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合作倾向与家长价值观
 

谢晓非　孔瑞芬　陈　曦　阎学煌
(北京大学心理系 , 100871)

摘　要　本研究采用组内设计的方法 , 测量了 53 名 5 ～ 6 岁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的合作行为倾

向 ,以及与他们的家长的工作价值观的关系。结果表明:对情境的知觉影响儿童的合作倾向 , 一方

面表现在对好朋友与不认识的小朋友的合作行为倾向有显著性差异;另一方面是对不同的实验材

料有不同的合作行为表现。另外 , 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与父母的工作价值观———特别是经济利益

价值 、管理价值等有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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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业化的进步使产业方式越来越向规模化和集团化发展 ,合作关系成为工作中人际关系的主

体 ,没有合作就几乎不能工作 。合作包括群体 —群体水平上的合作和群体中个人 —个人水平上的

合作 。影响合作行为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和情境因素 。内部因素的影响中 ,价值观

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为什么有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倾向于合作 ,表现出较强的合作意识;

而有的人则相反 ,在工作中倾向于竞争 ?揭示价值观与合作意识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问题

的答案。情境因素则包括任务的难度 、人际关系 、信息沟通和奖惩结构等[ 1 , 2] 。

价值观是指人在先天和后天的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具有的一种比较稳定的观念状态。著名心理

学家 M .RoReach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把价值概念和人的行为模式或者存在的最终状态联系

起来 ,如果说某人有某一价值观 ,就是说他有一种持久的信念 ,认为某一特殊的行为模式或某种存

在的最终状态 ,与另一种对立的或相反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相比较 ,前者从个人角度或社

会角度来看都是更可取的 ,那么这样一种信念就是一种价值[ 3] 。价值观是一个综合的系统 ,在个

人的价值系统中 ,包含着不同类型的价值 ,这些价值对人的重要性程度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 ,在

这个价值系统中有些价值对个体更为重要 ,有些则相反 。在形成某种态度 、作出某种选择时 ,整个

价值系统起着综合的作用 ,但其中不同的价值贡献不同 。从一般意义上说 ,个体的价值观体系可以

指导个体对情境进行反应 ,同时也表达个人的需要 。通过对个体工作价值观的测量 ,可以分析和解

释个体各个工作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价值观对态度的影响早已被证实 ,但价值观对合作意识的

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拟探讨工作价值观与合作意识的关系 ,这对于深入了解合作意识

的组成成分 ,分析合作意识在不同的情境中的构成 ,为倡导必要的合作以及提高合作效能等都有极

其重要的意义。当然 ,价值观并非影响合作意识的唯一因素 ,合作行为还受情境因素的影响 ,例如

奖惩结构 ,报酬分配方式等。

我国对工作中的合作关系研究 ,近年来大多集中在两难对策问题上 ,对情境因素研究较多 。本

研究拟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合作问题 ,通过测量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 ,验证家长的工作价值观与儿

童合作行为倾向的关系。儿童自我修饰的倾向和能力与成人相比要弱;而且 ,选择学龄前特定阶段

的儿童作为被试 ,最大可能地回避了其它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学校教育等),而突出家长的作用 。

因此 ,采取这种方法研究价值观与合作意识的关系 ,应该可以更准确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

儿童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性 ,尤其是低年龄的儿童自我中心性更强。儿童竞争策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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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于合作策略的发展[ 4]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通过经验 ,儿童的合作意识可能逐渐增加;另外经过

训练儿童的合作行为的成绩可以显著提高[ 5]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教师 ,家长的言传身教无时无刻

不在对孩子产生影响 。家长的价值观不仅指导他们自己的行为反应 ,同时也作用于他们的孩子 。

那么到底家长的价值观和孩子的合作行为有什么关系 ,家长的价值观在哪些方面影响了儿童的合

作行为 ?研究拟测量两种情境(好朋友和不认识的小朋友)下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 ,并检验家长的

价值观与儿童合作行为倾向的关系 。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取组内设计的方法 ,实验情境为好朋友和不认识的小朋友 。

2.2　被试　53名 5 —6岁幼儿园的儿童 ,以及对应的 53名家长 。

2.3　实验材料　18组配对的黑白围棋子;奖品:糖 、果冻等;工作价值观量表
[ 3]
。

2.4　实验程序　(1)从 18种组合中随机抽取一组棋子 ,让小朋友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颜色 ,作为

自己所得的份额 ,而另一种颜色的棋子代表对方小朋友(好朋友或不认识的小朋友)所得的份额 。

(2)让小朋友充分想象一个具体的好朋友(或不认识的小朋友),以建立合作行为发生的情境 。(3)
请小朋友选择。以选择相同数量的黑白棋子(选项 B)具有合作倾向 ,记 1分 ,否则 0 分。(4)重复

