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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2×2×2 的混合设计 , 采用问卷测量方法检验不同被试间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被试来自

两个群体:青年组包括 133名大学生;老年组包括 110 名 40—60 岁的各业人士。 结果验证了实验假设 , 发现

人们对合作意识与竞争意识的认知存在差异。在能力维度上 , 人们认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能力更强;在个性

维度上 , 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比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加顺从。人们的工作价值观与他们对他人的评价存在显著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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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今社会中 ,合作关系成为工作中人际关系

的主体 。如何促进员工之间的合作水平 ,提高工作

效率 ,是许多管理者面临的难题之一。影响合作行

为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人格因素和情境因素 。

Kelley &S tahelski(1970)认为存在两种稳定的个体

类型 , 可以被描述为合作与竞争人格(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personali ties),更确切地说 ,指在合

作与竞争维度上存在稳定的人格差异[ 1] 。我们可

以通过某些途径了解这两种类型的个体对外部世界

的不同看法 ,比如 ,具有合作和竞争人格的个体对

“合作者”和“竞争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评价。两种类

型的人在社会交往中的不同经验会导致这种认知上

的差异。

对于合作问题的研究 ,两难对策问题是其中的

一个重点 。Kelley 和 Stahelski(1970)发现 ,当合作

性与竞争性的被试相遇时 ,合作者会被竞争者行为

同化 ,表现出竞争性行为。合作者和竞争者对他人

是合作性的还是竞争性的观点不同 ,合作者认为他

人是异质性的 ,有些人是合作性的 ,有些人则是竞争

性的;而竞争者认为他人是同质性的 ,都是竞争性

的。Van Lange 和 Kit ty Visser[ 2] 扩展了 Kelley 和

S tahelski(1970)关于行为同化的研究 ,认为非合作

性同伴会导致较低水平的合作行为和相互依赖感;

同时社会价值定向对合作行为及相互依赖感产生影

响。Chatman &Barsade(1995)[ 3]采用模拟技术研

究了人格与组织文化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发现个体

在不同的组织文化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高合作倾

向的个体在集体主义文化下表现出最高的合作行

为;合作个体对组织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更

敏感 ,在不同文化中他们的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者

表现出更大的差异。而 Sermat &Gregovich(1966)

的研究结果表明 ,合作者会被竞争程序同化 ,但当遇

到合作程序时 ,他们很容易又表现出合作行为。这

种“弹回”现象(rebound)说明 ,合作者在面对竞争同

伴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性行为只是暂时的 ,当同伴

变得他们一致时 ,他们很容易又重新主张建立一种

合作性关系。尽管合作者的行为向竞争者同化 ,但

他们主观意识上仍然是合作的 ,说明合作者是暂时

的行为改变 ,而不是改变了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基本

定向。

我国近年来对合作问题的研究强调合作行为的

测量与分析 ,且样本大多局限于儿童 ,主要研究情境

因素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例如李晓东等人对 6—9

岁儿童的合作与竞争行为的实验研究
[ 4]
;郑建成等

人研究系列协作游戏对幼儿协作行为的影响[ 5] 。

谢晓非等人从价值观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探

讨 ,结果表明价值观对个体行为的确能够产生影

响[ 6] 。

笔者认为 ,合作意识是合作人格的有机成份 ,意

识能够指导个体对外部情境作出反应 ,同时又在与

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对个体行为进行反馈 ,

从而在意识中形成新的经验 。合作意识也应该是合

作概念的一部分 ,目前已有的研究缺乏对于合作概

念本质的研究。因此 ,本研究拟对合作概念 ,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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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认知成份进行探索性研究。本研究采用投射

技术(Projective technique)的原理 。投射技术是一

种对行为的无意识或隐藏内容尤为敏感的工具;它

允许甚至鼓励被试作广泛和千差万别的回答 ,并能

在被试对测验目的最少觉察的情况下引发内容丰富

的反应资料[ 7] 。由于作者对合作意识的研究是探

索性的 ,因此采用投射技术的方法 ,希望获得个体对

合作概念的真实理解 。从个体对具有强烈合作或竞

争意识的人 ,在人格 、能力和道德维度评价上的差

异 ,投射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征 ,反映个体的合作意

识状况。我们选用了两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

职业作为评价对象 ,通过对评价对象的评价来反映

人们自身对合作与竞争的认知特征 ,反映人们深层

次的人格和价值观方面的信息 。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2×2×2混合设计:(1)两个评价对象 —幼儿教

