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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怎么做
教师的案例簿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出人意料的是，受欢迎的

或许以前你也见过这种情形，但今年在你就职的中

Alison 却将这封邮件转发给全校学生，这让 Stephanie 倍

学里，这种情况似乎特别严重：一群学校里受欢迎的女

感羞辱。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Stephanie 已经三天没

生，正在合伙极力排挤某些女孩，而这些女孩曾经也是

来上学了。

这个群体的一分子。她们被排挤的主要原因是她们“不
合群”，比如穿得不够时尚、长得不够漂亮、对男生不感
兴趣等。为了让自己跟“不合群”的女孩划清界限，那
些受欢迎的女孩会散布一些不利的谣言来攻击她们昔日

想一想：
●

你会怎么处理 Stephanie 和 Alison ？

●

你还会对其他学生说些什么？

●

在你的教学过程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

的好友，并泄露她们还是好朋友时对方分享给自己的秘
密。最近，你发现一个被排挤的女孩 Stephanie 给她曾经
最好的朋友 Alison 写了一封很长且感情真挚的邮件，询

除了认知发展，学校教育还涵盖很多方面。当你回

怎么处理？
●

回想过去的求学经历，你是否也遭遇过类似
Stephanie 或 Alison 的情形？

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视角。最后，我们会探讨道德发展。

想自己的求学经历时，什么令你印象最深刻？是那些最

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道德观？教师如何培养诚实、合

重要的学术知识还是关于情感、友谊、恐惧的记忆？在

作等个人品质？为什么有些学生在完成作业时会作弊？

本章中，我们会探讨个性、社会性和道德的发展。

教师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形？

首 先， 我 们 将 探 讨 发 展 的 一 个 基 本 方 面 —— 随 着
学生成熟而发生的生理变化，这一变化影响着其他方面
的发展。接着，我们会介绍尤里·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并以此为框架探讨影
响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家庭、同伴

学完这一章后，你就能：
● 描述在孩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个体生理发展的一般
趋势及其群体差异。
● 论述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各个成分如何
影响个体的发展。

和教师。随后，我们将探讨个体是如何通过自我概念和

● 论述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

同一性（包括种族同一性）来认识自己的。埃里克·埃里

● 描述自我概念和自我同一性发展的一般趋势及其群体

克森（Erik Erikson）的社会心理理论为我们观察这些发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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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现有的道德发展理论。

行为）会如何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 阐述积极的同伴关系（友谊）和消极的同伴关系（攻击

模块7

生理成长：个性与社会性发展的背景
生理发展
本章将主要探讨个性和社会性发展，但我们先从生
理发展这一备受个体和家庭关注的问题开始谈起。
停下来

想一想

们需要有规律的休息（Darcey & Travers，2006 ；Thomas &
Thomas，2008）。
至于精细运动技能，如穿鞋或系纽扣，则需要细小
动作的协调。这些技能在学前期同样发展得很快。学校
应提供大的画笔、粗的铅笔或蜡笔、大的乐高玩具、大

你现在多高？你是几年级时长到现在这么高的？在

张的画纸和松软的黏土供学前儿童使用，以适应他们未

中学阶段，你是班上最高的还是最矮的，还是中等水平？

发育完善的技能。这一期间，儿童将表现出他们对左手

你知道有些学生因为外表原因经常被其他同学取笑吗？对

或右手的偏好，这一偏好将会伴随他们一生。到了 5 岁，

你来说，生理上的发展对你的自我感觉有多重要？

90% 左右的儿童倾向于使用右手，10% 左右的儿童倾向
于使用左手，并且偏好左手的男孩多过女孩（Feldman，
2004；Hill & Khanem，2009）。这种偏好是有遗传基础的，

生理与运动发展
对大多数儿童来说，至少在最初几年中，成长意味
着长得更高大、更强壮和更协调，这些变化可能使人感
到惊慌、失望、兴奋或困惑。

1. 学前阶段
学前阶段的儿童非常活跃。在最初的几年中，他们
的大运动（大肌肉）技能发展得很快。在 2 ～ 5 岁，学
前儿童的肌肉变得更强壮，大脑能更好地整合动作相关
的信息，平衡感增强，身体重心下移，因此他们能做到
跑、跳、爬和单脚跳。一般而言，2 岁之前的儿童都在蹒
跚学步，他们的步伐非常笨拙，走路会左右摇摆。而到
了 2 岁，大多数儿童都能较为平稳地走路了，他们的步
伐变得日趋流畅和富有律动。3 岁的儿童大多能完成跑、
投掷和跳等动作，但这些动作直至四五岁才能变得娴熟。
如果儿童的生理机能正常并有玩耍的机会，大多数运动
能力都会自然发展起来，但对于那些有生理缺陷的儿

因此不要轻易尝试改变儿童的偏好。

2. 小学阶段
在小学阶段，大多数儿童的生理发展都是相对稳定
的，他们变高了、瘦了，也更强壮了，因此他们能更好
地从事体育运动和游戏。然而，儿童彼此间存在很大的
差异。某些儿童可能长得比平均水平要高很多或矮很多，
但仍然非常健康。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已经意识到生理
上的差异，但他们说话时比较直接，不够婉转，因此你
可能会经常听到他们在谈论“你太小了，不应该上五年
级，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或是“你怎么这么胖？”
整个小学阶段，很多女孩会和班上的男孩子一样高
或更高一些。平均而言，11 ～ 14 岁的女孩子比同龄的男
孩子更高且更重一些。这种差异使女孩子在生理活动方
面占据优势，但有些女孩对此感到很矛盾，因此也并不
看重自己的体能（Woolfolk & Perry，2012）。

3. 青春期

童，可能需要特殊训练才能发展这些能力。因为儿童还

青春期（puberty）标志着性成熟的开始。它并不是某

不会判断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因此在长时间运动后他

个单一方面的发展，而是涉及身体几乎每个部分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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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变化。那些在小学后期出现的生理发展中的性别差异，

孩遇到的困难可能会少一些，但她们会担心自己有什么

到了青春期早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但这些变化需要

毛病，为什么迟迟未发育。此时，成人的安慰和支持是

时间。女孩进入青春期后，最先被觉察到的变化就是乳

非常重要的。

头的生长和乳房的发育，欧裔美国女孩和欧裔加拿大女
孩开始发育的时间大约是在 10 岁。差不多同年龄，男孩
也开始发育，他们的睾丸和阴囊正在逐渐变大。一般而
言，在 12 ～ 13 岁，女孩会经历人生的第一次月经期，
即初潮（menarche）。男孩则会经历人生的第一次射精，
即出现遗精（spermarche）。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男孩开
始长胡子。有些男孩可能迟迟未长胡子，但不用太担心，
胡子发育的时间最晚会到十八九岁。当然，除了性特征
的发育，青春期也会带来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变化，比
如皮肤出油、长痘和体臭。
就身高而言，女孩长得很快，到十五六岁就基本达
到顶峰了。这种性别的差异导致在小学后期，很多女孩
的身高会超过班上的男同学。男孩的发展则相对滞后，
在十五六岁后还需要几年身高才能逐渐趋向顶峰，很
多男孩到了 19 岁左右才不再长高。但无论是男孩还是
女孩，在 25 岁之前，都有可能缓慢地长高（Thomas &
Thomas，2008 ；Wigﬁeld，Byrnes，& Eccles，2006）。非裔
和拉丁美裔的美国青少年达到身高顶峰的年龄相对较早，
而亚裔的美国青少年则相对较晚。

4. 早熟与晚熟
心理学家很关注早熟和晚熟的青少年在学业、社会

体形各异的学生
青少年身体的变化对个体同一性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心理学家
很关注早熟和晚熟的青少年在学业、社会性和情感上的差异。

对男孩而言，早熟意味着越受欢迎。与同伴相比，
早熟的男孩身体会更高一些，肩膀更宽一些，体形也更
符合传统的理想男性形象。相对地，晚熟的男孩则不太
符合理想男性的标准，他们体格比较小，也不够强壮。
而这可能导致晚熟的男孩会有些自卑。实际上，大众的
审美标准已经发生了改变，变得日益多元和包容（Harter，

性和情感上的差异。早熟，对女孩来说可不是件好事。

2006）。近年来的研究更发现，对男孩而言，早熟的弊大

因为长得比班上同学更高大或更“成熟”，并不符合很多

于利（Westling，Andrews，Hampson，& Peterson，2008）。

文化所鼓励的女性形象（Jones，2004）。在很多国家，尤

对白种人、非裔和墨西哥裔的美国男孩来说，早熟可能

其是那些崇尚以瘦为美的国家，早熟常常会带来各种情
绪问题，如抑郁、焦虑、进食障碍等（Steinberg，2005）。
早熟还可能会导致女孩的学业成绩落后、药物和酒精的
滥用、意外怀孕和自杀以及更高的乳癌患病率。环顾全
世界，早熟与很多国家的青少年问题有关。如在芬兰，
早熟与贪食症的发生率、饮酒等有关。在挪威，早熟与
自杀、饮酒有关。在澳大利亚，早熟可能会导致抑郁和
焦虑（Mendle et al.，2007）。另外，研究还发现初潮来的
年龄与成年后的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体内
脂肪的测量指标）有关。平均而言，女性越早经历初潮，
成年后的体质指标越高（Harris et al.，2008）。晚熟的女

意味着有更多的问题行为（Cota-Robles，Neiss，& Rowe，
2002）。另外，早熟的男孩更可能出现抑郁、酗烟、酗酒
等问题（Wigﬁeld et al.，2008）。
对晚熟的男孩而言，他们可能会在刚开始面临更
多的困难。但有研究表明，晚熟的男孩成年后会更有创
造性、容忍性和理解力。可能晚熟所带来的考验和焦
虑，使得这些男孩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者（Brooks-Gunn，
1988；Steinberg，2005）。如果能意识到成熟的“正常年龄
范围”其实很大，而早熟和晚熟各有优势，这对所有学
生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何应对班上学生的生理差异，下
面的实践指南会给你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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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南
应对班上学生的生理差异
 重视学生的生理差异，但不必过分关注。
例如：

2. 提供一些有关早熟和晚熟的差异、方便学生阅读的书籍
或材料，确保学生理解每种情况的优点与缺点。

1. 不要明显按身高来安排座位，但要尽量安排个子矮的学

3. 了解学校在性教育和对学生进行非正式指导方面的政

生坐在合适的位置——既能看到黑板，也能很好地参

策。例如，一些学校鼓励教师和那些因第一次月经而

与班级活动。

烦恼的女孩谈心。另一些学校则希望教师将这些女孩

2. 可以玩一些依靠体形、力量获胜的游戏和运动，但同时

送到校医院的护士那里，让护士与她们交谈。

也要组织一些展示学生认知、艺术、社交、音乐等方

4. 从文学作品或学生群体中，找到那些虽不具备理想的生

面能力的游戏和运动，如根据动作猜字谜的游戏或画

理特征但仍然取得高成就的个体，为学生提供榜样。

画等。
3. 教师不要根据身体特点来给学生起外号，也要禁止学生
之间这样做。
4. 确保班上有足够的专供左利手使用的剪刀。
 帮助学生获得有关生理发展差异的正确信息。
例如：

 理解青少年对外表和异性的关注会占用他们很多的时间和
精力。
例如：
1. 课后允许学生有一些时间用于社会交往。
2. 在课程相关的资料中，讨论这些与生理差异有关的
主题。

1. 开设讲授生长速度性别差异的科学课程。

游戏、休息和体育活动
蒙台梭利曾说过“游戏就是儿童的工作”，皮亚杰
和维果斯基想必也赞同这样的观点。近期，美国儿童科
学院宣称“游戏对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利于儿
童和青少年认知、生理、社会性和情感等方面的健康”
（Ginsburg，2007，p.182）。我们知道大脑的发展需要适当
的刺激，而游戏能够在不同年龄阶段为发展提供刺激。
事实上，一些神经系统学家认为游戏有助于儿童时期大
脑的突触“修剪”过程（Pellis，2006）。还有一些心理学
家则认为游戏能让儿童安全地体验，进而了解周围的环
境，尝试新行为，解决问题以及适应新环境（Pellegrinim，
Dupusis，& Smith，2007）。感知运动阶段的婴儿通过探
索、吮吸、拍打、摇晃、投掷等方式与环境互动。前运
算阶段的学前儿童喜欢玩扮演类游戏，他们会在游戏中
形成符号、使用语言与他人互动，并且开始进行一些简
单的、有固定规则的比赛。小学阶段的儿童也喜欢幻想，
但他们开始玩更为复杂的游戏和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学习合作、公平、协商，体验成功与失败，并发展出
更为复杂的语言。随着儿童发展进入青春期，游戏对他
们的生理和社会性发展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Woolfolk &
Perry，2012）。

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有充足的科学依据。Phillip
Tomporowski 和他的同事们（2008）回顾了已有关于体
育活动和认知发展的研究，总结出“系统的运动计划的
确能促进某些心理过程的发展，这些心理过程将有助于
个体克服学业和人生道路上的挑战”（p.127）。另一些研
究者则发现，亚洲国家的学生普遍在阅读、科学和数学
测验中的表现优于美国学生，部分原因可能是亚洲学生
每天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次数多于美国学生。一项研究以
11 000 名八九岁的学生为被试，发现与没有课间休息或
很短课间休息时间的儿童相比，每天有 15 分钟或更多课
间休息时间的儿童在课堂上的表现更好（Barros，Silver，
& Stein，2009）。这种课间休息对于那些注意力缺陷多动
障碍（ADHD）的儿童尤为重要。事实上，课间休息次数
更多时，可能被诊断为 ADHD 的学生（尤其是男孩）会
更少（Pellegrini & Bohn，2005）。
学校应当鼓励和促进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这对出
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或身体有残疾的儿童更为重要。不
幸的是，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应对考试，学校正在不断
地缩减休息的时间（Ginsburg，2007 ；Pellegrini & Bohn，
2005）。但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意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200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接受政府资助的
教育机构（涵盖了绝大多数学校）必须制订相应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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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规划。美国心脏协会等多个部门指出，作为健康教

子游戏的时间增长以及缺乏运动等（Woolfolk & Perry，

育规划的一部分，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应当至少进

2012）。然而对很多儿童来说，生理发展还面临着另一种

行 30 分钟的强度不等（中等强度到高强度）的体育运动

挑战——体重不是太重，而是太轻了。

（McKenzie & Kahan，2008）。我们之所以关注体育运动，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患上肥胖症。我
们将在下面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2. 进食障碍
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非常在意自己的身体，这本来
是很正常的。但当今社会对身材和形象的重视，使得青
少年太在意自己的身材是否符合“标准”。青春期男孩

生理发展中的挑战

和女孩都会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因为自己不符合杂志和

生理发展是没有秘密可言的，每个人都能看到你有
多高、多矮、多胖、多瘦、肌肉发不发达或是体型协不
协调。随着学生进入青春期，他们感觉自己“站在舞台
上”，好像每个人都在评价自己，生理的发展也是被评价
的一部分。因此，生理发展会影响到心理发展（Thomas
& Thomas，2008）。

电影中理想男人或女人的形象。对于女孩来说，与朋友
谈论外貌之类的话题，可能会让她们对自己更加不满意
（Jones，2004）。某些青少年会过度在意身材以致产生进
食障碍，如贪食症（bulimia）和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而这两种症状在女性中更为常见。贪食症患
者常常暴饮暴食，一次性吃下一桶冰淇淋或是整个蛋
糕，但为了防止变胖，吃完后他们会迫使自己呕吐或是

1. 肥胖症

服用泻药，以排除多余的热量。虽然这样做能使贪食症

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最近的新闻，就会了解在美国
肥胖症是个日趋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儿童患者的比率越

患者维持正常的体重，但他们的消化系统会受到永久性
损伤。

来越高。事实上，自 1971 年以来，2 ～ 19 岁期间各个
年龄阶段的儿童患肥胖症的概率都翻了一番（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2009）。 肥 胖 症 通 常 是 指 那 些 与 年 龄、
性别和体格均相同的儿童相比，体重超过平均体重 20%
以上的儿童。表 7-1 说明了肥胖症发展的趋势。
表 7-1