选择(随机从 18种组合中抽取),直到小朋友的棋子累积到 10个 ,得到一件奖品。(5)当对方小朋

友的棋子累积到 10个 ,请小朋友帮对方小朋友选一件奖品放在主试一边 。(6)实验以小朋友得到

第三次奖品结束 。(7)实验结束后 ,由小朋友带回价值观量表请家长填写。

3　结果

　　实验结果用记录纸记录 ,并用 SPSS8.0软件包分析 ,主要结果如下:

3.1　情境知觉的影响

当儿童选择合作项 B时记 1分 ,合作倾向的得分为儿童实验得分的百分比。儿童对情境的知

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好朋友与不认识的小朋友的知觉。结果见表 1 。对好朋友和不认识

的小朋友的合作倾向均值在.05水平上达到显著性差异。但同时两个情境的相关也达到显著性水

平 ,具体表现为在好朋友比陌生小朋友情境有更合作的行为倾向;但同一被试在两种情境中的行为

倾向是一致的 ,即合作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都更合作;利己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为更利己。

另一方面 ,实验材料对儿童的合作行为影响 ,反映出儿童对情境的知觉特征 。在第 9、18 、3对实

验材料情况下 ,儿童合作分数最低 ,即选择对自己有利而使对方小朋友利益受损的选项。在第 11 、10 、

1对实验材料下 ,儿童合作分数最高 ,在不损失自己利益的情况下 ,选择对对方有利的选项(见表 2)。

3.2　父母价值观的影响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 53名小朋友分为两组:合作组(8人)与不合作组(45人)。 t检验结果表
明 ,在所有情境下 ,合作组与不合作组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均有显著性差异(见表 3)。表 4是儿童

合作倾向与父母工作价值观相关 ,两者之间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合作组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 ,与其父

母的工作价值观中的管理价值 、审美价值和经济利益价值的显著相关 。

4　分析与讨论

　　实验表明 , 5 ～ 6岁的儿童在游戏中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合作意识 ,总体平均数为 0.4579。53名

儿童可划分为合作组和不合作组 ,不合作组占大多数 ,这与儿童在这个年龄段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自

我中心主义相符[ 6] 。合作任务对于儿童来说更为困难 ,为了达到合作 ,个体既需要了解自己的利

益 ,又要顾及到他人 。对儿童是合作的或是不合作的界定 ,因受制于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等方式 ,

这里不作讨论的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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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情境下儿童合作倾向 t-检验与积差相关

平均数 人数 积差相关 t检验

好朋友 .4768 53 .773＊＊ 2.637＊

陌生小朋友 .4049 53

　　注:＊—P<.05 , ＊＊—P<.01

表 2　在不同实验材料下儿童合作倾向结果

实验材料序号 均值 人数 标准差 实验材料序号 均值 人数 标准差

9 .267 45 .447
18 .319 47 .471
3 .326 43 .474
2 .345 55 .480
16 .404 47 .496
15 .407 54 .496
6 .412 51 .497
4 .447 47 .503
7 .449 49 .503
13 .468 47 .504

17 .469 49 .504
8 .471 51 .504
12 .477 44 .505
14 .490 49 .505
5 .525 40 .506
11 .600 45 .495
10 .667 39 .478
1 .689 45 .468

Total .453 847 .498

　　注:表中均值依据合作分数高低排列

表 3　合作组与不合作组儿童合作倾向 t-检验

人数 均值 　　T

总体 不合作 45 .3557 -6.491＊＊

合作 8 .9166
好朋友 不合作 45 .3892 -6.931＊＊

合作 8 .9509
陌生 不合作 45 .3181 -4.230＊＊

小朋友 合作 8 .8750

　　注:＊＊—P<0.01。

表 4　父母的价值观和儿童合作倾向的相关

工作价值观 不合作组 合作组 工作价值观 不合作组 合作组

创造价值 -.058 .292
管理价值 -.328＊ -.437
成就价值 -.044 .145
环境价值 .102 -.104

监督关系价值 -.184 .510
生活方式价值 .092 -.368
职业保障价值 -.019 -.209
同事关系价值 .089 -.022

审美价值 .277＊ .285
声望价值 -.340 -.560
独立性价值 -.090 -.384
多样化价值 -.177 -.417
经济利益价值 -.314＊ -.263
利他价值 .081 -.127

智力发挥价值 -.071 -.017

　　注:＊P<0.05。

　　对情境的认知影响儿童的合作行为 ,本实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好朋友和陌生小朋友

的影响 。在好朋友和陌生小朋友的情境下 ,儿童合作倾向有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好朋友与不认识