师和推销员(组内);(2)两种实验条件—合作意识与

竞争意识(组间);(3)评价对象的性别:男 、女(组

间)。本实验要求被试对两个既定对象进行评价 。

为了掩饰实验的真正目的 ,问卷被称为“想象力测

验” 。

2.2　被试

青年组:133 名 18—23 岁的北京大学的本科

生 ,70名男生 ,63名女生;老年组:110名 40—60岁

的中 、老年人 ,大多数为已退休人员 , 52名男性 , 58

名女性。

2.3　实验材料

(1)想象力问卷 。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 ,其

评价项目主要选自王登峰 、杨国枢等编制的中国人

人格问卷 ,并经过初测筛选最终认定。项目内容包

括能力 、个性和品德三个方面 ,项目由正反两个形容

词组成 ,被试采用 7点量表作答。

(2)工作价值观量
[ 8]
。黄敏儿博士修订的美国

Super 教授编制的工作价值观量表(1990)。

2.4　实验程序

青年组问卷在北大校内发放了 140 份 ,收回合

格问卷 133份;老年组问卷是通过本市同学的家长

及其单位同事及邻居等渠道收集 ,发放问卷 121份 ,

收回合格问卷 110份 。

3　结果与分析

实验结果采用 SPSS10.0软件包与 EQS5.3 分

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1　总样本在评价项目上的认知差异

总样本在两个主要的项目 ,即“能干—无能”和

“顺从—叛逆” ,对合作性评价对象与竞争性评价对

象的评价主效应显著。人们的认知差异主要集中在

能力与个性维度上 ,在能力维度上 ,人们倾向于认为

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比具有合作意识的人能力更

强(合作=2.18 ,竞争=1.90 ,F(1 , 268)=7.165 ,P

=0.008);在个性维度上 ,人们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

人更顺从 ,而具有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更强(合作=

3.66 ,竞争=3.94 , F(1 , 269)=4.084 , P =0.044)。

该结果说明了一个总体的轮廓 ,人们对合作者与竞

争者的认知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反过来也必然提供

了评价者本身的信息。

“能干 —无能”与智力发挥价值正相关 ,与监督

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负相关;“顺从 —叛逆”与多数

工作价值观呈正相关 ,特别与智力发挥价值和生活

方式价值相关显著 。
表 1　评价项目与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相关

能干—无能 顺从—叛逆

智力发挥价值 .195＊＊ .253＊＊

监督关系价值 -.157＊ .151＊

成就价值 .197＊

声望价值 .161＊

经济利益价值 .163＊

职业保障价值 .175＊

环境价值 .121＊

同事价值 .174＊

生活方式价值 .226＊

利他价值 -.146＊

　　注:＊P<0.05 , ＊＊P<0.01(以下同)。

3.2　性别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被试自身的性别

和评价对象的性别 。

男女被试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评

价对象在成功—失败项目上有显著交互作用。男性

被试认为具有合作意识的人更成功 ,而女性被试认

为具有竞争意识的人更成功 。男性被试对合作者和

竞争者的评价无差异;女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

的评价在能干—无能项目上差异显著(竞争者=1.

72 ,合作者=2.18 , F =12.076 , P=0.001),即认为

竞争者比合作者更加能干。

对具有强烈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的男性评价对

象 ,人们评价无显著差异。对于女性评价对象 ,人们

的评价在 5个项目上差异显著(见表 2),这 5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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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反映了被试对女性合作者与竞争者个性特点的认

知差异。
表 2　女性评价对象的评价分数比较

竞争者 合作者 F

勤劳—懒惰 1.64 1.90 5.106＊

能干—无能 1.83 2.18 5.853＊

独立—依赖 2.28 2.65 3.981
＊

顺从—叛逆 4.05 3.50 7.781＊＊

坚持不懈—半途而废 1.46 2.06 3.946＊

3.3　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青年组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

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则认为合作者与竞争

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道德维度上(见表 3)。

3.4　EQS拟合检验

本研究问卷设计分为三个维度 ,品德(Q3 ,7 ,9 ,

15)、个性(Q1 , 4 ,8 , 12 ,13)和能力(Q2 , 5 , 6 , 10 , 11 ,

14)。利用 EQS 检验的结果表明 ,考虑到卡方值受

表 3　不同年龄组被试对合作与竞争意识的评价分数

项目 竞争者 合作者 F

青年组 能干—无能 2.02 2.32 3.925＊

顺从—叛逆 4.29 3.90 5.938＊

老年组 外向—内向 1.84 2.22 6.689＊

坦诚—虚伪 2.89 2.47 5.207＊

知恩图报—忘恩负义 3.08 2.52 8.429＊＊

样本规模影响较大 ,我们重点考虑模型的拟合优度:

CFI=0.995 ,GFI=0.958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0.015 ,90%CONFIDENCE IN TERVAL OF RM-