日益增多的肥胖症儿童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超重率（2 ～ 19 岁）
调查时期（年）
1971 ～ 1974 1976 ～ 1980 1988 ～ 1994 2007 ～ 2008
2～5岁

5%

5%

7.2%

10.4%

6 ～ 11 岁

4%

6.5%

11.3%

19.6%

12 ～ 19 岁

6.1%

5%

10.5%

18.1%

注：表中的数据摘自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所做的国家健康与
营养评估调查
资料来源：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ww.cdc.
gov/obesity/childhood/data.html

肥胖症会给儿童和青少年带来很多疾病和危害，例
如糖尿病、骨头与关节紧张、呼吸方面的问题，他们成
年后更容易出现心脏方面的问题。肥胖症也会影响儿
童与同伴玩耍和参加体育运动。另外，患有肥胖症的儿
童经常会被同学取笑和嘲讽。与儿童发展的其他方面一

不要离我而去
患有厌食症的学生需要专业帮助——不要忽视任何一个患病的
征兆。教师可能是最早发现并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人物。

样，众多相互影响的因素共同导致了肥胖症发病率的增
高，其中包括不正常的饮食、遗传因素、看电视和玩电

厌食症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厌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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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经常拒绝吃东西或几乎不吃任何东西，但同时却经

且变得越来越普遍——约有 1% 的青少年（主要是女性，

常过量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体重可能会减轻

也有部分男性）是厌食症患者（Rice & Dolgin，2002）。这

20% ～ 25%，其中一些人（20% 左右）甚至会活生生把

些学生需要专业的治疗和帮助，因此，家长和教师应当

自己饿死。患有厌食症的学生看起来脸色很苍白，指甲

注意每一个患病的征兆。但事实上，只有不到 1/3 的进食

非常脆弱，身上的毛发细而发暗。他们很容易觉得冷，

障碍患者能真正得到治疗（Stice & Shaw，2004）。教师可

因为体内脂肪太少，无法使身体保温，也常感到沮丧、

能是最早发现并帮助学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人物。下

缺乏安全感、闷闷不乐、孤独，一些女生甚至会停经。

面的实践指南将告诉你该如何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身

这类饮食不正常的情况通常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出现，而

体意象。

实践指南
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身体意象
 聆听学生关于自身健康方面的谈话。
例如：
1. 当他们谈到自己打算减肥的时候，适时地加入到他们的
谈话中，一起探讨健康体重、身体意象、文化对年轻
人的影响等方面的话题。
2. 当他们谈到自己或朋友打算节食的时候，适时地加入他
们的谈话中，从健康营养的角度为他们阐释关于当下
流行的各种节食方法的迷思、误解及其危害。
3. 留心学生的话语，一旦青少年对健康方面的问题发表了
一些自己的见解，教师就可以把握机会，就身体意象
与他展开有意义的对话。
 询问学生一些问题。
例如：
1. 你是否很在意自己的体重（身形或大小）？你觉得身边
的朋友在意他们的体重吗？你或你的朋友会经常谈论
你的体重吗？
2. 你知道节食是减肥或保持体重最差的一种方法吗？你节

当然，个体的发展绝不仅限于生理方面。接下来，
我们将会介绍个性和道德的发展。首先，我们会探讨尤

食过吗？为什么？
3. 你知道只摄取低脂或无脂食物是不健康的饮食方式吗？
你知道我们需要从食物中摄取脂肪吗？你知道没有脂
肪，我们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吗？
 确保学生在遇到身体意象方面的困扰时，有足够的资源寻
求帮助。
例如：
1. 提供准确的、适合年轻人的资源，供他们阅读、网上浏
览或图书馆查阅。
2. 鼓励学生在遇到身体意象方面的困扰时，与你、健康专
家、其他信任的教师或关心自己的、有智慧的长者就
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
3. 将一些意象方面的话题纳入日常的课程教学中。
资料来源： Story，M.，& Stang，J. (2005). Nutrition needs of
adolescents. In J. S. M. Story (Ed.)，Guidelines for adolescent nutritional
services. Minneapolis，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p. 158-159.

里·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看看他是如何在环境背景中
考察个体发展的。

模块 7 小结
描 述 儿 童 在 学 前、 小 学 及 中 学 阶 段 生 理 发 展 方 面 的
变化。
在学前阶段，儿童的大运动技能和精细运动技能快速
发展。整个小学阶段，儿童的生理发展仍在持续，女孩通常
比男孩更高、更壮一些。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会变得情绪

化，并努力去应对青春期所带来的所有变化。
早熟和晚熟对男孩和女孩有什么样的影响？
女性比男性提前两年成熟。早熟的男孩可能会拥有更高
的社会地位，他们可能更受欢迎，更容易成为领袖。但对白
种人、非裔和墨西哥裔的美国男孩来说，早熟可能意味着有

第3章

更多的问题行为。对女孩来说，早熟并不是一件好事。
休息和体育活动对于发展有什么作用？
游戏促进大脑发展、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在游戏中，
儿童能够减轻压力，学会解决问题，适应新的环境，学会合
作与协商。儿童肥胖率的不断增高与缺乏运动、看电视节目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进食障碍有哪些征兆？
厌食症的学生看起来脸色苍白，指甲非常脆弱，身上的
毛发细而发暗。他们很容易觉得冷，因为体内脂肪太少，无
法使身体保温，也常感到沮丧、缺乏安全感、闷闷不乐和孤
独，一些女生甚至会停经。

和玩电子游戏、网络游戏等时间的增长有关。

模块8

发展的社会背景
布朗芬布伦纳：发展的社会背景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1917—2005）是著名的心理
学家，他强调从社会背景的角度看待个体的发展。他出
生于俄罗斯莫斯科，6 岁时随家人迁往美国，1938 年在
康奈尔大学获得心理学和音乐双学位，1942 年在密歇根
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在漫长的职业生涯里，他曾
担任美国军队的临床心理学家，也曾是密歇根大学和康
奈尔大学的教授。此外，他还是美国开端计划（针对学前
儿童）的创始人之一。

着儿童行为、信念和知识的发展（Dodge，2011 ；Lerner，
Theokas，& Bobek，2005）。
背景也会影响人们如何对行为进行解释。例如，当
陌生人接近一个 7 个月大的婴儿时，如果周围环境是陌
生的，这个婴儿很可能会哇哇大哭，但当陌生人出现
在家里时，婴儿可能就不会哭了。再比如，与生活在大
城市的成人相比，生活在小城镇的成人更愿意去帮助
陌生人（Kagan & Herschkowitz，2005）。再请你设想一
下“电话铃响”的情景：一个是下午三点钟，一个是凌
晨三点钟，你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如果是你之前打给
别人并留下口信让他打过来呢？你此前已经接过无数个

背景的重要作用和生态系统模型
教育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日益关注环境的作用。
背景（context）是指环绕在个体的思维、情感和动作的周
围，并与个体的这些活动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个体的发
展和学习的所有环境因素。发展中的个体既会受到内部

电话了，还是今天的第一通电话？你刚坐下来准备吃饭
呢？可见，背景不同，电话铃声的意义和你的感受也会
变化。
布朗芬布伦纳关于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bioecological
model）（Bronfenbrenner，1989 ；Bronfenbrenner & Morris，

环境的影响，也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身体内的

2006）认为，我们所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是一个生态系

荷尔蒙是大脑等器官发育的环境，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

统，系统中各成分总是在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和相互影

自我概念发展的环境。但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个体

响着。如图 8-1 所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微观系

以外的环境因素。儿童成长于家庭，但同时也是某一特

统中，这个微观系统包含于中间系统，中间系统又嵌入

定种族、语言、宗教和经济群体中的一员。儿童与邻居

外部系统，这三个系统都是宏观系统中的一部分——就

们生活在同一社区，但他们也会接受学校教育，成为某

像俄罗斯的套娃（一种玩具），层层镶嵌。此外，所有的

个班级、球队或合唱团的一员。另外，社会工程、教育

发展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并受到时间段的影响。

计划以及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也会影响儿童的生活。这

因此，生态系统还包括一个历时系统。

些环境因素向儿童提供了学习和发展的基石——资源、
支持、奖惩、期望、教导、示范、工具等，并以此影响

微观系统包含了个体直接的人际关系和活动。对儿
童而言，微观系统可能就是与家人、朋友或教师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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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irst context for child development is the mother’s womb. Scientists are learning
re about the
of this first environment—the role of the expectant mother’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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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nutrition, smoking, alcohol and drug intake, exercise, and general health in her
ant’s development. Clearly,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begins before birth, but many
w influences follow (Woolfolk & Perry, 2012).
亲密关系以及游戏、学习等活动。微观系统中的各种关

渐认识到这一最初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准妈妈的压力

MilY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growing
up in
水平、营养、吸烟、饮酒和服用药物、运动和总体健康
系都是双向的，即个体与其他元素是相互影响的。例如，
home with just 儿童影响父母，同样父母也会影响儿童。中间系统是指
one parent has doubled since the 1970s. About 10% of children
have
水平等都会对婴儿发育造成影响。很显然，在出生前家
rents who never married, and most of these children (89%) live with their mothers. In
微观系统中各种元素之间一系列的相互作用和关系——
t, projections are
that only about half of all children will grow up with two庭对个体的发育就有了影响，但出生后家庭还会对个体
parents who
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或是家庭成员与教师的相互作用。

产生很多新的影响（Woolfolk & Perry，2012）。

同样，这些关系也是双向的——教师影响父母，父母对
Fig uRE 8 .1
教师也有影响，而父母和教师的相互作用会最终影响儿

1. 家庭结构

在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单亲家庭长大
童。外部系统包括所有对儿童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即
UriE BrOnFEnBrEnnEr’S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的儿童比例已经翻了一番。约有 10% 的儿童是非婚生子，
DEvElOPMEnt
使儿童并不直接参与到该系统中。例如，教师与管理者、
其中 89% 的儿童和未婚妈妈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大约
Every person develops
within a microsystem (family, friends, school activities, teacher, etc.) inside
校董事会的关系，父母的工作，社区提供的卫生、工作
仅有一半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未遭遇父母离异（Amato，
a mesosystem (the interactions among all the microsystem elements), embedded in an exosystem
或休闲等方面的资源，家庭的宗教信仰等。宏观系统是
(social settings that
affect the child, even though the child is not a direct member—community
2006 ；Schoen & Canulas-Romo，2006）。现在越来越多的
resources, parents’
work place, etc.); all are part of the macrosystem (the larger society with its
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里面包含相应的价值观、法律、
laws, customs, values, etc.). All development occurs in and is influenced by the time period—the
儿童生活在混合家庭（blended families）中，在他们的生
chronosystem. 习俗和传统。
活中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加入或离开。一
收养家庭或某个哥哥或姐姐住在一起。在亚洲、拉丁美

外部系统

洲或非洲等文化中，儿童通常生活在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ies）中——和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以及堂兄弟

中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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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歧视和偏见，会隐瞒自身的性

母”
“你的妈妈和爸爸”，而是用“你的家人”。

童

学校

传媒

邻居
邻居

此外，在美国还有数百万的同性恋家庭。由于同性恋家

况， 因 此 教 师 在 和 学 生 交 谈 时， 最 好 不 要 用“你 的 父
校

等等

工作

学校

姐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或者至少每天都有密切的接触。

取向，因此很难获得准确的统计数据。由于上述种种情

个体

大众

_SE_C03.indd 87

些学生可能和姑妈或爷爷奶奶或父母一方或寄养家庭、

宏观系统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关于人类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

研究发现，无论儿童由谁抚育，抚育者之间的确存
在不同的教养方式。

2. 教养方式
Diane Baumrind（1991，1996）基于自己的研究，提
出了著名的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理论。她早期主
要从事一个以 100 名学前儿童（主要来自欧裔美国中产阶

注：个体的发展是在一个微观系统（如家庭、朋友、学校活动

级家庭）为对象的纵向研究。通过对儿童、父母的观察以

和教师等）中进行的，这个微观系统包含于中间系统（所有微观系

及对父母的访谈，Baumrind 及其同事发现，根据父母在

统中元素的相互作用），中间系统又嵌入外部系统（尽管儿童并未直

温暖和控制两个维度上的高低水平不同，可以划分出四

接参与，但对他们的发展仍会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如社区资源、

种不同的教养方式。

父母的工作场所等），这三个系统都是宏观系统（更大的拥有特定法
律、习俗和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此外，所有的发展都
是发生在特定时间段内，并受到时间段的影响。因此，生态系统还
包括一个历时系统。

家庭
个体发展的最初环境是母亲的子宫，科学家们正逐

（1）权威型（高温暖，高控制）给儿童设定明确的
12/01/13 5:06 PM

界限，要求儿童遵守规则，期望儿童有成熟的行为。但
与此同时，父母能给予儿童很多的温暖。他们能倾听子
女讲他们关心的事情，告诉儿童遵守规则的原因，给予
儿童更多的民主选择权。这种类型的父母较少惩罚儿童，
更多地给予指导，并帮助儿童学会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
会导致什么后果（Hoffm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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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的家庭结构
在美国，仅有 25% 的家庭是由有婚姻关系的父母
以及与父母均有血缘关系的儿童所组成。很多家庭还包
括祖父母、收养的儿童、寄养的儿童、过继的子女等成
员。家庭结构可能是由两个妈妈或两个爸爸组成，可能
是混合家庭或单亲家庭，还有其他多种可能。

（2）专制型（低温暖，高控制）在与儿童相处时看起

级家庭的儿童而言，权威型父母的子女在学校里表现出

来很冷酷无情，而且控制欲很强。这种类型的父母总是

色，对自己很满意，与他人相处融洽。专制型父母的子

期望儿童能很快成熟起来，并且按父母的话办事，“我怎

女更容易产生负罪感和抑郁情绪。放纵型父母的子女往

么说，你就得怎么做！”父母与儿童之间没有太多的情感

往不能处理好与同伴的关系——因为他们习惯了我行我

交流。父母对儿童的惩罚很严厉，但不会滥用惩罚。他

素（Berger，2006；Spera，2005）。

们很爱儿童，只是没有表达出来。
（3）放纵型（高温暖，低控制）给儿童温暖并且养

当然，极度的放纵就会变成溺爱。溺爱型的父母会
满足子女每一个无理取闹的要求——他们可能感觉顺着

育儿童，但他们很少制订规则或者告诉儿童行为的后果，

孩子的意愿比违背孩子的意愿更轻松、更容易。溺爱型

对儿童能做出成熟的行为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们

和拒绝型 / 忽视型 / 不作为型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发展都

只是孩子”。

是有害的。例如，研究者让 3407 名 9 ～ 12 年级的欧裔

（4）拒绝型 / 忽视型 / 不作为型（低温暖，低控制）

美国儿童描述父母对自己的教养方式以及自己对同伴群

对儿童漠不关心，也不会费心控制儿童的行为、与儿童

体的偏好，结果发现，那些在不作为型教养方式下长大

沟通或教育他们。

的学生，尤其是女生，更倾向于加入“帮派团”
（partyers）

专制型、权威型和放纵型的父母都很爱他们的子女，

“瘾君子”
（druggies）等与成人价值观相悖的团体（Durbin，

并且尽力做到最好——只是他们对什么是最好的教养方

Darling，Steinberg，& Brown，1993）。

式存在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不同的教养方式可能会

3. 文化与教养

导致儿童有不同的感受和行为。至少对欧裔美国中产阶

大部分关于教养方式的研究都关注欧裔美国中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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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家庭。但文化不同，家庭的教养方式也会有一定的差

平，高温暖、高控制 / 高要求、给予儿童较多的自主权）。

异。研究表明，对于非裔的美国学生以及某些亚裔学生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这些拉丁裔的家庭会对女孩有更

