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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根据行为者的行为推断

人格特质，这一现象被称为特质推理。例如，当看到

他人的侵犯行为时，人们往往会根据该行为推断人

格特质“攻击的”。特质推理是社会认知领域的一个

核心概念，在成人关于社会世界的朴素心理理论中

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特质推理一直是研究者关注

的重要问题之一[1，2]。

研究发现，特质推理包括两个方面：自发特质推

理和有意图特质推理。前者是指没有目的、没有意

识、不需要耗费认知资源的内隐认知加工过程，后者

是指有目的、有意识、需要耗费认知资源的外显认知

加工过程。特质推理研究领域兴起之后的很长时间

内，研究者一直致力于探讨个体是否进行自发和有

意图特质推理，并采用多种方法充分证明了这两种

特质推理的存在[3，4]。1995年，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

被提出。自此以后，内隐层面的特质推理，即自发特

质推理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5]。在这种背景下，

研究者对自发特质推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探

讨。有研究者发现，个体自发特质推理受性别刻板

印象的影响[6，7]。例如，Wigboldus等人的研究表明，

虽然性别刻板印象并未促进个体自发地从性别刻板

一致行为(如“男孩打了售货员”)推断特质（如“攻击

的”），但是却阻碍了个体自发地从性别刻板不一致

行为（如“女孩打了售货员”）推断特质[7]。

如前所述，特质推理包括内隐的自发特质推理

和外显的有意图特质推理两个方面，而且两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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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认知加工特点 [1]。那么，性别刻板印象对个

体有意图特质推理的影响是否与其对自发特质推理

的影响模式一样，会阻碍个体从刻板不一致行为推

断特质呢？近期，有研究者指出，由于自发特质推理

是在没有目的、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产生的，很少占用

认知资源，因而从行为自发推断特质的过程实质上

只是一个粗略的浅加工过程。这样，自发特质推理

也就比较容易受其他信息的干扰和抑制。例如，在

上述Wigboldus等人的研究中，当加工性别刻板不一

致行为信息时，从行为到特质的自发推理过程就受

到了性别刻板印象的阻碍。但在有意图特质推理条

件下，被试会有意识地将大量认知资源用于加工行

为的特质信息，以对行为者做出有效的评价和判

断。此时，个体由行为推断特质的过程实质上是一

个精细的深加工过程，因而也就难以受到其他信息

的阻碍或抑制 [8]。据此可推断，虽然性别刻板印象

能阻碍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却

未必会阻碍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

理。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外专门比较性别刻板

印象对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影响差异的研究非常

罕见。因而，性别刻板印象对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

理的影响究竟是否存在差异，尚需进一步验证。更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研究者用于考察自发特质

推理和有意图特质推理的范式是完全不同的[7，9]，这

就无法在控制研究范式的前提下，直接比较性别刻

板印象对两种特质推理影响作用的异同。但近期有

研究发现，通过“记忆”指导语(即要求被试记住电脑

上呈现的每个行为句子)和“印象形成”指导语(即要

求被试在阅读行为句子时推断行为者的人格特质)
能够分别诱发个体的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 [8，10，

11]。在此基础上，就可以采用同一种研究范式直接

对两种特质推理及其相关现象进行考察和比较。鉴

于此，本研究拟借鉴特质推理领域的近期研究成果，

通过“记忆”和“印象形成”两种不同的指导语分别诱

发个体的自发特质推理和有意图特质推理。在此基

础上，采用探测词再认范式(the recognition probe par⁃
adigm)考察性别刻板印象对个体自发和有意图特质

推理的影响，以揭示性别刻板印象对特质推理的内

隐和外显两个层面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将76名在校本科大学生随机均分为两组，每组

38人。给其中一组被试(16男，22女)呈现“记忆”指

导语，引导他们进行自发特质推理；给另外一组被试

(18男，20女)呈现“印象形成”指导语，引导他们进行

有意图特质推理。

1.2 实验材料

1.2.1 特质句子 首先，查阅特质推理领域的相关

研究 [6，12]，并从中选取男性特质句子(描述男性特质

的句子)、女性特质句子(描述女性特质的句子)和中

性特质句子(既可描述男性特质又可描述女性特质

的句子)各6个。然后，将“男人”和“女人”这两个性

别标签分别与每个特质句子配对，组成性别刻板一

致、性别刻板不一致和性别刻板中性特质句子各12
个。如，将标签“男人”和“女人”分别与女性特质句

子“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睡觉”配对，可组成一

个性别刻板一致特质句子“那个女人轻轻哼着催眠

曲哄小宝宝睡觉”，一个性别刻板不一致特质句子

“那个男人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睡觉”。最后，

为每个特质句子设置一个探测词，该探测词即特质

句子隐含的特质词。实验材料举例如下：

要求 30名大学生以 7点量表为工具，评定每个

句子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对男性或女性的一般看

法(1=非常不符合，7=非常符合)。结果发现，性别刻

板一致句子的得分(M=6.11，SD=0.40)显著高于性别

刻板中性句子 (M=4.05，SD=0.34)，t(29)=23.683，P<
0.001；而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又显著高于性别刻板不