的小朋友对于儿童已经有了不同的意义 ,好朋友可以诱导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儿童表现出为好朋友

可以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同时 ,合作与不合作组儿童分数的显著相关 ,又说明儿童行为的一致性 ,

即更合作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都更合作;更不合作的儿童在两种情境中都更不合作 。这一结果折

射出儿童的合作行为的确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 ,不同的实验材料也诱导出儿童合作倾向的差异:第

9 、18 、3组实验材料下 ,儿童倾向于不合作选项;在第 11 、10 、1对实验材料下 ,儿童倾向于合作选

项。第 9 、18 、3对实验材料在两个选项上 ,儿童自身利益差异较大 ,选择合作项会比选择不合作项

少得 2个棋子 ,而对于对方来说 ,则只会多得 1个棋子。当对自身利益影响较大时 ,儿童首先考虑

自己的利益 ,自己得到的越多越好。第 11 、10 、1对实验材料 ,儿童倾向于合作 ,这是由于这 3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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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材料的两个选项儿童自己的利益是一样的 ,无论选哪一个 ,他得到的棋子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

保持自己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 ,儿童选择合作项 ,让对方小朋友得到的棋子数多一些 。因此 ,当

自己的利益已保证的前提下 ,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倾向。相对于直接衡量自身利益的多少 ,比较

自己和对方利益的差异难度更大。从实验材料的分析来看 ,儿童的认知策略是通过首先判断自身

利益得失 ,然后比较对方小朋友利益得失 ,以及自己和对方利益的差异来完成的 。

父母的工作价值观对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有一定影响。由 Pearson相关检验结果表明 ,不合作组儿

童的合作行为倾向与其父母的工作价值观相关 ,主要反映在管理价值 、经济利益价值和审美价值上。其

中 ,与管理价值和经济利益价值呈负相关 ,与审美价值呈正相关。经济利益价值指对好的报酬的期望强

度。越重视经济利益的父母 ,孩子的合作倾向越低。经济利益价值和合作行为倾向的负相关关系是不难

理解的。越重视报酬 、重视物质方面东西 ,就越可能表现出不合作。这一点在现今社会也有所表现。这

样的价值取向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个人利益中心主义的膨胀 ,在工作中表现为合作越来越困难。从

儿童的合作行为与父母的价值中表现出来 ,也许说明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管理价值是指支配他人 ,计

划和安排他人等对领导权欲的价值。合作行为倾向与管理价值的负相关 ,说明越有支配他人欲望的家

长 ,其孩子的合作倾向越低。另外 ,审美价值 ,即对创造美好事物 、为世界增添美的价值与儿童的合作行
为倾向有正相关。这两者之间的正相关 ,也许说明了合作与和谐之间的关系。合作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和

谐 ,而审美追求是美的和谐。从儿童的合作倾向与家长的价值观在三个方面的相关 ,可以看到合作意识

构成的复杂性。这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合作意识成分是很有意义的。

合作组与家长价值观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据此看来 ,儿童的不合作倾向 ,而不是合作倾

向与家长的工作价值观表现出更明显和直接的关系。合作组和不合作组儿童父母的工作价值观经

t检验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这些儿童都来自北大蔚秀园幼儿园 ,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以

及生活环境等基本类似 ,价值观没有显著性差异也是正常的 。价值观与合作倾向的关系不会只是

一种简单的关系 ,它们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比如教师的影响 、同伴的影响等。而且 ,家长与儿

童是两个分离的主体 ,家长的价值观对儿童合作倾向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 、长期的。对于还未进入

小学接受系统教育的 5—6岁儿童来说 ,家长与他们的关系更为特殊 ,家长对儿童某些意识成分的

形成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的数据可以证明 ,价值观与合作意识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关这

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尤其是合作组与不合作组的差异 ,还需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实验结果表明:5 ～ 6岁的儿童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意识 ,在游戏中能够考虑到对方小朋友

的利益和感受。但儿童由于存在自我中心性 ,只在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才会考虑到对方

的利益。特别表现在实验材料即情境因素对儿童的合作行为的影响 ,第 9 、18 、3对实验材料下儿童

倾向于不合作 ,第 11 、10 、1对实验材料下儿童倾向于合作;在好朋友与陌生小朋友情境中 ,儿童的

合作行为倾向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父母的价值观 ,特别是经济利益价值 、管理价值以及审美价值
与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显著相关。父母的价值观对儿童的合作行为倾向的确有一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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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STRATEGI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Yao Meilin , Wu Jianm in
(Psychology Department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 ty)

　　134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 ere tested by

Questionnaire of Eng lish Vocabulary Memorizing

Strategies and vocabulary tests w ith different deg rees of

difficulty.The results showed that ro te and general

memorizing strategies were used primarily , and the

good students were better than the poor in choosing

specific strategies properly.The frequency and the

number o f students were increasing in using more kinds

of strategies when facing difficulty vocabulary.