而言，父母控制的程度越高，教养方式越专制，学习成

高的要求，并给予较少的自主权（Domenech Rodríguez，

绩反而越好（Leung，Lau，& Lam，1998 ；Spera，2005）。

Donovick，& Crowley，2009）。

如果教养方式是严格的、指导性的，告知具有明确的规
则和行为后果，同时具有高水平的温暖和情感支持，那
么在这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城市儿童会拥有更高的学业
成绩和更好的情感发展（Garner & Spears，2000 ；Jarrett，
1995）。但如果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价值观里，或生活在治
安情况较差的郊区，父母的控制性高是合适的，甚至是
必需的（Smetana，2000）。此外，在那些尊敬长辈、以
集体为中心而不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如果把父母要
求孩子服从命令的做法看成是“专制”，显然是不对的
（Lamb & Lewis，2005 ；Nucci，2001）。实际上，Ruth Chao
（2001 ；Chao & Tseng，2002）的研究对 Baumrind 有关亚
洲家庭的结论提出了挑战。Chao 认为，“训练”这种教养
教养方式的跨文化研究

方式能更好地表述亚洲和亚裔美国家庭的教养方式。
有关拉丁裔家庭的研究也对欧裔美国家庭教养方式
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观察系统，
Melanie Domenech Rodríguez 及 其 同 事 发 现 了 教 养 方 式
的第三个维度，父母是否给予儿童足够的自主权（能够

Ruth Chao 关于亚裔美国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结果，对已有的
基于欧裔美国父母和儿童的教养方式模式提出了挑战。此外，她还
探讨了父母不会说英语时，儿童充当翻译或“语言中介”是否会对
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与父母的关系有所影响。

自由地做决定）。研究者发现，几乎她们研究的所有家

无论你所面对的学生来自何种家庭，下面的家庭和

庭都可以划分为保护型（高温暖、高控制 / 高要求、给

社区合作实践指南或许能给你一些帮助，有助于你与学

予儿童较少的自主权）和权威型（在所有维度均为高水

生的家庭进行良好的沟通。

实践指南
与家庭建立联系
1. 与家庭合作，共同找出家庭参与教育的方法。提供一
系列可能的计划，确保这些计划适合你所面对的家庭，
并切实可行。
2. 记住，有些家庭可能在学校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或是害
怕、不信任学校和教师。尝试在学校之外的地方和他

如一场电影、特别的饭菜、去公园或图书馆、外出吃
冰淇淋或比萨等。
6. 通过便条，采用文字或图画的方式定期向家长报告学生
所取得的进步。要求家长注明他们是如何庆祝这些进
步的，并将便条返还给教师。

们沟通，如在球赛开始前或结束后，或是在当地的教

7. 给学生家里打电话，讨论学生所取得的进步，回答家长

堂、休闲中心。去那些家长可能去的地方，不要总是

提出的问题，征求家长的意见，并对学生家庭所给予

期望他们会来学校。

的支持和帮助表达谢意。

3. 通过电话或便条等方式定期与家庭保持联系，如果有些
家庭没有电话，则需要确定一个联系人（该家庭的亲戚

8. 鼓励家长参观学校并观摩课堂教学。
资料来源： From “Effects of Parent Involvement in Isolation

或朋友）帮助传递信息。如果家长不识字的话，可以借

or in Combination with Peer Tutoring on Student Self-Concept and

助图画、符号和代码进行沟通。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by J. Fantuzzo, G. Davis, and M. Ginsburg,

4. 确保每次交流都是积极正面的，强调发展、进步和
成就。
5. 和家长一起设计家庭活动，以庆祝学生的努力和成功，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7, pp. 272–281. Copyright © 1995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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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要么显得非常突然，让所有人

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结称为依恋（attachment）。

感到震惊，包括朋友和孩子。在离异过程中，可能会因

最初的依恋是建立在儿童和父母或其他照顾者之间的，

财产和监护权的抉择而使冲突加剧。父母离异后，更多

而这种联结的质量可能会影响随后人生中其他关系的建

的变化可能会扰乱孩子的生活，比如获得监护权的父亲

立（Thompson & Raikes，2003）。 与 照 顾 者 之 间 形 成 安

或母亲可能不得不搬进新的社区，可能需要工作更长的

全型依恋的儿童，他们在有需要时会及时得到安慰，更

时间。对孩子来说，这意味着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加自信去探索世界，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依赖

却不得不离开原来的邻居和原来学校里的好朋友。即使

照顾者。而形成不安全型或紊乱型依恋的儿童，在与照

在一些少见的案例中——夫妻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家庭

顾 者 互 动 时 可 能 会 表 现 出 害 怕、 难 过、 紧 张、 过 分 依

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离异后仍能获得很多朋友和扩展家

赖、拒绝或生气。一些研究表明，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与

庭的支持——离异对于任何人来说，也永远不会是件轻

不安全型依恋的形成有关。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很多

松的事情。但对于儿童来说，与其在一个充满矛盾、冲

因素会影响教养方式发挥作用（Roeser，Peck，& Nasir，

突的家庭中长大，不如父母离异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任
何家庭来说，毁灭性冲突都会伤害父母和儿童的健康”

2006）。
依恋的质量对教师也有影响。例如，在学前阶段与

（Hetherington，2006，p.232）。

父母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儿童会较少依赖教师，并与其他

不管对男孩还是女孩来说，父母离异后的前两年

小朋友相处融洽。进入学校后，安全型依恋与成就测验

可能都是最困难的时期，而这对刚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

分数、教师对其社会胜任力的评估，甚至是低辍学率均

（10 ～ 14 岁）尤为艰难。近来有研究发现，与女孩相比，

呈正相关（Roeser，Peck，& Nasir，2006）。在后面的章节

男孩更难适应父母的离异。这可能是因为母亲通常会获

中，我们将介绍研究者新近关注的依恋议题，即学生与

得监护权，而这会导致男孩在家中缺乏一个男性角色的

教师、学校的依恋会如何影响学生的发展。

榜样（Fuller-Thomson & Dalton，2011）。父母离异后，孩
子可能在学校里出现很多问题或者干脆逃学，体重不正

5. 父母离异
美国是世界上离异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一些分析
家 估 计， 在 20 世 纪 90 年 代 第 一 次 结 婚 的 夫 妻 中， 有
40% ～ 50% 的人以离异告终，而第二次或第三次婚姻
的 离 异 率 甚 至 更 高（Amato，2001 ；Schoen & CanulasRomo，2006）。正如我们很多人从自己家庭的经历中了解
到的，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下，分居和离异对所有的当事
人来说都会带来压力。父母真正分居之前，要么是家庭

常地增加或减少，出现失眠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但对父
母离异的适应是因人而异的，一些孩子可能会因此变得
更有责任感，更加成熟，应变能力也有所提高（Amato，
2006 ；Amato，Loomis，& Booth，1995 ；APA，2004）。随
着时间的流逝，75% ～ 80% 的离异家庭儿童都能逐渐适
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良好（Hetherington & Kelly，
2003）。下面的实践指南是关于教师如何帮助离异家庭学
生的建议。

实践指南
帮助离异家庭的孩子
 记录学生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变化，它们可能表明家

 与学生个别交谈，讨论他们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可以借

庭出现了问题。

此了解是否发生了不寻常的压力事件，如父母离异。

例如：

例如：

1. 关注学生的身体症状，如反复的头疼或胃痛、体重剧增

1. 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因为可能没有其他成年人愿意去倾

或剧减、疲乏或精力过剩等。
2. 警觉学生不良情绪的征兆，如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注
意力无法集中等。
3. 让家长了解学生有压力的信号。

听他们的心声。
2. 让学生了解你可以和他们交谈，并让学生来决定谈话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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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你的语言，避免形成对“幸福”（双亲）家庭的刻板

特别需要帮助的学生。
2. 考虑建立一个讨论小组，由受过训练的成人主持，帮助

印象。
例如：

学生度过父母离异的阶段。

1. 课堂上尽量使用“你的家人”，而不是说“你的父亲和
母亲”。
2. 避免使用诸如“我们需要妈妈的协助”或“你爸爸会帮
你”这类语句。
 帮助学生维持自尊。
例如：

 明确了解父母双方的知情权。
例如：
1. 如果父母双方有联合监护权，他们都有权利了解孩子的
情况和出席家长会。
2. 没有监护权的家长可能仍然关心孩子在学校的进步。与
校长一起了解法律上无监护权的父母的权利。

1. 对出色的工作给予认可。
2. 确保学生能理解作业，并能完成作业。这个时期不适合
增添新任务或加大任务难度。
3. 学生可能对自己父母不满，却把火气撒在教师身上，所
以不要太在意学生的愤怒。
 发现学校可利用的资源。
例如：

 了解学生因奔波于离异父母双方家庭而产生的一些“长期
问题”。
例如：
1. 学生与离异父母一方共同生活时，可能会将书本、作
业、运动服遗忘在另一方的家里。
2. 离异父母可能收不到学校通知，因此没有按时到学校接
孩子或是错过了家长会。

1. 与学校心理学家、辅导咨询师、社会工作者或校长谈论

同伴

的 9 所高中两万名学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调查，结果发

儿童的成长离不开同伴群体。Rubin 及其同事（2005）
区分了两种同伴群体：社交圈和帮派。社交圈通常是由
3 ～ 12 名儿童以友谊为纽带所组成的小群体，这种同伴
群体在儿童中期更为常见。帮派的组织则相对松散，成
员间的联系也相对疏远，彼此之间可能不存在互动。
停下来

想一想

现，同伴会鼓励特定的行为或嘲弄他人，而这些形成了
特定的校园文化，最终影响到教师的行为。在 Steinberg
等人的调查中，每五个学生中就会有一个学生反映，他
的朋友曾经捉弄过那些想在学校里当“好学生”的同学。
Steinberg 发现，40% 左右的学生学习只是在做做样子，
90% 左右的学生曾经抄过别人的作业，66% 的学生在最
近一年考试中作过弊。Steinberg 认为，学生缺乏学习投

回想高中生活，你的朋友中是不是有些来自某些同

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同伴压力，因为对于大部分青少年

伴群体，如“正常人”
“时尚人物”
“智囊团”
“运动队”
“派

而言，“同伴而非父母，是决定他们是否积极投入学校并

对党”“瘾君子”以及其他的群体？你们学校最主要的帮

努力学习的最主要因素”
（1998，p.331）。下面让我们更详

派有哪些？你的朋友们是如何影响你的？

细地了解同伴的影响。

2. 同伴文化
1. 帮派

不同的学生群体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如穿衣风

很多青少年会加入一些大型的帮派，以获得一种身

格、说话方式、发型、沟通方式等，这些被称为同伴文

份 的 认 同（例 如，Terrice 是“运 动 队” 的 成 员，Lou 是

化（peer cultures）。同伴群体会决定哪些活动、音乐或学

“智囊团”成员，Olivia 是“瘾君子”的成员）。Laurence

生是他们喜欢的或讨厌的。例如，Jessica 是一名受欢迎

Steinberg 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在学校里存在诸如“运

的高中女生，当询问她所在群体的规则时，她毫不费劲

动队”“智囊团”“时尚人物”“瘾君子”这样的同伴团体

地就能说出如下两点。

或群体，而团体中的成员往往拥有共同的行为和态度

第一点，衣服，除了星期五，其他时间都不能穿牛

（Durbin，Darling，Steinberg，& Brown，1993 ；Sternberg，

仔裤，一周以内扎马尾和穿运动鞋的次数不能超过一次。

1996，1998）。Steinberg 对 威 斯 康 星 州 和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星期一是特别的日子——可以穿黑色的短裤或裹胸的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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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让别人知道你有多么可爱，免得他们过了周末就忘
了。第二点，派对。当然，我们会坐下来讨论去哪个派
对，因为我们不想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参加一些没有意
思的派对。（Talbot，2002，p.28）
同伴文化鼓励成员遵从群体的规则。当 Jessica 所在
群体中的一个女孩，星期一穿了牛仔裤去上学，Jessica
就会问她：“为什么你今天穿了牛仔裤？你忘了今天是星
期一吗？”（Talbot，2002，p.28）。Jessica 说，如果发生这
种情况，她所在的群体就会惩罚这个“叛徒”，不允许
她和群体成员一起吃午饭。而这种惩罚已经实施了好几
次了。
为了解同伴的力量，我们有必要看看当父母的价值
观及兴趣与这些同伴文化发生冲突时，哪个影响会更大。
穿着规则及其他

在这些比较中，同伴通常在时尚及社交方面的影响更
大，而父母在道德、职业选择及宗教上则有更大的影响
（Harris，1998）。当然，并不是同伴文化的所有方面都是

同伴文化会设定一些规则，如穿衣风格、行为方式等，并以
此来决定哪些活动、音乐或学生是他们喜欢的或讨厌的。

不好的，一些团体的规范是积极的，因此能够促进学生

或根据家长和教师的评定得到答案。但评定学生受欢迎

获得学业上的成功。

程度最常见的方法是询问学生两个问题：你喜欢这个小

3. 社交圈与友谊

孩吗？你眼中的这个小孩是什么样的？根据上述两个问

友谊是学生生活的重心。当学生与朋友发生争吵时，
当其他人散播流言并且联合起来排挤某个学生时（就像

题的答案，我们就可以区分出一个群体中的四种儿童（见
表 8-1）。

本章开头介绍的 Alison 和 Stephanie），这对被排挤的学生

表 8-1

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伤害。除了“退出”团体所带来
的直接的精神创伤，同伴关系也会影响学生在学校里的
动机和成就（A. Ryan，2001）。一项研究表明，与至少拥
有一个朋友的学生相比，没有朋友的六年级学生表现出
更低的学业成就、更少的积极社交行为以及更多的不良

怎样才能受欢迎

受欢迎的儿童
受欢迎的亲社会儿童：这些儿童在学业和社交上均有优秀的表
现。他们在学校中的表现良好，与同伴相处融洽。当他们与其他
儿童意见不合时，他们会有恰当的反应，并能采取有效的策略化
解冲突
受欢迎的反社会儿童：有攻击性的男孩通常会被归入这种类型。

情绪，而这一结论即使两年后依然成立（Wentzel，Barry

他们的体格可能比较健壮，而他们那些欺凌同学、挑衅成人权威

& Caldwell，2004）。朋友的个性和友谊的品质也很关键。

的行为，在其他同学看来很“酷”

与有社交能力且成熟的朋友保持稳定的、相互支持的关

被拒绝的儿童
被拒绝的攻击型儿童：这类儿童常会与同伴发生冲突，行为上

系，能够促进学生社会性的发展，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多表现出多动和冲动的特点。这些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很差，自

如父母离异或刚刚转学时，这一作用更加明显（Hartup

控力也较弱。他们常常会误解他人的意图，推卸责任，在生气和

& Stevens，1999）。那些被同伴排挤的儿童可能更少参与

受到伤害时会用攻击性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课堂学习活动，因此他们的学业成就较低，到了青春期，
更可能会辍学，成年时也可能面临更多的问题。例如，

被拒绝的社交退缩型儿童：这类儿童比较害羞和孤僻，常常是
被欺凌的对象。他们不太懂得如何与人交往，常常在社交中表现
出退缩行为，以此来避免别人的嘲笑和攻击

被排挤的带攻击性的学生，成年后出现犯罪行为的可能
性 更 大（Buhs，Ladd，& Herald，2006 ；Coie & Dodge，
1998；Fredricks，Blumenthal，& Paris，2004）。

4. 受欢迎
如何判断学生是否受欢迎？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学生

有争议的儿童
这类儿童既有积极的社交行为，也有消极的社交行为，因此他
们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是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他们会在某些情境
下表现出敌对和破坏性行为，但随后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又表现出
积极的亲社会行为。这类儿童有自己的朋友，并且通常对自己的
同伴关系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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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被忽视的儿童
可能令人惊奇的是，这类儿童大多都适应良好。与其他儿童相
比，他们的社交能力也不算差。同伴们会认为他们比较害羞，但
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孤独或对现有的社交状况感到不满。因此，他
们不会像社交退缩型儿童那样，经历极端的社交焦虑或在社交过
程中过分谨慎小心
资料来源：Woolfolk, A., & Perry, N. E. (2012).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Columbus, OH: Pearson, p. 416.