一 致 句 子 (M=2.64，SD=0.41)，t(29) =19.022，P<
0.001。评定结果说明了研究中三种特质句子的有

效性。

1.2.2 填充句子 编写48个填充句子，每个填充句

子后也都跟随一个探测词。借鉴相关研究的方法[6，

7]，为避免被试猜测实验目的，并且保证被试注意句

子的各个成分，各有 16个填充句子分别对应形容

词、名词和动词探测词。此外，为从整体上平衡整个

研究“是”和“否”的反应次数，将被试对填充句子对

应的三类探测词的“是”、“否”反应的比例均设置为

3：1。
1.3 实验设计

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因素为特质推理

特质句子类型

性别刻板一致

句子

性别刻板不一

致句子

性别刻板中性

句子

特质句子

那个女人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睡觉

那个男人吃饭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张嘴剔牙

那个男人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睡觉

那个女人吃饭时当着很多人的面张嘴剔牙

那个男人主动把售货员多找的钱退了回去

那个女人主动把售货员多找的钱退了回去

探测词

温柔的

粗俗的

温柔的

粗俗的

诚实的

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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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包括自发特质推理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两个水

平)，属于被试间变量；第二个因素为特质句子类型

(包括性别刻板一致、性别刻板不一致和性别刻板中

性特质句子三个水平)，属于被试内变量。

1.4 实验程序

实验开始之前先向被试讲解指导语，给一组被

试呈现“记忆”指导语(即要求被试记住电脑上呈现

的每个行为句子)，诱发被试的自发特质推理；给另

一组被试呈现“印象形成”指导语(即要求被试在阅

读行为句子时推断行为者的人格特质)，诱发被试的

有意图特质推理。待被试理解指导语后开始实验，

采用探测词再认范式考察被试对三种句子的特质推

理[7，13]。实验过程如下：首先随机在电脑中央呈现一

个特质句子(如，那个女人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

睡觉)，1500ms后该句子自动消失，接着呈现空白屏

1000ms，然后呈现该特质句子隐含的特质词作为探

测词(如，温柔的)，要求被试按“是”(F键)、“否”(J键)
快速且准确地判断该词是否在先前句子中出现过。

被试每作出一个反应，电脑上都会立即呈现其判断

的正误和时间，以给被试提供反馈，反馈结果的呈现

时间为 1000ms。反馈消失后，呈现 800ms的黑屏。

接下来，进行下一个系列的测验。实验基本流程图

如下：

基于理论的分析[6，7]，若被试加工特质句子时推

断其隐含的特质意义，那么在面临探测词(即行为句

子隐含的特质词)时，被试就会难以区分该探测词究

竟是先前句子中直接包含的词还是自己推断出来的

词，从而干扰他们对探测词的再认，导致反应时间延

长(和/或错误率增加)。被试的特质推理越强，反应

时间越长(和/或错误率越高)。
2 结 果

统计并分析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下，被试再

认三类特质句子对应探测词的反应时间和错误率。

2.1 反应时

借鉴已有研究对反应时的分析方法[6，7]，首先删

除反应时数据中的极端值 (多于 2000ms 和少于

200ms)，然后剔除错误反应对应的反应时数据，对剩

余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下，

被试再认三类特质句子对应探测词的平均反应时间

见表1。

对反应时进行 2×3的重复测量分析发现，特质

推理类型主效应显著，F(1，74)=12.696，P<0.01，有意

图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再认探测词的时间显著长于

自发特质推理条件；特质推理类型和句子类型交互

作用显著，F(2，73)=11.795，P<0.001。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自发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再认三种句子对应

探测词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差异，F(2，36)=5.323，
P<0.01。具体来说，被试再认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对

应探测词的时间与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

词的时间无显著差异，t(37)=0.582，P>0.05，再认性别

刻板不一致句子对应探测词的时间显著短于再认性

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词，t(37) =- 2.215，P<
0.05。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虽然不影响个体对刻板

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却阻碍了个体对刻板不

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有意图特质推理条件

下，被试再认三种行为句子对应探测词的时间存在

显著差异，F(2，36)=6.560，P<0.01。具体来说，被试

再认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对应探测词的时间与再认性

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词的时间无显著差异，t
(37)=-0.653，P>0.05，再认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对应