SEA为(0.000 , 0.035),说明我们提出的模型在统

计上是可以接受的。

4　讨论

4.1　合作意识的认知差异

被试在两个项目:即“能干的—无能的”与“顺从

的—叛逆的”上的合作与竞争意识存在显著差异 。

人们对高竞争意识的人在能力维度上的评价好于高

合作意识的人 ,这与我们的实验预期是一致的 。在

现实生活中 ,有时人们不采取合作行为可能是认为

与人合作是一种示弱的表现 ,也就是说 ,人们在能力

维度上通常给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以较低的评价 ,

这可能是在工作中难以引导合作行为的原因之一 。

另外 ,人们认为具有高合作意识的人比较顺从 ,而高

竞争意识的人叛逆性较高 。这一点和我们通常的看

法也是吻合的 ,一个个性随和的人更可能具有高合

作倾向 ,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行为。

本研究对价值观的测量是针对被试本人的 ,项

目测量是针对评价对象的 ,两者之间的相关反映出

个体价值观对合作意识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能

干—无能”项目与智力发挥价值呈正相关;智力发挥

价值指对于需要思考以及有机会了解工作本身运作

原理及规律的工作价值 ,比如 ,工作中能不断解决新

的问题 ,能有心理上的挑战 。“能干—无能”项目与

智力发挥价值间的相关表明 ,智力发挥价值越高的

个体越注重能力特征 ,因此 ,会在对他人的能力评价

中投射出来。另一方面 , “能干—无能”项目与监督

关系价值和利他价值呈负相关。监督关系价值指能

在一个体贴下级 、与之相处融洽的主管手下工作的

价值观 ,即希望有一个公正 、通情达理且体贴下级的

主管 ,该价值与能力项目的负相关 ,也正好投射出被

试本身对能力的知觉 ,能力高的人可能并不太在乎

主管是否体贴。利他价值指对于能造福他人的工作

价值 ,比如能够使他人幸福 ,能够帮助他人 。该价值

与能力项目间的负相关表现出能力维度的负面性 ,

人们对能力的注重同时伴随着在利他 、情感等方面

的牺牲。另外 ,顺从 —叛逆项目与多数工作价值观

均呈正相关 ,主要包括:智力发挥价值 、生活方式价

值和成就价值等。

4.2　性别和年龄对认知的影响

性别的影响在本实验中表现在两个方面:评价

对象的性别和被试的性别。被试评价具有强烈竞争

意识的女性比合作意识的女性更勤劳 、能干 ,更加独

立 、叛逆和坚持不懈。通常人们认为 ,如果一个女性

的竞争意识较强 ,那表明她的依赖性较低 ,能力较

强 ,她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辛苦才可能取得成功 ,

因此人们对具有竞争意识与合作意识的女性 ,其评

价出现了显著差异 ,而且表现为对具有竞争意识的

女性有更高的评价 。相反 ,对于男性评价对象 ,其评

价的差异不显著。

关于被试自身的性别 ,女性被试对于竞争者和

合作者在能力维度上存在认知差异 ,认为竞争者比

合作者更加能干。而男性被试对合作者与竞争者的

评价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女性在

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 ,因此对竞争的压

力感受更为深切 ,从而也更崇尚竞争者的能力。这

并不表示女性在工作中会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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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说明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 ,更敏感于竞争者与

合作者的区别。

年龄的影响表现在 ,青年人对合作者与竞争者

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能力和个性维度上;老年组

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个性维度。而且青年组

的评价普遍低于老年组的评价 。青年人是即将进入

社会竞争的大学生 ,生存的压力非常巨大 ,这可能导

致他们比较看重能力维度 ,即将面临的社会竞争使

得他们对竞争者在能力维度上评价偏高 。而经历了

风雨洗礼的老年人则更看重道德维度 ,这体现了一

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慨 。它的喻义是深刻的 ,也

就是说 ,道德维度最终会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重要

指标 。当然 ,本研究中 ,两个年龄组的被试基本属于

两代人 ,其经历的时代不同 ,世界观中必然融入了各

自时代的影响 ,因而对合作意识的看法会有所差异 。

4.3　职业对认知的影响

职业(幼儿教师和推销员)与合作和竞争意识之

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这一点与实验预期有差异 。

竞争性不强的幼儿教师与竞争性很高的推销员职

业 ,在合作与竞争意识上并没有与职业产生交互作

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社会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实际上 ,每一个职业都是如此 ,