教育每一位学生：教师的支持
一周当中的多数时间，学生都是与教师一起度过的，
因此教师在学生的个性和社会性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
的角色。有时候，教师是帮助学生解决情感或人际问题
的最好人选。对那些生活在混乱、不稳定家庭的学生而
言，他们需要一个温暖而稳定的学校环境，需要教师设
定明确的规则，并且前后一致、坚定（但非惩罚性）地
执行规则，需要教师尊重、真诚地关心他们。中学阶段，

如表 8-1 所示，受欢迎的儿童（评定中得分较高的儿

教师的喜爱能消除被同伴孤立的负面影响。对那些只有

童）可能有积极或消极的行为表现。被拒绝的儿童由于攻

一两个朋友的学生而言——他们并没有被孤立，只是被

击性较高，不够成熟，社会技能也比较差，在交往中表

忽视了，如果得到教师的喜爱和支持，他们仍然能在学

现出退缩等原因，导致他们在评定中得分较低。有争议

业和社交上适应良好。

的儿童所得到的评价则是彼此冲突的，他们既表现出积

作为教师，你可以与学生讨论个人问题，但不要强

极社会行为，也表现出消极社会行为。被忽视的儿童几

迫他们进行这种讨论。我有一个当教师的学生，曾经送

乎是“透明人”，因为他们的同伴很少提及他们。但关于

过一本名为《痛苦想法》的日记本给她班上的一个男孩，

“被忽视的儿童很焦虑或社交退缩”的说法，目前还没有

让这个男孩写下对父母离异的感受。有时候这个男孩会

定论（Rubin et al.，2005）。

5. 谁可能会有同伴问题

跟教师分享日记的内容，但有时男孩只是独自记录自己
的感受，而这位教师也非常注意尊重男孩的隐私。
什么样的教师是一位好教师？有研究者对此问题进

儿童和青少年一般很难接受那些与众不同的事物或

行了探索。研究者曾要求学生描述出自己心目中的“好老

同学。当班上的学生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同伴群体后，那

师”，结果发现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应当具备以下三

些在体形、智力、民族、人种、经济或语言上有所不同

个特质：首先，关心自己的学生，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

的新学生，会受到排挤。而那些带有攻击性、性格内向、

其次，有效地管理和组织班级，拥有教师权威，但不会

散漫多动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受到排斥。但班集体的气

采取过于严格或“卑鄙”的手段；最后，能很好地激励

氛也很重要，尤其对于那些带攻击性、性格内向的学生，

学生——通过创新和改革让学习变得有趣，激发学生学

更是如此。如果班级总体的攻击性水平很高，那么带攻

习。与权威型的教养方式类似，权威型的教学策略有助

击性的学生可能更少会受到同伴的排斥。如果班上的学

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Noguera，

生更习惯于独自玩耍和工作，那么性格内向也未必会招

2005 ；Woolfolk Hoy & Weinstein，2006）。我们将在第 12

来同伴的排斥。因此，受排斥的部分原因可能仅仅是这

章谈到动机的问题，在第 13 章谈到班级管理的问题，现

些学生与班上大部分人不同。无论班集体的气氛如何，

在我们先来谈谈关心和教学的问题。

分享、合作和友好的互动这些亲社会行为，都可以帮助

1. 教师对学生的关心

学生融入到集体中。很多带攻击性和性格内向的学生，

在过去的近 20 年里，众多研究已经证实良好的师

往往缺乏这些社交技能。散漫多动的学生经常会误解社

生 关 系 对 每 个 年 龄 段 的 学 生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Davis，

交线索，或是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最终导致他们也

2003）。 教 师 可 以 用 眼 神 交 流、 放 松 的 身 体 姿 势 和 微

缺乏这些社交技能（Coplan，Prakash，O’Neil，& Armer，

笑等行为来表达喜爱和尊重学生，这样能有效地促进

2004 ；Stormshak，Bierman，Bruschi，Dodge，& Coie，

学生对教师的喜爱、对课程的兴趣以及完成学业的动

1999）。教师应当了解每个学生与团体相处的情况，是否

机（Woolfolk & Perry，2012）。例如，我的一位博士生曾

有被排挤的情况？尤其是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阶段，成

对中学数学课堂进行研究，发现学生感受到的教师对自

年人的细心介入，通常都能很好地纠正这些问题（Pearl，

己的情感支持和关心，与他们学习数学的努力程度有很

Leung，Acker，Farmer，& Rodkin，2007）。

大 关 系（Sakiz，Pape，& Woolfolk Hoy，2008）。T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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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dock 和 Angela Miller（2003）发现，即使控制了父母
及同伴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后，八年级学生感知到的教师
对自己的关心与其学习动机仍存在显著的相关。
学生将教师的关心分为两种：一种是学业上的关
心——建立高的、合理的期望，帮助学生达成这些目标；
另一种是对个人的关心——耐心、尊重学生，有幽默感，
愿意倾听，关心学生的个人问题。成绩好的学生认为，
学业上的关心特别重要，而那些成绩很差、经常逃课的
学生则认为，对个人的关心才是最为重要的（Cothran &
Ennis，2000 ；Woolfolk Hoy & Weinstein，2006）。实际上，
对得克萨斯州一所高中的研究表明，墨西哥学生或墨西
哥裔的美国学生认为教师的关心是自己关心学校的先决
条件。换句话说，在他们关心学校之前，他们需要被关
心（Valenzuela，1999）。但不幸的是，在那所高中，绝
大部分非拉美裔的教师希望在他们对学生投入关心之前，
学生能够关心学校。而对于很多教师而言，对学校的关
心就意味着学生要表现得中规中矩。
教师与学生对关心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最终导
致了师生间彼此的不信任。在感受到来自教师发自内心
的关心前，学生是不愿意配合教师工作的，而在学生
表现出尊重和合作之前，教师也不愿意增加对学生的关
心。这些被忽视的学生常常预期自己将会受到不公正的
待遇，因此只要感受到一点点不公正，他们就会表现出
反抗教师的防卫性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教师会变得更
加严格，并惩罚学生。而教师的这些行为，会让学生更
加不信任教师，更加警戒和挑衅。相应地，教师也会更
加不信任学生，从而进一步采取控制和惩罚的措施，如

2003）。

2. 教师与受虐儿童
毫无疑问，关心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他们
的权益，及时介入和保护那些受虐儿童。在美国，很难
统计出受虐儿童的准确数字，因为有很多个案未被报告
出来。但相关部门每年都会接到大约 300 万例虐待和忽
视儿童的报告，最终被证实的有 90 万例。也就是说，每
35 秒内就会有一个儿童被虐待或忽视（Children’s Defense
Fund，2010；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7）。当然，并不一定都是父母虐待儿童，兄弟姐妹、
其他亲戚，甚至是教师都有可能对儿童实施身体虐待和
性虐待。
作为教师，如果你发现可疑的虐待情况，必须报告
校长、学校心理学家或社工。在美国，几乎所有联邦和
地方法律，均要求专业人士（通常包括教师）报告可疑的
虐待儿童事件。在许多州，法律对虐待的定义已经扩展
到包括忽视以及没有提供恰当的照顾和监护。作为教师，
必须充分了解你所在地区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教师
相应的道德责任。在美国，每天至少有四个儿童死于虐
待或成人的忽视，很多情况是因为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
之手（Children’s Defense Fund，2011）。即使有些受虐儿
童幸免于难，但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非受虐儿
童相比，这些身体受虐的儿童在学校表现出更多的攻击
性，更经常留级，也更需要接受特殊教育服务（Roeser，
Peck，& Nasir，2006）。你如何发现儿童受虐的征兆呢？
表 8-2 列出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征兆。
表 8-2

此便进入了恶性循环的轨道（Woolfolk Hoy & Weinstein，

●● 儿 童 没 来 上 学 或 过 完 周 末

当然，学生需要教师关心他们的学业，但他们也需
要教师关心其个人方面的问题。1999 年，Katz 访问了八
名从拉丁美洲移民来的中学生，得出以下结论：
对学生怀有高期望但不给予关心，就是给学生设定
了一个缺乏成人支持和帮助、无法独立完成的目标。另

身

外，教师一味地给予关心，但缺乏应有的期望，这样就

体

境困难”的年轻人感到遗憾，但从不要求他们在学业上
有所成就，而对学生既有高期望又给予关心，则会令学
生的人生发生巨大的改变（p.814）。
总之，关心不仅仅是在课堂上示范和教学时友善地
对待学生，更为重要的是绝不放弃自己的学生（David，

儿童受虐待的征兆

身体征兆

2006）。

变成危险的家长式教育，这种作风的教师只为那些“处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虐
待

行为征兆
●● 行动不自在，抱怨疼痛

后，会定期出现原因不明的

●● 自残

瘀青和鞭痕（处于不同的愈

●● 极端的退缩或攻击行为

合阶段），皮带扣或电线形状

●● 不喜欢身体接触

的伤痕，人咬过的伤痕、刺

●● 很早到校、很晚离校，好像

伤、头上秃了一块
●● 原因不明的烧伤或烫伤，尤

其是烟头烫伤，熨斗形状的
烫伤，因绳子摩擦导致的烧
伤，浸泡式烧伤（袜子或手
套形状）
●● 原因不明的骨折、撕伤或擦

伤（处于不同的愈合阶段）
●● 造 成 儿 童 举 止“笨 拙” 或

“更容易发生意外”的伤害

很害怕
●● 慢性的、程度日趋严重的离

家出走（青少年）
●● 穿不合时令的衣服，用高领、

长袖以遮掩身体
●● 频繁地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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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身体征兆

身
体
忽
视

●● 在课堂上打瞌睡

●● 无人注意其生理问题或就医

●● 偷东西吃、向同学乞讨

需要
●● 长期的疲劳，缺乏精力
●● 很少甚至没有监护
●● 总是饥饿、衣着不当、个人
卫生糟糕
●● 长有虱子、胃部胀大、身体
消瘦

●● 说在家里无人照管

●● 走路或坐下有困难

●● 不愿意去健身房或上体育课

●● 生殖器官疼痛或瘙痒

●● 退缩，长期消沉

●● 内衣被撕裂、弄污或有血迹

●● 角 色 颠 倒， 过 分 关 心 兄 弟●

●● 外生殖器有瘀伤或出血
●● 性病，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

之前
性
虐
待

行为征兆

●● 被遗弃

●● 经常性的泌尿系统感染或宫

颈感染
●● 怀孕

●● 经常不上学或迟到，或尽可

能在学校里待到很晚
●● 自残
●● 违法

姐妹
●● 滥交，过于招摇诱惑
●● 同 伴 问 题， 不 爱 参 与 群 体●

& Roberts，2010 ；Turkle，2011）。每年，学生使用现代科
技手段的比率都在不断增加（Nielsen，2010）。2010 年，
12 ～ 17 岁的青少年中有 75% 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手机。
图 8-2 呈现了 12 ～ 17 岁的青少年使用不同科技产品联系
朋友的情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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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
17 岁

短信

图 8-2

活动
●● 体重大幅度变化
●● 有自杀倾向（尤其是青少年）
●● 缺乏自尊、自我贬低、缺乏

自信
●● 玩不适宜的性游戏，或性早
熟，频繁地手淫，与玩具娃
娃 或 填 充 动 物 玩 具 发 生 性●
行为
●● 学业上突然出现困难

手机

社交网络

电子邮件

科技与朋友联络

注：图中为 12、14、17 岁的青少年为日常联系朋友使用科技
产品的情况。他们还有时间学习吗？
资料来源：Lenhart，A. (2010). Teens，cell phones，and Texting:
Text messages become centerpiece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D. C.:
Pew Research Center.

近期 Nielsen 调查公司的一项报告指出，青少年平均
每个月发送和接收 3339 条短信，也就是每天有超过 100

注：上表是儿童受到虐待的一些征兆。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出

条短信（Nielsen，2010）。他们还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现这些征兆的孩子都受到了虐待。但一旦发现这些情况，就需要格

吗？这些短信要求即时的注意。一个高二学生告诉 Sherry

外注意。

Turkle（2011），在他的朋友圈中，一旦收到短信必须尽

资 料 来 源：Adapted from several state and national child abuse
prevention Web sit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ww.childwelfare.
gov/pubs/usermanuals/sexabuse/sexabusec.cfm;
Pennsylvania:
www.pa-fsa.org/about_child_abuse__neglect/indicators_of_child_
abuse.aspx;

快回复，最迟不能超过 10 分钟。正如这名高中生所说，
“短信给人带来压力”
（p. 266）。这种压力意味着同伴甚至
家长“总是在线”。一旦他们发来短信，这名学生就必须
马上回复，哪怕他是在上课，他都得偷偷在桌子底下或
把手放在书包里发短信。现在，学生和成人会把更多的

New Jersey:

时间花在科技上，而非彼此身上。事实上，这种借助手

www.state.nj.us/dcf/abuse/indicators/.

机、电脑、平板电脑以及其他电子设备所建立起的即时
的、肤浅的联系，是无法帮助学生与他人形成更深的亲

社会与媒体
作为教师，你所要面对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在一个

密关系的。但现实情况却是这种联系整天占据着我们的
思想，使我们不停地分心（Turkle，2011）。每天发送和接
收超过 100 条的短信，Facebook 上（著名的社交网络）出

充满各种媒体、移动设备和机械的世界里成长起来的。

现一条新消息就不能专心听讲。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

据统计，2010 年有超过 70% 的学生在自己的卧室里拥

该如何进行教学呢？这些是作为教师的你，在教学前必

有一台电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惊的数字！很多学生，

须解决的问题。

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电脑和手机（Rideout，Fo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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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8 小结
描述布朗芬布伦纳关于发展的生态系统模型。
这一模型认为影响发展的因素既包括个体内在的生物特
点，也包括嵌套结构的社会与文化环境。每个人都生活在一
个微观系统中（直接的关系和活动），这个微观系统包含于中
间系统（微观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中间系统又被嵌入
外部系统中（更大的社会环境，如社区），这三个系统都是宏
观系统（文化）的一部分。此外，所有的发展都是发生在特
定的时间段内，并受到时间段的影响。因此，生态系统还包
括一个历时系统。
家庭的哪些方面会影响到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
学生可能会经历不同的教养方式，而教养方式会影响
这些学生的社会适应。至少对欧裔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

适应新的家庭结构。
为什么同伴文化很重要？
同伴关系对个性、社会性的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相关
研究表明，与拥有孤独童年的成人相比，童年时拥有亲密朋
友的成人有更高的自尊，更能维持与他人的亲密关系。童年
时被拒绝的成人，往往会有诸如辍学或犯罪等更多问题行为
的表现。
什么是同伴文化？
学生团体发展出自己的、有关外表与社会行为的规则。
对团体的忠诚会导致排挤某些学生，而这会使被排挤的学生
感到不安、难过。

而言，权威型父母的子女更可能对自己满意，与他人相处融

教师对学业的关心和对个人的关心是如何影响学生的？

洽。而专制型父母的子女更容易产生负罪感和抑郁情绪。放

学生重视来自教师的关心。这种关心可以是对学业学习

纵型父母的子女往往不能处理好与同伴的关系。但教养方式

的支持，也可以是对个人问题的关注。对于成就更高、社会

存在文化差异。对亚裔和非裔美国学生而言，父母的控制程

经济地位更高的学生来说，学业上的关心更为重要。但对那

度越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越好。

些被学校边缘化的学生来说，对个人的关心更为重要。

父母离异会如何影响学生？
在离异过程中，父母可能会因财产和监护权的抉择而使

儿童受到虐待的征兆有哪些？
儿童受到虐待、忽视会有以下征兆：原因不明的瘀青、

家庭冲突加剧。父母离异后，获得监护权的父亲或母亲可能

烧伤、咬伤或其他伤口、疲倦、消沉、经常不上学、个人卫

不得不搬进便宜一些的住房、初次涉入职场，或工作更长的

生糟糕、衣着不当、同伴问题以及其他众多征兆。一旦发现

时间。对孩子来说，这些变化意味着在他们最需要支持的时

可疑的儿童受虐案例，教师必须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并协助

候，却不得不离开自己重要的朋友。尽管与父亲或母亲生活

学生应对其他的危险。

在一起，但彼此相处的时间比以前更短。父母再婚时还得去

模块9

自我
同一性和自我概念

外表中获得的，他们认为他人与自己有着同样的情感和
知觉。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想法通常是简单的、分割的、