Key words: English vocabulary , memorizing

strateg y ,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

A RESEARCH ON THE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OF MENTALLY RE-

TARDED CHILDREN

Liu Chunl ing , Ma Hongying , Y ang Fuyi

(Department of S pecial Educat ion , East China Normal Uni-

versity)

　　With the material of PPVT —R , this research

studied 88 pre-school to-3rd grade 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in Shanghai , in order to examine their com-

prehension of nouns , verbs , adjectives , and phrases.

We found that the M R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vo-

cabulary was remarkably related to their intelligence

and very remarkably connected with their g rades.Edu-

catio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of MR children.

Key w ords:mentally retarded children , compre-

hension of vocabulary , education.

A STUDY OF THE FIRST-SAMPLING-

PARTOF IRREGULAR GEOMETRIC FIG-

URES

Cao Lire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Zhejiang University)

　　A study of the first-sampling-part of ir regular ge-

ometric figures was conducted in the experimental

method.In the study there w ere 3 independent vari-

ables:visual task , figure recognition and figure match-

ing;visual condition , good and not good;display type ,

rotated and no t rotated.The visual performance w as

measured by tw o criteria—RT and w rong index mark.

The result show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irst-sam-

pling-par t w as not equal to the whole figure.The first-

sampling-part located mostly at the figures contour ,

and rarely at the figures center or some par ticular

sides.The equability of the first-sampling-par t depend-

ed on the difficult of the visual tasks.With the difficult

increasing, the equability tended to concentrate.In

most cases , the loca tion o f the first-sampling-par t had

little effect on the visual perfo rmance.

Key words:figure recognition , sampling strate-

gy , first-sampling-par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EARNING

STRATEGY LEVELS O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Pan Y ingqiu , Liu Shan xun , Gong Zhiyu
(Ins titu 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 cience)

　　In o rder to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strateg y levels

o f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 we did an inves-

tig ative study by using 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Inventory-High Version (LASSI-HS).The results

show ed that:1)LASSI-HS had a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up to psychological test standard.2)The g rade

difference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el in Motiv ation ,

Anx iety , Selecting Main Ideas , Study Aids and Self-

test sub-scales.3) Studentslearning strategy levels

didnt improve with grades.4)The average scores of

girl students w 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boy

students on A ttitude , Motivation , Study Aids and Self-

test sub-scales;the average score of girl students w as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that of boy students on Infor-

mation Process sub-scale.5)The difference reached a

significant lev el between good students and poor stu-

dents on all sub-scales except on Study Aids and Self-

test sub-scales.

Key words:learning stra tegies , Learning and

Study Strategies Invento ry-High Version Investig ation.

THE COOPERATIVE TENDENCIES OF

CHILDREN AND THE JOB VALUES OF

THEIR PARENTS

Xie Xiaofei , Kong Rui fen , Chen X i , Y an

Xuehu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Bei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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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udy used the in-group design to test the co-

opera tiv e tendencies in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for 5-6-

year-old children , and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 tw een

the cooperative tendencies of children and the job val-

ues of their parent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

ception about the situations influenced the cooperative

tendencies in two w ay s.Firstly , a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of the childrens cooperative behavio rs w as found

between a good friend and a stranger;secondly , w hen

the children were faced with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aterials , they would display different cooperative ten-

dencies.Besides , the cooperative tendencies o f children

correlated with the job values of their parents , especial-

ly with the economic value and the management value.

Key wo rds:the cooperative tendency of children ,

the job value.

THE EXPERIMENTAL STUDY ABOUT

CHILDRENS JUDGMENT AND ATTRIBU-

TION OF MORAL EMOTION

Chen Shaohua , Zheng Xue

(Psychology Departmen t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Guangzhou , 510631)

　　Using the approach of clinical conversation as to

the storys contex t ,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judgement

and attribution patterns of moral emotion of 4- , 6- and

8-year-old children in different transgression contexts.

The results indicate:(1)childrens judgements of mo ral

emotion on the actor ar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 the

attribution is from “ subjective-o riented” to “ outward

sanction-o riented” to “ moral oriented” , (2)young

childrens perspective-taking ability depends on his

mo ral level , 4-year-o ld children cannot distinguish their

emotional experience from the actorsin conflict con-

tex t;(3)the “ happy victimizer” expectancy is a com-

mon phenomenon that will be reduced with the age in-

creasing in mo ral development;(4)the ex tent of trans-

g ression dont effect judgement and attribution of mo ral

emotion.

Key Words:moral contex t , moral judgement , e-

motion judgement , a ttribu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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