因此 ,各个职业之间在竞争性的差异上不再明显 。

但对于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4　实验方法的讨论

本研究在实验方法上的特点之一 ,是采取投射

技术 ,从被试对目标对象的评价中了解其本身的状

况。由于投射技术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 ,问卷缺乏

方便而有效的效标 ,因此无法对实验结果进行效度

检验 ,而只能通过数据结果来分析问卷设计的合理

性。

另外 , MANOVA 的分析结果中 ,问卷的 15 个

项目中有两个项目:健谈 —寡言与爱幻想的—讲求

实际的 ,在所有的主效应检验与差异比较中都不显

著 ,也就是说 ,这两个项目的区分度不大 ,应考虑在

下一步的研究中去掉这两个项目。此次调查的样本

主体是 18 —23岁的青年组和 40-60岁的老年组 ,

25-40岁的中年群体没有涉及 ,而这一群体正是青

年组与老年组的过渡阶段 ,他们才是现今社会中工

作的主力军 ,探查他们对于合作概念的理解 ,对我们

研究工作情境中的合作行为 ,可能更具实践意义 。

5　结论

研究结果基本验证了实验假设 ,对于合作概念

的理解提供了数据支持 。人们对于合作与竞争意识

的认知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能力与个性维度。

人们倾向认为高竞争意识的个体比高合作意识的个

体在能力维度上更强;高合作意识的个体比高竞争

意识的个体在个性维度上更顺从 。这两个项目与工

作价值观均存在相关 ,特别是与智力发挥价值和监

督关系价值显著相关。

随着社会化大分工越来越细 ,人们之间的相互

依赖越来越强 ,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是时代对我们的

客观要求 。但是 ,目前工作中的合作水平与我们的

要求差异甚远 ,而合作意识对合作行为具有指导性

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对合作意识成份的构成提供了

一个认识的框架 ,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对合作概念和

合作行为的理解 ,并为以后合作问题的研究提供了

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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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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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COMPO-

NENTSOF COOPERATIVE AWARENESS

X ie X iaofei , Chen X i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Beijing University)

　　I n this study a questionnaire test was used with 2＊2＊2

compounding design to measure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of coop-

erative awareness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The subjects came

f rom tw o age g roups:the younger g roup included 133 under-

g raduates, and the older one 110 retired people from various

w alks of life whose age r anged from 40 to 60.The result initial-

ly verified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were cognitive differences in

people' s cooperative and competitive aw areness.I n the ability

dimension , those w ith strong competitive aw areness were per-

ceived mo re capable;w hile in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 , those

w ith strong cooperative awareness were perceived more compli-

ant.There w as a remark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job values and

the appraisals of others.

Key Words:cooperative awareness , competitiv e aw are-

ness , w ork valu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C AND

NON-LOGIC PROCESS OF HUMAN REASONING

Hu Zhujing
(The Educat ional Science College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 ty)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logic and non-logic

process of human reasoning w as first reviewed;the author the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hree problems in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f human reasoning;and finally , a new reasoning

model , the Dual Structure Model of Item and Know ledge sug-

gested by the author , was introduced briefly.

Key Words:rational reasoning , non-rational reasoning ,

mental-logic , mental model , Dual Structure Model of I tem and

Knowledge.

RESEACHESON IMPLICIT LEARNING IN LAN-
GUAGE PRODUCTION

Yang Jin xin
(Psychology Departmen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 ty)

　　 Transient activation and breadth constraint are generally

us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priming and speech

er ro rs.The research of implicit learning can throw light upon

these issues , fo r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learning mechanism

play a role in language production and the data of recent re-

searches illustrate that structural priming and speech errors are

more likely to be the implicit learning of sequential patterns

Key Words:language production , implicit learning , struc-

tural priming , speech errors.

A STUDY OF THE VALIDITY OF THE ADMINIS-

TRATION OCCUPATIONAL APTITUDE TEST

Chen Sheyu
(Nanjing University)

Y u Jiayua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I n order to have an overall and exact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occupational aptitude

test , a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validity of this test was conducted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demonstr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modern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theory.Some useful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Relatively complete information w as

pro vided about the deepened refo rm of the national civilian em-

ployment examina tion.

Key Words:civilian , examination , validit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EACH-
ER-STUDENTCOGNITIVE STYLE INTERACTION

AND TIBETAN BILINGUAL CHILDREN' S ACA-
DEMIC ACHIEVEMENT

Wan Minggang , Xing Qiang
(Insti 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er-student

cognitive style interaction on the bilingual children' s academic

achievement , by means of the CSFT developed by the Depart-

ment of Psycholog y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The results

showed:The interrelation betw een the teachers' cognitiv e sty le

and the students' cognitive sty l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 vary ing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subjects and learning tasks;bilingual children' s cogni-

tive style was an important facto r fo r their Chinese and math

achievements;The match between the cognitiv e style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 s had a g 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Chinese achievement;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er-learner cognitiv e style interaction on the bilingual chil-

dren' s academic achievement did no t show a linear pattern;the

teacher-student gender and cognitive style interaction w as an

impo rtant variable for the bilingual children' s academic achieve-

ment.

Key Words:T ibetan , bilingual children , cognitiv e sty le.

383第 3 期　　　　　　　　　　　　　　　　　　　英　文　摘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