什么是同一性？同一性和自我概念或自尊有差别

教条的、不灵活的或是无法整合的。但终有一天，他们

吗？我们是怎样开始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的？在本模块

能够抽象地思考内部过程——信念、目的、价值观和动

中，我们将探讨个体的同一性及其对自我的感觉是如何

机。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儿童对于自我、他人和情境

形成和发展的。你会发现，这些方面的发展与第 2 章的

的认识也呈现出更为抽象的特点（Harter，2003 ；Woolfolk

认知发展遵循相同的模式。儿童对自己的了解起初是具

& Perry，2012）。

体的，有关自我和朋友的早期观念都是从直接的行为和

在本模块中，你会经常看到“同一性”和其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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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的术语，如自我概念、自尊和自我价值等。其

Spock 一 起 工 作。Spock 是 一 名 著 名 的 儿 科 医 生， 也 是

实这些概念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不同心理学家

《 Spock 博士的育婴指南》一书的作者。他的这一著作广

对于每个概念的界定还存在争议（Roeser，Peck，& Nasir，

为流传，是当时美国生育高峰期父母养育儿童的重要指

2006）。总体而言，与其他关于自我的术语相比，同一性

南（Green & Piel，2010 ；Miller，2011），这其中也包括了

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包括个体对自己的总体感觉以

我的父母。

及他们所有的信念和态度，它整合了自我的不同方面和

埃里克森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以解释青少

不同功能（Wigﬁeld et al.，2006）。但研究者通常将自我概

年的需要，以及这些需要与青少年在其中成长、学习并

念和同一性这两个概念混用，本书也是如此。现在让我

在随后为之做出贡献的社会之间的联系。埃里克森的心

们在埃里克森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同一性或自我概念

理社会（psychosocial）理论强调自我的出现、同一性的追

这一主题。

寻、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以及文化在整个生命历程中所
起的作用。

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的阶段

与皮亚杰一样，埃里克森将发展看成是历经一系
列阶段的过程，阶段之间相互影响，但每个阶段都有它

与皮亚杰一样，埃里克森最初也并不是一位心理学

特 定 的 目 标、 关 注 的 问 题、 任 务 和 危 机（见 9-1）。 埃

家。他并未接受大学教育，而是游历欧洲各国，并最终

里克森认为，在每一阶段个体都将面临一个发展危机

在维也纳落脚，成为一名教师。也正是在那里，埃里克

（developmental crisis）。每个危机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

森跟随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西格蒙德·弗洛伊

以解决，一种是接受两种极端反应的某一端，另一种是

德的女儿）学习精神分析。在完成精神分析的训练后不

以更健康、更有成效的方式在两种极端反应中寻求一种

久，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不得不逃离维也纳。由于

平衡。个体在某一阶段解决危机的方式将会影响到后续

丹麦政府拒绝收留他，埃里克森最终选择了他的第二个

阶段危机的解决，并对个体的自我形象以及个体对社会

目标居住地——纽约。尽管他从未受过大学教育，但由

的观念产生持久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简要探讨埃里克

于他那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他最终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

森理论中的八个阶段，也称作“人生八阶段论”。

哈佛大学教授。在他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他同 Benjamin

1. 学前阶段：信任、自主与主动
埃里克森将“信任对不信任”视为婴儿期最基本的
冲突，他认为此时如果照顾者能够回应并满足婴儿对食
物、照顾的需要，婴儿就会发展出信任感。在出生后第
一年，婴儿正处于皮亚杰所说的感知运动阶段，刚开始
懂得将自己与周围世界区分开来，这种意识使得信任更
为重要：婴儿必须信任这个他无法控制的世界（Miller，
2011 ；Posada et al.，2002）。形成安全的依恋（前面已介
绍过）能够帮助儿童发展信任，并让儿童明白在什么情况
下表现出不信任是合适的。无论是极端的信任，还是极
端的不信任，都是功能失调的表现。
埃里克森的第二阶段自主（autonomy）对羞愧和疑
虑，标志着自制和自信的开始，儿童开始承担自己照顾
自己（比如吃饭、上厕所和穿衣）的责任。在这一阶段，
父母必须把握好分寸——给予必要的保护，但不过分保
护。如果父母没能对儿童掌握基本动作和认知能力的努
力给予强化，那么儿童可能就会感到羞愧，开始怀疑自

埃里克森提出了心理社会发展的理论，并指出在生命发展的不
同阶段，个体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

己应对世界的能力。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在这一阶段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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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阶段

年龄范围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埃里克森心理社会发展的八个阶段
重要事件

描述

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

出生至 12 ～ 18 个月 哺育

婴儿必须与照料者建立最初的爱和信任的关系，否则就会形成
不信任感

自主对羞愧和疑虑

18 个月～ 3 岁

如厕训练

儿童的精力多用于发展运动技能，如走路、抓握、排便等。若
能控制自如，则发展顺利，否则会形成羞怯和疑虑

主动对内疚

3～6岁

独立

儿童变得更加自信和主动，但过分自信和主动可能会导致内疚感

勤奋对自卑

6 ～ 12 岁

上学

儿童必须学会新的技能，以满足自身需要，否则会产生自卑感、
失败感和不胜任感

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青春期

同伴关系

青少年必须在职业、性别角色、政治和宗教等方面获得同一性

亲密对孤独

成人早期

恋爱

青年人必须建立亲密关系，否则会感到孤独

繁殖对停滞

成人中期

抚养、教育后代

每个成年人都必须发现一些满足和支持下一代的方法

自我整合对绝望

成人晚期

反思和接纳自己的人生

完善感是一种自我接纳和自我实现的感受

资料来源：Lefton, L., Psychology, 5th edition, p. 324, Table 9.1, © 1994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童经历了太多的疑虑，可能导致其终生对自己的能力缺
乏自信。当然，当任务过于困难或危险时，适当的疑虑
是必要的——再次强调了平衡的必要性。
埃 里 克 森 指 出， 下 一 阶 段 的“主 动（initiative） 比
自主发展了一步，主动性还涉及为积极推进活动而承担
责任、制订计划并着手实施这种品质”（Erickson，1963，
p.255）。这一时期的挑战既要维持对活动的兴趣，也要明
白并不是每件想做的事都能付诸行动。同样，成人要把
握好分寸——进行监督但不要加以干涉。如果不允许儿

主动性的发展

童独立做事，他们将会产生内疚感，可能渐渐相信自己

为促进主动性的

想做的事情总是“错”的。下面的实践指南提出了一些

发展，应该给儿童提
供让他们自己主动学

关于如何鼓励儿童主动性的建议。

习的机会。

实践指南
鼓励主动性和勤奋
 鼓励儿童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
例如：
1. 给儿童自由选择活动和游戏的机会。
2. 当儿童正在全神贯注地做事时，尽量避免打扰他们。
3. 当儿童提议一种活动时，尽量接纳他们的建议或是在正
进行的活动中加入他们的想法。
4. 提供积极的选择，不要说“你现在不能吃饼干”，而是
问“午餐或午觉后再吃饼干，好吗？”
 确保每个儿童都有体验成功的机会。
例如：
1. 介绍一种新的游戏或技能时，采取小步子教学。

2. 如果班上学生的能力水平差别很大，避免进行竞争性
游戏。
 鼓励儿童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例如：
1. 准备好儿童喜欢的故事中的服装和道具，鼓励儿童表演
故事或是为喜爱的人物编写新的冒险故事。
2. 监控儿童的游戏，确保没有人独揽“教师”
“妈妈”
“爸爸”
或“英雄”的角色。
 容忍意外和错误，尤其是当儿童正在尝试独立做事的
时候。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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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杯子和水罐，这样倒水比较容易，而且不易外溢。

 给学生展现独立性和责任感的机会。

2. 即使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对儿童的尝试也要给予肯定。

例如：

3. 如果错误已经发生，教导儿童如何清理、修复或重做。

1. 容忍诚实的失误。

4. 如果某个学生经常表现出不正常或怪异的行为，应该寻

2. 委派给学生一些任务，诸如浇灌班级植物、收集和分发

求学校咨询师或心理学家的帮助。帮助学生解决心理

材料、管理计算机实验室、评定家庭作业、记录回收

社会问题的最佳时机是儿童早期。

的表格等。

 确保学生有机会设定合理的目标并为之努力。

 当学生受挫时，给予适当的支持。

例如：

例如：

1. 先从短期的任务开始，然后再转向较长期的任务。通过

1. 针对每个学生使用个别化的图表来展示学生各自的

任务进程核查表，随时了解学生的进步。
2. 教导学生设定合理的目标，要求学生写下这些目标，并
记录下自己为之不断努力和进步的过程。

进步。
2. 保留学生以往的作品，使其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
3. 对进步最大的、最乐于助人的、工作最勤奋的学生给予
奖励。

2. 小学阶段：勤奋对自卑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下一阶段。绝大多数儿童在 5 ～ 7
岁左右开始上学，他们的认知能力在这一时期得到快速
发展。他们能够更快地加工更多的信息，记忆容量也大
幅增多，正从前运算阶段逐渐迈向具体运算阶段。伴随
这些内在的变化过程，儿童每天有大量的时间生活在学
校里，探索周围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此时他们必须
在陌生的学校环境中重建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
学会信任新认识的成人，在这个更为复杂的情境中自主
地行为，表现出符合学校规定的主动行为。
埃里克森认为，在学龄早期，儿童面临的心理社会
挑战是勤奋（industry）对自卑。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了
解毅力与完成工作所带来的喜悦之间的关系。儿童在家
庭、邻里间和学校的适应能力与他们处理学业学习、小
组活动和朋友关系的能力，将导致他们胜任感的增长，
但如果儿童难以应对这些挑战，将会产生情绪上的自卑
感。儿童必须掌握新的技能，为新的目标努力，但同时
他们会被拿来与他人比较，可能会体验到失败。

童可能会更不适应学校生活，更难面对勤奋对自卑的挑
战。前文中的实践指南就如何鼓励勤奋提出了一些建议，
你可以参考。
小学毕业进入中学后，学生会有一段适应的过渡时
期，他们会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成绩和表现，以及在学业、
社交和运动方面的竞争。在他们渴望能自己做决定和更
加独立的同时，他们也面临更多的规则、必修课程和学
习任务。他们与教师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从长期与一
个教师保持亲密的关系，转变成一年当中与多门课程教
师有联系，但彼此间的感情比较冷淡。这些学生曾经都
是各自那个小且熟悉的小学中最成熟和地位最高的学生，
如今却变成了一个大而“没有人情味”的中学中的“小婴
儿”（Murdock，Hale，& Weber，2001 ；Rudolph，Lambert，
Clark & Kurlakowsky，2001 ；Wigﬁeld，Eccles，Maclver，
Rueman，& Midgley，1991）。在这要求众多的环境中，学
生将面临另一个挑战——同一性。

3. 青少年时期：寻求同一性

儿童在学前阶段和低年级所学到的技能和概念是

步入青春期，学生在发展抽象思维、理解他人观点

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决定了儿童后面的学校生活是

等认知能力的同时，生理上也会发生更大的变化。随着

走 向 成 功 还 是 失 败（Paris，Morrison，& Miller，2006）。

心理和生理上的发展，青少年会面临这一时期的核心问

Entwisle 和 Alexander（1998）认为，“与其他时期相比，

题——同一性（identity）的建构，它将为成年时期的发

儿童在小学阶段的表现更能决定他们未来是否会成功”
（p.

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自婴儿时期，个体就已经开始发展

354）。由于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

自我意识，直至青春期，他们才第一次有意识地去回答

观和行为规范，因此来自其他经济条件或文化背景的儿

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是谁？”这一阶段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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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性对角色混乱”。同一性是指由个体的动机、能
力、信念和经历组成的一个一致的自我形象，它涉及深
思熟虑地选择和决定，尤其是关于工作、价值观、意识
形态、对他人的承诺及看法等方面（Miller，2011 ；Penuel
& Wertsch，1995）。如果青少年没有整合好这些方面和选
择，或是感到茫然不知如何抉择，就会感受到角色混乱
的威胁。
停下来

想一想

你已经想好了将来做什么工作吗？你考虑过其他的
各种选择吗？什么人或是什么事可能会影响你的决定？

James Marcia（1991，1994，1999） 进 一 步 阐 述 了
埃里克森理论中同一性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要形成一
个成熟的同一性必然包括两个基本的过程：探索和承

同一性的建构
随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发展，青少年会面临这一时期的中心问

诺。所谓探索（exploration），是指青少年考虑并尝试多

题——同一性的建构，它将为成年时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进

种可能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并最终做出决定——哪

入青春期个体需要回答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我是谁？”

种信念、价值观或行为能给予他们最大的满足感。承诺
（commitment）是指个体在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

变的探索过程，而不是带来心理创伤的巨变（Grotevant，

选择，通常是探索多种选择后的结果。随后，Marcia 根

1998 ；Wigﬁeld，Byrnes，& Eccles，2006）。同一性获得和

据个体是否曾经探索选择以及是否做出承诺，将个体同

同一性延缓都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状态。

一性的状态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别。
第 一 种 是 同 一 性 获 得（identity achievement）， 即 个

同一性早闭（identity foreclosure）是指个体未经过探
索就做出承诺，这些青少年没有体验过不同的同一性或

体在探索现实的选择后，已经做出决定并为之不断努力。

探索过各种不同的选择，只是要求自己服从于他人的目

很显然，只有很少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前能达到这种状

标、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里的他人通常是指他们的父

态，而且即使上了大学，也可能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探

母，有时也可能是某种教派或极端组织。同一性早闭的

索才能做决定。个体在 20 来岁的时候仍在探索同一性，

青少年，容易变得刻板、偏执、武断和自我防御（Frank，

这很正常。大约 80% 的学生至少换过一次专业，还有

Pirsch & Wright，1990）。

一些成人在人生的某一时期获得了自我同一性，但之后

当个体没有对任何选择进行探索，也没有采取任何

又会选择另一种同一性。因此，对每个人而言，已形成

行动时，就会发生同一性混乱（identity diffusion）。他们

的同一性可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Kroger，2000 ；Nurmi，

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有生之年想做什么。这

2004）。

些同一性混乱的青少年可能会成为冷漠、退缩和对未来

在选择中挣扎的青少年，正经历着埃里克森所说

不抱希望的人，也可能变得公开叛逆。他们经常成群结

的同一性延缓（moratorium）。埃里克森用这个术语来说

党， 因 此 更 可 能 滥 用 药 物（Archer & Waterman，1990 ；

明青少年在探索个人及职业选择时，延缓许下承诺的状

Kroger，2000）。

态。这种延缓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是很普遍的，而且可

学校应当给青少年提供社区服务、实践工作、实习

能是有益的。埃里克森认为处于复杂社会的青少年在延

以及家教等机会，以促进学生同一性的形成（Cooper，

缓时期会有一个同一性危机。但如今，这一时期不再被

1998）。下面的实践指南对如何促进学生同一性的形成提

认为是一种危机，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经历是渐

出了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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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南
促进同一性的形成
 给学生提供职业选择的范例和其他成人角色的榜样。
例如：
1. 从文学作品、历史人物中选出一些榜样，在日历上标出
杰出女性、少数民族领袖或对你所教学科做出贡献的
人物的生日。在这些人的生日当天，简短地讨论他们
的成就。
2. 邀请演讲嘉宾来讲述他们是如何选择以及为什么选择自
己的专业，确保这些嘉宾能涵盖各个专业领域。
 帮助学生寻找解决个人问题的资源。
例如：

发、可爱的珠子项链）。
2. 对学生的着装和发式不强加任何严格的限制。
 对学生的学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反馈，促进他们进步。青少
年可能需要很多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例如：
1. 当学生有不良行为或表现不佳时，确定他们了解该行为
的后果——对自己及他人的影响。
2. 给学生提供标准答案或早年间其他学生完成的作品，使
他们能将自己的作品与好的榜样进行比较。
3. 教师可以利用其他各种资源来创造负面的例子，这其中