探测词的时间显著长于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

探测词，t(37)=2.481，P<0.05。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

虽然不影响个体对刻板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

理，却促进了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

推理。

表1 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下被试

探测词再认的反应时间（ms，M±SD）

表2 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下被试

探测词再认的错误率（%，M±SD）

2.2 错误率

根据已有研究对错误率的数据处理方法[7，14]，将

被试的所有反应数据都纳入统计分析。自发和有意

图特质推理下，被试再认三类特质句子对应探测词

的平均错误率见表2。
对错误率进行 2×3的重复测量分析发现，特质

推理类型主效应显著，F(1，74)=11.001，P<0.01，有意

空白屏

(1000ms) 
探测词

(按键反应)
下个特质句子

(1500ms)
特质句子

(1500ms)
黑屏

(800ms)
反馈

(1000ms)  

性别刻板一致句子

性别刻板中性句子

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

自发特质推理

903.39±215.04
892.66±244.49
796.75±200.66

有意图特质推理

977.16±234.70
997.86±247.81

1093.30±237.73

性别刻板一致句子

性别刻板中性句子

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

自发特质推理

9.44±0.23
8.32±0.19
2.61±0.10

有意图特质推理

16.68±0.25
16.89±0.28
31.3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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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再认探测词的错误率显著高

于自发特质推理条件；特质推理类型和句子类型交

互作用显著，F(2，73)=6.919，P<0.01。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自发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再认三种句子对应

探测词的错误率存在边缘显著的差异，F(2，36)=
2.882，P=0.062。具体来说，被试再认性别刻板一致

句子对应探测词的错误率与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

对应探测词的错误率无显著差异，t(37)=0.388，P>
0.05，再认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对应探测词的错误

率边缘显著地低于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

词，t(37)=-1.809，P=0.079。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虽

然不影响个体对刻板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却

阻碍了个体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有

意图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再认三种行为句子对应

探测词的错误率存在显著差异，F(2，36)=4.332，P<
0.05。具体来说，被试再认性别刻板一致句子对应

探测词的错误率与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

词的错误率无显著差异，t(37)=-0.052，P>0.05，再认

性别刻板不一致句子对应探测词的错误率显著高于

再认性别刻板中性句子对应探测词，t(37)=2.179，P<
0.05。这说明，性别刻板印象虽然不影响个体对刻

板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却促进了个体对刻

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

3 讨 论

本研究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分析结果均表明，

当加工性别刻板一致行为时，性别刻板印象既不影

响个体对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也不影响个体对行

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根据“过滤器模型”的观点，

由于性别刻板一致行为与人们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

高度一致，为了节省认知资源，人们会更倾向于关注

刻板一致行为[15]。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分析，性别刻

板印象应该促进人们对刻板一致行为的特质推理。

但本研究发现，性别刻板印象既没有促进个体对刻

板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也没有促进个体对刻

板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这可能是因为本研

究所采用的性别刻板一致句子非常强地隐含了特

质，所以个体由行为到特质的推理在强度上达到了

顶峰，这就使得性别刻板印象已经没有余地再促进

个体对刻板一致行为的特质推理[7]。

本研究通过对反应时和错误率的分析还发现，

当加工性别刻板不一致行为时，性别刻板印象阻碍

了个体对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但却促进了个体对

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由此可见，性别刻板印象

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和有意图特质推理产生了

阻碍和促进两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可能是由自发

和有意图特质推理的不同加工特点导致的。如前所

述，由于自发特质推理较少占用认知资源，因而从行

为推断特质的过程实质上只是一个粗略的浅加工过

程。这样，对刻板不一致行为的自发特质推理过程

就比较容易受性别刻板印象的阻碍。相反，在意图

特质推理条件下，被试会将大量认知资源用于加工

行为的特质信息，从而促进特质概念的高度通达和

深度激活[16]。这就导致本研究中，被试对性别刻板

不一致行为的有意图特质推理并未受到性别刻板印

象的阻碍。但是，为什么性别刻板印象不仅没有阻

碍，反而促进了被试对性别刻板不一致行为的有意

图特质推理呢？有研究者指出，当个体有意识地根

据行为信息建构关于他人的印象时，如果类别化信

息(如，性别刻板印象)与个体化信息(如，行为者行

为)不一致，那么类别化信息会凸显和反衬个体化信

息，导致人们更关注个体化信息，更倾向于根据个体

化信息做出相关判断或推理 [17，18]。具体到本研究

中，在有意图特质推理条件下，当被试加工性别刻板

不一致行为（如“那个男人轻轻哼着催眠曲哄小宝宝

睡觉”）时，由于被试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性别刻板印

象与行为者行为不一致，因而在性别刻板印象的凸

显和反衬下，被试更倾向于关注行为者的行为，由此

增强了被试对行为隐含特质的深层次加工，最终促

进了由行为推断人格特质(如“温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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