4岁组儿童不能主

要以学业能力对其学业比赛组员的选择作出解释以

外，各年龄组儿童均能够主要以与学业比赛或游戏

活动相关的行为或特质信息对其选择作出相应的解

释：他们更倾向于依据学业能力解释对学业比赛组

员的选择，依据社会行为或友谊解释对游戏伙伴的

选择。这表明，Stipek等人 [5]的“年幼儿童仅以未分

化的‘好-坏’维度笼统地解释他人的行为”的结论

可能低估了年幼儿童的特质理解能力，同时也表明

要求儿童对其选择作出解释有助于研究者更加准确

地把握儿童的特质理解能力。

3.2 儿童社会认知中的热情优先

从被试对学业比赛组员和游戏伙伴选择的解释

来看，在对选择的游戏伙伴作出解释时，几乎所有

的 4岁儿童都能够作出与热情维度相关的解释，而

对于学业比赛组员选择的解释，4岁组儿童依据能

力和热情维度的解释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在

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先前的假设：儿童对热情特质的

认识早于对能力特质的认识。换言之，儿童的社会

认知中存在着热情优先现象。有研究者指出，从进

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认知中的热情优先对个

体的生存具有适应性意义[13]。具体来说，在与他人

进行交往时，个体需要对他人的意图及实施意图的

能力进行判断。与能力相比，个体对他人意图（热情

维度）的判断显得更为迫切：为使自身免受伤害，在

对他人实施意图的能力进行评估以前，个体首先要

判断他人的意图是友善的还是恶意的[14]。与上述观

点一致，Fiske等[2]指出，社会道德维度的信息相对于

能力维度的信息更容易被认知、被知觉者寻求，在社

会评价和判断中有更好的预测性和更大的权重。王

美芳[12]的研究也发现了儿童对社会道德特质的识别

成绩显著高于对能力特质的识别成绩。这些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为本研究“儿童社会认知中存在热情优

先效应”的结论提供了一定的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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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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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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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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