1. 鼓励学生与学校咨询师谈话。

也可以包括教师自身所犯的错误。但是，绝对不要拿

2. 讨论可利用的校外服务机构。

学生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

 在不冒犯他人或不干扰学习的前提下，对青少年的流行文
化保持包容的态度。
例如：

4. 学生可能只是在“尝试扮演”某些角色，不要将行为和
个人混为一谈。可以批评学生的行为，但不要批评他
们个人。

1. 讨论早期的流行文化（霓虹灯似的头发、粉染卷状假

4. 同一性与科技

自主性的获得变得极为复杂。

一些科技方面的学者认为，如今的青少年想要建立

当 然， 这 种 连 通 性 也“为 个 体 体 验 同 一 性 提 供 了

起一个独立的同一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总是与其

新的可能，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这种连通性为个体

他人联系在一起。在 9 ～ 13 岁这段时间内，父母通常会

提供了一种自由空间的感觉，即埃里克森所说的延缓”

给孩子一部手机，有些父母甚至会更早。当然前提是，

（Turkle，2011，p.152）。在第二人生（Second Life）、模拟

孩子需要经常接听父母的电话。Sherry Turkle（2011）将

人生（The Sims Online）或其他生活模拟网站上，青少年

这些很开心收到新手机的孩子称为“被拴住的孩子”，有

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同一性，并确保多个不同的人格同时

了手机，父母就会很放心孩子去商场或海滩消耗时间。

“并存”。一些人甚至会讨论他们这种“混合的生活”——

而在没有手机这条安全的拴绳前，孩子是不被允许做这

线上虚拟世界的生活与真实世界的生活的融合。对于一

些事情的。但是这样的代价是，这些孩子从未有完全独

些青少年来说，虚拟世界的生活与真实世界的生活之间

立的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可以被自由地支配，因为父母

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他们很容易在两种生活之间切换。

和朋友离他们的距离只有“快速拨号”之遥。而有机会

青少年在 Facebook 社交网络上创建的档案是一个“真实

独立地解决问题、体验自主和应对特定状况，是个体获

的”个体，还是如同一个高三学生所说，是一个你“设

得同一性、做出成熟判断的前提条件。这些被拴住的孩

计好”的呈现给世界的身份？但个体这种线上的自我展

子从不会独自一人，而短信更是让拴绳变得更短。Turkle

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关注到，由此便引发了一个重要

访谈过的很多高中生告诉她，教会父母使用短信或即时

的问题：“我所呈现的自我会被其他人如何评价？”对如

通信软件是他们犯的一个“大错误”。我的朋友是一所大

今时刻被联系着、被拴住的青少年而言，Elkind 所说的

学的校医院的内科医生，当她询问大学生“你今天哪里

“假想观众”已经变成了真实的线上观众，而这确实会带

不太舒服”，大学生的回答却是“我妈妈在电话那头，她

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正如另一名高三学生很痛苦地说：

会告诉你”，然后大学生就会把手机递给我的这位医生朋

你不得不意识到，你放上网的所有东西很有可能会

友。可以说，无时不在的连通性，使得独立的同一性和

被其他人非常仔细地阅读。因此你必须想清楚什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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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上网，以及你想呈现出什么样的自己。而当你不得不

文化隔离，只与民族文化中的成员建立联系；第三种可

思考自己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时，这实际是另一种方式，

能是边缘化，他们生活在主流文化中，却感觉自己被主

一种糟糕地反思自己的方式。（Turkle，2011，p. 184）

流文化所疏远，生活在其中并不自在，但同时也脱离了

5. 离开学校以后
在埃里克森理论中，成年时期各阶段的危机都涉及
人际关系的品质。亲密（intimacy）对孤独这一危机，是
指个体是否有意愿与他人建立深层的、兼顾双方需求
的关系。那些没有获得充分同一性的人，倾向于害怕
被他人征服或压制，因此选择退缩到孤独中去。繁殖
（generativity）对停滞，则是指个体是否具有照顾他人以
及关心、指导子孙后代的能力。生产性和创造性是繁殖
的基本特征。到了自我整合（integrity）对绝望这一阶段，
此时个体的危机主要是能否整合自我意识，完全接受自
己独特的、已无法改变的过去。
埃里克森的努力开启了毕生发展（life-span）的研究
取向，他的理论对理解青少年以及自我概念的发展尤为
重要。但也有女权主义者批评他“同一性先于亲密”的
观点，因为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女性来说，同一性的获
得是与对亲密的追求融合在一起的（Miller，2011）。
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最近的研究焦点——民族和
种族同一性，埃里克森并未对此进行全面探讨。

种族和民族同一性
早在 1903 年，W. E. B. DuBois 就写过关于非裔美国
人“双重意识”的文章。实际上，像其他民族或种族一
样，非裔美国人在争取成为美国大文化环境中的一员时，

自己的民族文化；最后一种可能是拥有双文化（有时被称
为整合），与两种文化均维持紧密的联系。研究表明，至
少有三种途径可能实现双文化：你可以在两种文化中随
时转换，在一种情境中遵循主流群体的行为方式，但在
另一种情境中遵循所属民族的行为方式；你也可以把两
种文化结合起来，寻找并遵循两种文化中共同的价值观
和行为；最后你也可以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真正形
成一种全新的文化（Phinney & Devich-Nevarro，1997）。
无 论 你 寻 求 同 一 性 的 结 果 如 何， 保 持 心 理 健 康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自己的民族有强烈的积极情感
（Steinberg，2005）。 事 实 上，Amy Marks 及 其 同 事 发 现
（2011），与拥有单一民族同一性或尚未形成多民族同一
性的同伴相比，形成了坚定的、积极的多民族同一性的
青少年有更高的自尊、更少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更高的
学业成就。
一些心理学家用 Marcia 的同一性状态来理解民族同
一性的形成过程。儿童刚开始可能是拥有一种未经检验
的民族同一性，因为他们从未探索过（同一性混乱）或是
已经接受了他人支持的同一性（同一性早闭）。很多欧裔
美国青少年可能都符合上述情况。经过一段民族同一性
的探索时期（延缓），他们可能就找到了解决冲突的方法
（同一性获得）。

2. 种族同一性：结果与过程
William Cross(1991 ；Cross & Cross，2007 ；Decuir-

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同一性问题。少数民族学生不得不

Gunby，2009） 等 曾 提 出 一 个 理 论 框 架， 专 门 用 于

“在两种文化价值观和同一性选择中徘徊”，以获得一个稳

解 释 非 裔 美 国 人 种 族 同 一 性 的 形 成。 他 认 为 黑 人 化

定的同一性，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探索——经历
更长的埃里克森所说的“同一性延缓”
（Markstrom-Adams，

（Nigrescence）的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遭遇前 Cross 认为在这一阶段非裔美国人的态

1992，p.177）。但这种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心理学

度是多元化的，有的直接忽视种族，有的对种族保持中

家认为民族同一性具有“首要地位”，即个体在自我判断

立，也有的真正反感黑人种族。这一阶段的非裔美国人

时民族同一性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同一性（Charmaraman &

可能接纳了美国白种人的某些信念，包括倾向于认为“白

Grossman，2010；Herman，2004）。

种人”是更优越的，而这些信念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的

1. 民族同一性：结果与过程

自我贬低。在遭遇前阶段，这些非裔美国人更重视其他

Jean Phinney（1990，2003）指出，少数民族青少年
寻求同一性可能出现四种结果：第一种，他们可以尝试

方面的同一性，如宗教、专业或社会地位。
（2）遭遇

这一阶段常常是由或公开或隐蔽或制度

同化，完全接纳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拒绝所

上的种族歧视所引起的。例如，一个非裔美国人在高级

属民族的文化；第二种，与之相反，他们也可能与主流

商店里老是被店员跟着，被警察殴打，抑或是看到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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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打事件的新闻报道，他会开始意识到现实——美国社

展出更强大、更复杂的同一性，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原

会中存在种族问题。由此，非裔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

本已经很艰难的同一性形成过程中，这些挑战可能是种

是黑种人。

额外的负担（Herman，2004）。而种族同一性的形成，很

（3）沉浸 / 再现

Cross 认为这一阶段是一个过渡的

阶段——中间状态，这种状态中的人们可能会为“成为
一个真正的黑人”而感到焦虑（Cross，1991，p.202）。为
回应所遭遇的歧视，这些非裔美国人会让自己的生活充
满黑人种族的标记，比如他们会去买有关黑人历史的书，
主要与其他非裔美国人来往等。他们渴望更加深入地了
解自己的种族传统。
（4） 内 化

此 时， 非 裔 美 国 人 坚 持 自 己 的 民 族 同

一性，并感到安全。他们不会担心朋友或外人会怎么
想——他们对自己黑人民族性的标准很有自信。
（5）内化 – 承担义务

这一阶段与内化阶段关系紧

密，主要的区别在于个体对黑人事务持久地关注，并愿
意承担义务。这些人在绘制自己的人生蓝图时都会与黑
人种族同一性联系起来。比如，某个画家用一生的时间
描绘黑人形象，某个研究者一生都在研究非裔美国人的
教育经历。
对于出身于两个或多个种族的混血青少年来说，确
定种族同一性就更加困难了。跟他们一起生活的父母、
邻居的装扮、个人的外表以及生活中受歧视或鼓励的经
历，都会影响这些青少年种族同一性的形成。一些心理
学家认为这些挑战有利于出身多个民族的混血青少年发

可能部分取决于青少年在面对这些挑战时能否得到有力
的支持。

3. 种族和民族自豪感
对于所有学生来说，对家庭和社区的认同感是建立
稳定同一性的基础。花时间去激发学生的种族和民族自
豪感（racial and ethnic pride）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学生
在检验自己的同一性时，才不会接收到“差异就是缺陷”
等 不 适 当 的 信 息（Spencer & Markstrom-Adams，1990）。
一项研究发现，家里充满非裔美国文化的学前儿童拥有
更多的事实性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好。鼓励儿童
为自己的民族传统自豪的父母，其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
情况也更少（Caughy，O’Campo，Randolph，& Nickerson，
2002）。另一项研究则发现，无论是非裔美国儿童还是美
国白种人儿童，积极的种族自豪感都与更多的自尊、更
少的情绪问题相联系（DuBois，Burk-Braxton，Swenson，
Tevendale，& Hardesty，2002）。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Janet Helms（1995）
曾 写 过 白 种 人 同 一 性 发 展 阶 段 的 文 章。Richard Milner
（2003）曾指出种族同一性的发展和种族意识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教学当中。当多数青少年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
并感觉安全时，他们也会更尊重其他人的传统。因此，
探索学生的种族和民族根源，能培养个体的自豪感，提
高个体对他人的接受程度（Rotherham-Borus，1994）。
接下来，我们将不再关注同一性的多个方面，而专
门探讨自我概念。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很多研究都非常
关注自我概念和自尊。

自我概念
我们在日常交流中常常使用“自我概念”这个词，
我们会说一些人自我概念“低”或是自我概念“不强”，
就好像“自我概念”是汽车里的油位或是腹部的肌肉，这
实际上是误用了这个概念。在心理学中，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一般指个体对自身的观念、感受、态度和期望等
的认识和信念（Harter，2006 ；Pajares & Schunk，2001）。
了解自己
当多数青少年对自己的传统很了解并感觉安全时，他们也会更
尊重其他人的传统。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自我概念”，它是我们尝试向自己
解释自己，以此来建构一个关于自己的印象、感觉和信
念的图式（皮亚杰的术语）。但这种模式或图式并不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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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的、统一的或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的自我知觉会随
着情境的改变和生活阶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

1. 自我概念的结构
学生的总体自我概念是由多个更具体的概念构成
的，包括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Herbert Marsh
（2006）及其同事指出，在非学业领域和学业领域共有 17
个不同的自我概念，其中非学业领域的自我概念如外表、
受欢迎程度、可信赖性、与父母的关系以及情绪稳定性
等，学业领域的自我概念则涉及言语、数学、问题解决、
艺术、计算机等方面。对青少年而言，总体的学业自我
概念（他们学习的效率以及在学校里的总体表现）和特定
学科的自我概念（他们的数学学得怎么样）都会影响他们
的行为和动机。例如，Martin Brunner 及其同事（2010）
认为，“学生在教育方面的进取心（如是否继续接受高
等教育）是由其总体的学业自我概念所决定的，但训练
课程或大学专业的选择则主要受其特定学科的学业自我
概念的影响”（p. 977）。但对成人而言，这些单独的、特
定的自我概念没有必要整合成一个总体的自我概念。因
此，成人的自我概念更具有情境特定性（Marsh & Ayotte，
2003 ；Marsh，Craven ，& Martin，2006 ；Schunk Pintrich，
& Meece，2008）。

2. 自我概念的发展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里阅读学习的早期经验对学生的自我概念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学生成熟，他们也会变得更加现实，但仍然有
很多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判断不准确（Paris & Cunningham，
1996）， 甚 至 一 些 学 生 可 能 会 有“我 完 全 没 有 能 力”
的 错 觉 —— 他 们 严 重 低 估 了 自 己 的 能 力（Phillips &
Zimmerman，1990）。到了中学阶段，学生的自我意识增
强。在这个年龄阶段，自我概念与个人的外表、社会接
纳度以及学业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本章开
头提到的 Stephanie 这类学生来说，经历这一阶段将会十
分困难（Wigﬁeld，Eccles，& Pintrich，1996）。
自我概念的形成来源于个体与自己及他人的比较，至
少在西方文化中是这样。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自我概念，是
通过与自己以往在数学上的表现进行比较而形成的，当
然， 他 们 也 会 将 自 己 同 其 他 学 生 进 行 比 较（Altermatt，
Pomerantz，Ruble，Frey & Greunch，2002 ；Schunk et al.，
2008）。在普通学校中表现出较强数学能力的学生，比那
些在重点学校里表现平平（但其实二者能力相当）的学生，
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感觉更好。Marsh（1990）称这种现象为
“大鱼小池塘效应”（Big-Fish-Little-Pond，简写为 BFLP）。
研 究 者 对 全 球 41 个 国 家 10 221 个 学 校 中 的 265 180
名 15 岁的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在每个国家中均有“大
鱼小池塘效应”（Seaton，Marsh & Craven，2009）。而那
些接受天才儿童教育计划的学生似乎表现出相反的情况，

自我概念是通过在不同情境中不断进行自我评价而

即“小鱼大池塘效应”（Little-Fish-Big-Pond）——与仍留

形成的。实际上，儿童和青少年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我

在常规班级中的天才儿童相比，他们学业的自我概念会

现在做得怎么样？”他们会根据重要他人对自己的言语和

逐步降低，但对非学业的自我概念没有影响（Marsh &

非言语的反应来进行判断。早期的重要他人是父母和其

Craven，2002；Preckel，Goetz & Frenzel，2010）。

他家庭成员，以后朋友、同学和教师也会成为个体的重
要他人（Harter，1998，2006）。
年龄较小的儿童倾向于对自己有积极的、乐观的看
法。在一项调查中，超过 80% 的一年级学生认为自己是
班上最棒的学生（Stipek，1981）。经历更多的学校生活
后，儿童会根据自己的进步来评价自我概念。有研究者
曾对新西兰 60 名学生进行追踪研究，从刚开始入学一
直追踪到三年级中期（Chapman，Tunmer，& Prochnow，
2000）。在入学头两个月里，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自我概念
开始产生差异，这是因为一些学生觉得阅读很容易，而
一些学生则觉得很难。那些入学时拥有较好的语音、字
母知识的学生，学习阅读会更容易，因此发展出更为积
极的阅读自我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自我概念不
同的儿童在阅读表现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大。因此，学校

3. 自我概念与成就
很多心理学家将自我概念看作社会性和情绪发展的
基础。研究发现，自我概念与多个方面的成就有关——
从竞技体育的表现到工作满意度，再到学生在学校里的
自豪感、乐趣和成就（Byrne，2002 ；Marsh & Hau，2003 ；
Goetz，Cronjaeger，Frenzel，Ludtke & Hall，2010 ；Möller
& Pohlmann，2010）。一些研究证实了自我概念与学业成
就的关系：学生在特定学科方面的表现与他在该学科领域
的特定自我概念有关，但与社会或生理的自我概念无关。
例如，一项研究发现，数学自我概念与数学测验成绩的
相关系数为 0.77，与成绩等级的相关系数为 0.59，与课
程选择的相关系数为 0.51（Marsh et al.，2006 ；O’Mara，
Marsh，Craven，& Debu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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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的最后部分提到数学自我概念与课程选择
存在相关，这揭示了自我概念是如何影响学生的学习的。
回想你的高中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去选择课程，你会选

自尊
停下来

想一想

你表现最差的那门课吗？可能不会吧。1997 年，Herbert

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下面的陈述？

Marsh 和 Alexander Yeung 考察了澳大利亚悉尼的 246 名

总体上，我对自己满意。

男生在高中早期是如何选择课程的。结果发现，对特定

我觉得我有很多优秀的品质。

学科的学业自我概念（如数学、科学等）是预测课程选择

我希望我能更尊重自己。

的最重要因素——比这门学科的先前成绩或总体自我概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念都更为重要。高中时期选择的课程会影响学生今后的

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发展，因此，特定学科的学业自我概念可能会影响个体

我对自己抱有积极的态度。

的一生。
不幸的是，某些大学录取标准中对平均成绩点数

上述“停下来 想一想”中的题目选自一份应用非常

（Grade point average，GPA）的着重强调也会影响课程的

广泛的自尊测量问卷（Rosenberg，1979；Hagborg，1993）。

选择。尤其是当学生认为自己在数学、科学、外语或其

自尊（self-esteem）是一种情感反应——一种对 自 我 价

他有挑战性的课程上“不够好”时，他们会避免选择这

值的总体判断，包括个体对自己感到自信和骄傲。如果

些课程，以保持自己良好的 GPA。当然，正如我们在第

个体对自己的判断是积极的——如果他喜欢自己眼中的

1 章中所提到的，相关关系并不能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的因

自 己 —— 我 们 就 说 他 拥 有 高 自 尊（Schunk，Pintrich，&

果。高的自我概念可能会促进学业成就的提高，但高的

Meece，2008）。通过“停下来 想一想”的问题，你能看

学业成就也可能会导致自我概念的提高。因此，这种因

出自己的自尊水平吗？

果关系可能是双向的（Pinxten，De Fraine，Van Damme，&

自我概念和自尊经常被混用，尽管它们有不同的涵
义。自我概念是一种认知结构——关于自己是谁的信念，

D’Haenens，2010）。

例如，你认为自己是个优秀运动员的信念。自尊是一种
对自我价值总体的、一般的感觉，是将自我概念融入生
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它是对个体自我价值的总体性判断
（O’Mara，Marsh，Craven & Debus，2006）。正如你在前面
的“停下来 想一想”中看到的，那些问题都是一般意义
上的，而不涉及学业或外表等这些特定的领域。个体所
在的文化是否重视他所特有的个性和能力，会影响到个
体的自尊（Bandura，1997 ；Schunk et al.，2008）。一些作
者会混用自我概念和自尊，但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一
选择影响未来
高中时期选择的课程

个是思维，一个是评价。
学校会影响学生的自尊吗？学校对学生自尊的形成

会 影 响 学 生 今 后 的 发 展，

重要吗？正如你将在“正方观点 / 反方观点”中所看到的，

因此特定学科的自我概念

关于学校在学生自尊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研究者

会影响个体的一生。

争论得非常激烈。

正方观点 / 反方观点
学校应该如何提高学生的自尊
目前有关如何提升自尊的著作已经超过 2000 本，学
校和心理健康机构仍在不断研发提升自尊的计划（Slater，

2002）。提升学生自尊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①个人
能力提升活动，如敏感性训练；②自尊计划——通过特定的

第3章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课程直接提升学生的自尊；③改革学校结构——更强调合作、

们重新思考自尊，努力诚实地进行自我评价，以发展出良好

学生参与、社区参与和民族自豪感。这些努力是否有用呢？

的自我控制。她认为，“或许自我控制应该取代自尊作为我

正方观点：自尊提升运动存在问题
一些人对学校的自尊发展计划表示不满，因为这些计划
的目标只是“给予大量的赞美，却不在乎实际的成就表现”

们追求的首要目标”
（p. 47）。
反方观点：自尊提升运动前景乐观
一项研究对 322 名六年级学生追踪了两年，结果发现，

（Slater，2002，p.45）。但很多年前，埃里克森就警告说：“儿

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对课程的兴趣、体会到教师的关心和

童不会被没有理由的赞美和鼓励所蒙骗。在某些场合，儿童

教师的反馈与评价都会影响学生的自尊。在体育教学中，教

可能不得不（不情愿地）接受那些虚情假意的赞美和意图提

师的看法对学生形成运动能力方面的自我概念有着强有力的

升他们自尊的鼓励。”埃里克森进一步解释，强烈而积极的

影响（Hoge，Smit & Hanson，1990）。被分到低能力组或者

同一性只能来自“别人对自己取得的实际成就表示真诚、一

在学校受到压抑对学生自尊的形成有负面影响，而在协作

致的认同，也就是说，只能来自其所在文化中有社会价值的

或合作情境中进行学习似乎对自尊有积极影响（Covington，

成就”
（1980，p.95）。

1992 ；Deci & Ryan，1985）。有趣的是，那些特殊的培训计

2002 年，Frank Pajares 和 Dale Schunk 指出自尊提升运
动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在儿童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

划，如“每月之星”计划或进入数学提高班，对学生自尊的
影响不大（后者与“大鱼小池塘”效应有关）。

他们灌输‘没什么比自尊和自信更重要’这样的思想，却同

除了包含所谓的“让心理感觉良好”等方面，自尊运

时相信环境迟早能教会他们‘谦虚’这个棘手的课程。自

动还包含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自尊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

我意识的迷茫会导致抑郁以及其他心理问题的极速增加”

权利。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尊重自己，学校不能损害个体的

（p.16）。敏感性训练和自尊课程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个体

自尊（Beane，1991）。如果我们将自尊看作个体思想和行动

的信念，让年轻人更加努力地与各种困难进行抗争，以提升

的产物——包括我们的价值观、想法、信念以及与他人的互

他们的自尊。但如果学生身处的环境是不安全的、弱势的、

动，那么，我们就能了解学校的重要作用。在学校里，允许

无助的呢？或许有些人能克服，但期望每个学生都能做到的

实际参与、合作、问题解决和成就的教育模式，应当替代那

话，只能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在当今社会，要那些被迫

些根据学生能力编班和竞争性的评分制度等损害自尊的教育

面临不公平待遇而处境凄苦的年轻人拥有积极的自尊是不太

政策。

可能的（Beane，1991，p.27）”。
更糟的是，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自尊过低并不是问题，自

当然，这可能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另一种可能
是调整焦点，更关注特定的自我概念，因为特定领域的自我

尊过高才是问题。比如，他们认为，高自尊的个体更可能把

概念与该领域的学习有关，如数学自我概念与数学学习有关

痛苦和惩罚施加在他人身上（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

（O’Mara et al.，2006）。由于自我概念与成就可能是相互影响

& Vohs，2003 ；Slater，2002）。另外，高自尊并不能预测学

的，因此研究者总结道：

业的学习结果。一项大型的青少年调查发现，总体的自尊与

总的来说，短时间内提高自我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直

测量的九项学业成就均没有相关（Marsh et al.，2006）。而当

接针对自尊的提高进行教学干预，但当教学干预的目标是希

人们把自尊作为主要目标时，他们会不惜付出长期的代价

望能同时提高自我概念和成绩时，那么教学干预不仅要结合

来追逐这个目标，例如，他们可能会回避别人建设性的批评

直接提高自尊和提高成绩的内容，还要辅以恰当的反馈和鼓

或是逃避挑战性的任务（Crocker & Park，2004）。心理学家

励，这样才会更有效（Marsh et al.，2006，p. 198）。

Lauren Slater（2002）在她的文章《自尊的麻烦》中建议我

一百多年前，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90）
就指出，自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完成任务，或是能

立自尊，学生必须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行为，而
不是运气或是他人的帮助。

否达成自己所看重的目标。如果一项技能或成绩对个体
来说不重要，那么不擅长该领域的活动并不会威胁到个
体的自尊。学生必须在他们认为重要的任务上取得成功。
个体解释自己成功或失败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建

自我概念和自尊的性别差异
男孩和女孩的自我概念有差异吗？有研究对 76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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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美国学生（主要为欧裔美国人）进行了研究，

影 响 的 双 向 关 系（Eccles，Wigﬁeld，& Schiefele，1998 ；

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追踪到高中（Jacobs，Lanza，Osgood，

Pinxten，De Fraine，Van Damme & D’Haenens，2010）。将

Eccles，& Wigﬁeld，2002）。由于纵向研究的数据很难取

上述结果同 Herbert Marsh 和 Alexander Yeung（1997）的

得，因此这个研究极具价值。在小学一年级时，男孩和

结论综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学业自我概念影响课

女孩在语言能力上的感知没什么差异，但男孩在数学和

程的选择，而很多学生在做出课程相关决定的同时，也

运动能力方面明显感觉更自信。随着年级上升，男孩和

就永远限制了自己未来的可能性。

女孩的胜任感都在逐渐下降，但男孩在数学方面的胜任

对于绝大部分民族来说（非裔美国人除外），男性对

感下降得更快，因此到了高中，男孩和女孩的数学胜任

自己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能力更为自信。遗憾的是，目

感基本持平。在语言方面，一年级以后男孩的胜任感下

前尚未有关于其他民族群体的纵向研究，因此这一结论

降的幅度明显大于女孩胜任感下降的幅度，但到了高中，

也可能只局限于欧裔美国人。

他们的胜任感都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在运动方面，男孩

教师的反馈、等级评定、评价以及基于关心与学生

和女孩的胜任感均有所下降，但在小学一年级至高中这

所进行的交流等，都能改变学生对特定学科的自我胜任

12 年间，男孩在运动方面始终明显比女孩感觉更自信。

感。但只有当学生在自己重视的领域上能力得到增长，

其他研究也发现，女孩认为自己在阅读及亲密友

其自尊才会得到最大的提高，这其中也包括社交领域，

谊上优于男孩，男孩则认为自己在数学和运动方面优于

该领域对于青春期的学生非常重要。因此，对于教师来

女孩。当然，这种自信上的差异可能部分反映出不同性

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帮助学生获得对某些重要领域的理

别在成就上存在真实差异，比如，女孩比男孩的阅读能

解和技能。

力强。但正如前文所说，很多方面的自信与成就是相互

模块 9 小结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是什么？

始并未觉察到少数群体与主流群体间的差异，接着通过不同

埃里克森强调社会与个体的关系，因此他的理论是一

的方式调和这些差异，最终形成一种不同文化的整合。

种关于发展的心理社会学观点——将个体发展（心理的）与

随着儿童的发展，自我概念是如何变化的？

社会环境（社会的）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埃里克森认为个体

自我概念（自我的定义）随着个体的成熟，会逐渐变得

要经历八个生命阶段，每个阶段都涉及一个主要危机。如果

复杂、差异化和抽象。自我概念是通过自我反省、社会交往

能够顺利地克服危机，儿童的个性以及社交能力将会得到极

以及在学校内外的各种经验逐渐形成的。学生通过将自己与

大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下一个危机的基础。在前两个阶

个人的（内在的）标准和社会的（外部的）标准相比较来发

段，婴儿必须形成信任感，克服不信任感，形成自主感，克

展自我概念。高自尊与较好的整体学校体验相联系，包括学

服羞愧和疑虑。第三个阶段发生在儿童早期，其焦点在于形

业和社交两方面的体验。此外，性别与民族刻板印象也是影

成主动性，避免内疚感。处于小学时期的第四个阶段涉及获

响自尊的重要因素。

得勤奋感，避免自卑感。第五个阶段，个体面对着同一性
对角色混乱的挑战，青少年需要不断努力以统合他们的同
一性。根据 Marcia 的观点，这些努力可能导致同一性混乱、
同一性早闭、同一性延缓或同一性获得。埃里克森成人的三
个阶段涉及获得亲密、繁殖与自我整合。

说明自我概念与自尊的区别。
自我概念和自尊都是关于自我的信念，自我概念是我
们试图建构一个用于组织关于自己的印象、感觉和态度的图
式。但这个图式不是固定的、永久不变的，我们的自我知觉
随着情境的改变和生活阶段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自尊是对自

描述民族和种族同一性的形成过程。

我价值的评价，如果个体积极地评价自我价值，我们就说他

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学生面临着生活在两种世界中如

拥有高自尊。自我概念和自尊经常被混用，尽管它们有不同

何形成同一性的挑战。他们既有所属群体的价值观、信念和

的含义。自我概念是一种认知结构，自尊是一种情感评价。

行为，也会受到大文化环境中价值观、信念和行为的影响。
大多数关于民族和种族同一性形成的解释，都认为个体最开

自我概念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从小学 1 年级到高中 12 年级，男孩和女孩对自己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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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言艺术和运动方面的胜任感都在逐渐下降。到了高

一般自尊而言，男孩和女孩在进入初中的过渡时期均有所下

中，男孩和女孩表现出相近的数学胜任感，女孩在语言艺术

降，但男孩在高中阶段自尊逐渐增高，而女孩的自尊则保持

方面的胜任感更强，而男孩在运动方面的胜任感更强。对于

继续下降的趋势。

模块10

理解他人和道德发展
理解他人和道德发展

观点采择能力（perspective-taking ability）随年龄一直在
发展，直至成年时达到高度复杂的水平。总体而言，理

当我们寻求自我同一性、形成自我形象时，我们也

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在促进合作和道德发展、减少偏见、

在学习是非对错。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解我们

解决冲突、激励亲社会行为等方面都很重要（Gehlbach，

周围的“重要他人”。我们是如何学会解读他人的想法和

2004）。如果学生虐待同伴的行为不是出于深层的情绪或

感觉的呢？

行为障碍，那么教师只须对他进行观点采择方面的训练，
就可能收到明显的改善效果（Woolfolk & Perry，2012）。

心理理论和意图
两 三 岁 的 时 候， 儿 童 开 始 发 展 心 理 理 论（theory
of mind），即理解他人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心智、想

道德发展
随着心理理论和对意图理解的进一步发展，儿童也

法、情感、信念、愿望和感觉（Astington & Dack，2008 ；

逐渐发展出是非观。在本节中我们将关注儿童的道德推

Flavell，Miller，& Miller，2002 ；Miller，2009）。儿童需要

理（moral reasoning），即他们对是非的看法以及他们对道

应用心理理论去理解他人的行为。为什么 Sarah 在哭？

德判断的积极建构。最初的课堂教育中主要涉及的道德

她难过是不是因为没人陪她玩？正如我们将在第 4 章看

议题包括平分、分享材料或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

到的，对自闭症的一种解释是自闭症儿童缺乏心理理论，
因此他们难以理解自己或他人的情绪和行为。
儿童在 2 岁左右有了对“意图”的理解，至少是开

（Damon，1994）。对幼儿（5 ～ 6 岁）来说，公平就是基
于“平等”进行分配。因此，教师经常听到“ Keshawn
拿的比我多，这不公平！”在随后的一两年中，儿童逐渐

始理解自己的意图。他们会说：“我想要花生酱三明治。”

意识到基于“功劳”，一些人应该获得更多，因为他们工

当儿童发展出心理理论后，他们也能理解他人也有自己

作更努力或表现得更好。最后，8 岁左右时，儿童已经能

的意图。那些能与同伴和谐相处的学前儿童，能区别有

考虑别人的需要，并基于“善意”进行推理。因此，他

意行为和无意行为，并做出不同的反应。例如，当其他

们能理解一些学生可能从教师那获得更多的时间或资源，

小孩不小心撞倒了他们的积木，他们不会生气。但攻击

因为他们有特殊的需要。

性儿童在评估他人意图上存在困难，他们可能去攻击每

另一个涉及道德发展的领域是对规则的理解。你如

一个碰倒他们积木的人，即使对方不是故意的（Dodge &

果有机会与幼儿相处，你会发现在某些时期当你说“不

Pettit，2003）。随着不断地成熟，儿童能更准确地判断和

准在卧室里吃东西”时，儿童就会乖乖遵守，因为对幼

考虑他人的意图。

儿来说，规则就是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皮亚杰（1965）

随着心理理论的发展，儿童逐渐能理解他人有不同

将这一阶段称为“道德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在这

的感觉和体验，因此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看法。这种

一阶段，五六岁的儿童相信行为规则或游戏规则是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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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改变的。如果违反了规则，儿童就该受到惩罚，

③后习俗水平（原则水平）

并认为惩罚取决于行为后果的严重性，而不是根据行为

阶段 5：社会契约取向——行为的好坏取决于社会普

的意图或其他情况。因此，在他们看来，不小心打破三

遍认同的标准，“为最多的人谋求最大的幸福”就是其典

个杯子比故意打破一个杯子更糟糕，并且应该受到更重

型代表。
阶段 6：普遍道德原则取向——无论法律或其他人如

的惩罚。
随着儿童与他人社会互动的深入，他们开始了解

何说，个体都坚持关于个人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普世原则。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规则，儿童将逐渐转向合作的道德

道德推理与认知发展、情感发展有关。正如前面讲

（morality of cooperation）。儿童逐渐意识到规则是人制定

到的，抽象思维在道德发展的较高阶段变得更加重要，

的，也能被人为改变。当规则被打破时，需要同时考虑

因为儿童的抉择从依据绝对规则转向了依据公平、仁慈

造成的损失和触犯者的动机两个方面。

等抽象原则。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判断行为意图、利

1. 柯尔伯格关于道德发展的理论
劳伦斯·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关于道德发
展的理论（1963，1975，1981）部分源于前面介绍过的皮
亚杰的思想。
停下来

想一想

一个男人的妻子快要死了。现在有一种药可以救她，
但是这种药很贵，而发明该药的药剂师又不愿意降价，

用形式运算思维去想象法律和规则的可变性，这些都将
融入到较高阶段的道德判断中。

2. 对柯尔伯格理论的批评
尽管有研究证实柯尔伯格划分的道德推理的不同
水平确实构成了一个层次结构，并且每一个阶段的推
理 能 力 都 比 上 一 个 阶 段 的 推 理 能 力 有 所 提 高（Boom，
Brugman，& van der Heijden，2001），但这一理论仍然受
到了许多批评。首先，这些阶段未必是独立的、连续的

因此这个男人买不起这种药。最后这个男人绝望了，决

和一致的。人们对道德选择的解释，往往同时反映了多

定铤而走险，为妻子去偷药。他应该怎么做？为什么？

个不同阶段的道德推理水平；或是个体在某个情境下的

柯尔伯格评估儿童和成人道德推理的方法是，呈现
道德两难问题（moral dilemmas），要求人们必须在一个
假设性情境中做出艰难的选择并说明理由。在他们道德
推理的基础上，柯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发展或是非判断的
具体阶段理论，并将道德发展分为三个水平：①前习俗
水平，此时道德判断是基于个人的需要和感知；②习俗
水平，此时道德判断会考虑社会期望和法律；③后习俗
水平，此时道德判断是基于抽象、更人性化的公平原则，
这些原则未必受制于法律。上述每个水平又可细分为两
个不同的阶段。
①前习俗水平
阶段 1：服从取向——遵守规则以避免惩罚和不好的
后果。
阶段 2 ：奖赏 / 交换取向——以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决
定是非对错，“我想要的都是对的。”

选择可能符合某一阶段，但在其他情境下的决定可能反
映了另一阶段。如果要求儿童和青少年在“帮助他人”与
“满足自己需要”之间做判断，他们表现出来的道德推理
水平都高于在有关触犯法律或惩罚的情境中所做的推理
（Arnold，2000；Eisenberg et al.，1987；Sobesky，1983）。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做出道德选择时不仅
要依靠道德推理，还会涉及其他很多因素。情绪、对抗
性目标、人际关系以及实际性考虑均会影响道德选择。
个体也许能在较高水平进行道德推理，但他们可能会因
为其他原因而做出较低水平的选择（Carpendale，2000）。
柯尔伯格强调道德的认知推理，但忽视了道德成熟的其
他方面，如个性和品德。而正是这些，有助于个体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问题（Walker & Pitts，1998）。

3. 性别差异：关爱的道德
关于柯尔伯格理论的最激烈的批评之一是，该理

②习俗水平

论的道德发展阶段主要偏重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男性

阶段 3 ：好孩子 / 关系取向——好就是意味着“乖”，

价值观。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是在仅以美国男性为

令他人高兴。
阶段 4：法律和秩序取向——必须遵守法律和尊重权
威，社会秩序必须维持。

对象的纵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其观点未能
代表西方女性或其他文化中个体道德推理的发展过程
（Gilligan，1982；Gilligan & Attanucci，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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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提出

因此，道德推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情境和两难问题的内

了一个不同的道德发展顺序——关爱的道德。吉利根认

容的影响，而非推理者的性别。尽管男性和女性似乎都

为个体是从关注自我利益发展到对特定个体和特定关系

很看重关爱和公平，但在日常生活中仍有一些相别差异。

负责的道德推理，然后发展到道德的最高水平，即基于

女性会对违背关爱规则（不顾及别人或不值得信任）感到

对所有人负责和关爱的原则（有点类似于柯尔伯格的第三

更加有负罪感，而男性则会对自己的暴力行为（打架或损

个水平）。如果女性未能达到柯尔伯格所认为的“公平”

坏财产）感到更有负罪感（Williams & Bybee，1994）。

的最高阶段，是不是就意味着她们的道德不够成熟？
一些研究证实了这种关爱道德，并发现女性在解

很 多 教 育 家 已 经 开 始 关 注“关 爱 学 生 和 帮 助 学 生
学会关爱”这一教育主题。例如，内尔·诺丁斯（Nel

决道德问题时更倾向于关爱道德取向，尤其是在她们

Noddings，1995）强烈呼吁将“学习关爱”编入课程中。

在对个人和现实生活方面的问题进行推理时（Garmon，

可能的主题包括“关爱自我”
“关爱家庭和朋友”
“关爱陌

Basinger，Gregg，& Gibbs，1996）。 但 是， 一 项 元 分 析

生人和世界”。其中“关爱陌生人和世界”主题可包含犯

回顾了 113 个相关研究的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在吉利

罪、战争、贫穷、宽容、生态、科技等单元。美国中西

根所说的道德取向上仅有微小的差异（Jaffee & Hyde，

部龙卷风肆虐造成的巨大损失、海地和日本大地震导致

2000）。这项元分析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面对人际方面

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这些都是学习上述单元的契

的两难问题时，都会采用关爱来进行道德推理，而在面

机。表 10-1 说明了如何将犯罪和关爱陌生人等主题融入

对社会方面的两难问题时，则都会采用公平来进行推理。

到高中课堂教学中。

表 10-1 “关爱陌生人和世界”作为教学主题
学科

内容
统计：收集有关犯罪地区和犯罪率、犯罪者的年龄与犯罪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资料。惩罚的严厉程度与犯罪率是否相关？一
次刑事审判的实际成本是多少

数学
英语和社会

阅读《雾都孤儿》，将主人公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是什么因素导致 19 世纪英国的犯罪如此猖獗
阅读流行侦探小说，它们只是文学创作吗？它们是否准确描述了刑事法律制度
基因学：犯罪倾向是否会遗传？攻击性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在道德推理上男性是否优于女性（为什么一些社会科学家会
这样认为）？你如何检验这一假设

科学
艺术

在公共场所涂鸦是真正的“艺术”吗
注： 在学习“关爱陌生人和世界”单元的内容时，高中教师可安排几堂课让学生讨论犯罪问题。在每堂课中，对犯罪的不同方面的学习
要始终围绕着关爱这一主题，学生可针对安全、责任、互信，致力于建立一个更安全的未来等方面展开讨论。
资料来源：Based on “Teaching Themes of Care,” by Nel Noddings, Phi Delta Kappan，76, pp.675-679.

道德判断、社会习俗和个人选择
停下来

想一想

的约束，伤害别人或偷别人东西都是不对的。但是有些
规则，例如问题 2 中的不嚼口香糖，这些属于社会习俗
（social conventions）——在特定情境下，人们普遍赞同的

1. 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就可以弄瞎别人吗？

规则和做事方式。当班级规则（习俗）要求班上不准嚼口

2. 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就可以在班上嚼口香糖吗？

香糖时，学生（大多数）都不会那样做了。嚼口香糖不是

3. 谁能决定你最爱吃的蔬菜或你的发型？

一种内在的不道德行为，它只是违背了规则。一些班级，
尤其大学的班集体，会使用很多不同的规则。最后，不

我 们 可 能 都 会 同 意 弄 瞎 别 人、 违 反 班 级 规 则、 决

喜欢吃青豆或是女生剪短发，都不属于内在的不道德行

定他人的食物偏好或发型等行为都是不对的，但每种情

为（至少我希望不喜欢吃青豆不算不道德），这些都仅是

况下的“不对”是有差别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内在的不

个人的选择——个人偏好和隐私问题。

道德行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公平、公正、人权、人

一些批评者认为，柯尔伯格的阶段理论混淆了道德

类福利等概念有关。即使是幼儿也知道，无论有无法律

判断与社会习俗，同时也忽视了个人选择。Larry N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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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认为道德发展涉及三个维度或领域：道德判断、

协调社会生活，但同时也是可以被改变的。因此，年长

社会习俗和个人选择。儿童的思维和推理在这三个维度

的青少年和成人，通常比幼儿更能接受那些思想异于习

上均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可能有所不同。

俗和传统的人。

1. 道德与习俗维度

2. 对教师的启示

对教师而言，最常见的“是非对错”情境会涉及道

Nucci（2001）就如何营造班级道德环境提出了一些

德和习俗维度。在道德维度上，儿童最开始只是关注是

很好的建议，你可以参考。首先，建立一个相互尊重、

非对错的一些基本观念（伤害别人是不对的）
，随后儿童

彼此温暖，且能公平、一致地执行规则的集体是非常重

会经历以下阶段：认为“公平就是平等对待所有人”；理

要的。如果缺乏这样的集体氛围，任何营造班级道德环

解公平和他人的特殊需要；形成更为抽象的、整合的关

境的努力都会徒劳无功。其次，教师应当针对不同的维

于公平与平等的概念，同时在人际关系中融入关爱的意

度——道德维度或习俗维度，对学生的行为做出恰当的

识；最后，成年时意识到道德包含仁慈和公平，道德准

反应。例如，针对道德问题的反应可以是（Nucci，2001，

则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群体的规则而存在的。

p.146）：①当一个行为是伤害性的或不公平的，强调这

在习俗维度上，儿童最初会相信他们看到的规则

种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约翰，你那样真的会伤到

就一定是真实、正确的，例如，男人头发短，女人头发

Jamel。”②鼓励观点采择：“ Chris，如果有人偷了你的东

长——就应该是这样。随着儿童逐渐成长，他看到了例

西，你会有什么感受？”而针对规则或习俗问题的反应可

外（男人留马尾，女人留短发），意识到这些习俗是人为

以是：③重申规则：“ Lisa，开会期间你不准离开自己的

的。接着，儿童认识到尽管这些规则是人为的，但是它

座位。”④命令：“Howie，不要再骂人了！”

们是用来维持秩序的，并且这些规则是由那些负责人制
定的。随着他们进入青少年，学生对习俗的认识在不同
的看法中左右摇摆，可能会认为习俗是某一社会系统中
恰当的活动方式。也可能会认为，习俗只是一种社会标
准，之所以被建立起来是因为他们被广泛地应用，又很
少受到挑战。最后，成年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习俗有利于

在以上四种情况中，教师针对不同维度做出了恰当的
反应。如果把①或②的反应与③或④的反应调换，就是不
恰当的反应了。例如，老师问：
“ Lisa，如果开会时别人
都离开自己的座位，你会有什么感受。
”Lisa 可能会觉得
“还好”。再比如，
“ John，打人是违反规则的”——这种
对违背道德的行为的反应是软弱无力的，因为这种行为不
仅是违反了规则，它还会伤害到他人，因此是错误的。
在面对第三种维度——个人维度时，儿童必须区分
出哪些选择和行为是他们的个人选择，哪些不是。这一
过程是发展出与个人权利、公平及民主等有关的道德概
念的基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文化可能对个人选
择、隐私以及在大社会环境下的个体角色有迥然不同的
理解。

道德推理的多样性
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道德推理。较传统的文化往往
更加重视传统和惯例，传统和惯例随时间而变化的进程
很缓慢；相反，较现代的文化中传统、惯例会更快速地
发生改变。Nucci（2001）认为在那些更为传统的文化中，
道德环境的营造
教育者可以通过提倡和强化相互尊重的集体，进而在学校和班
级中营造出道德环境。

传统可能被“道德化”了。例如，不围头巾的行为在外
人看来应该属于习俗领域，但在一些文化的成员看来更
像是属于道德领域，尤其是当涉及宗教信仰时。Nucci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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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一项研究，要求虔诚的印度教徒对 35 种违反社会规

道德信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取决于我们是否重视它

范的行为进行评定。结果发现，长子在父亲死后第一天

们——我们必须认同它们是自我的一部分，并尊重它们

吃鸡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违规行为，而丈夫打不听从命
令的妻子则是最轻的违规行为。看似习俗的问题（吃鸡）
被他们当成是一种道德问题，因为印度教徒认为儿子的
行为会阻碍父亲得到救赎——摆脱永世可怕的命运。因
此，理解什么是习俗、什么是道德，我们必须了解不同
文化的信仰。
在以家庭为中心或集体取向的文化中（经常被称为集
体主义文化），最高水平的道德价值观可能涉及把集体意
见放在基于个人良知所做决定的前面。研究发现，不同
文化中儿童关于道德、习俗、个人等维度的推理是相似
的（Berk，2005）。即使在中国等提倡尊重权威的社会中，
儿童也赞同西方儿童的观点：成人没有权利决定儿童如
何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另外，这些儿童还认为：只要
别人要求自己做的事是公平、公正的，那么即使这个人
不是权威的成人（甚至也只是儿童），我们都应当服从，
而当别人命令的事情是不道德或不公正时，就应当拒绝
服从（Helwig，Arnold，Tan & Boyd，2003；Kim，1998）。
柯尔伯格晚年一直在研究学校里的道德行为，我们
接下来就讨论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道德行为、攻击与作弊

（Arnold，2000，p.372）。

1. 攻击性行为
请注意，不要把攻击性行为和自我肯定行为混为
一谈，自我肯定行为只是为了明确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利。如一个孩子说“你坐了我的椅子”，这是自我肯定行
为，而如果他把坐在自己椅子上的同学推开，则是攻击
性行为了。攻击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形式是工具性攻
击（instrumental aggression），这种攻击是为了获得一样
东西或某种利益，例如推开别人好让自己有个座位，或
是把书从别的同学那里抢过来。尽管这种行为的本意是
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而非伤害别人，但伤害可能
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另一种形式是敌意性攻击（hostile
aggression）——故意造成伤害。敌意性攻击可以是外显
攻击（overt aggression），如恐吓或身体攻击（如“我要痛
打你一顿”），也可以是关系攻击（relational aggression），
包 括 威 胁 或 破 坏 社 会 关 系（如“我 再 也 不 会 跟 你 说 话
了”）。男孩子更倾向于使用外显攻击，而女孩子，尤其
是上了中学以后，更倾向于使用关系攻击，就像前文中
的 Alison 一样（Ostrov & Godleski，2010）。此外，还有
一种敌意性攻击正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那就是网络攻
击（cyber aggression）。这种攻击主要是借助电子邮件、

影响道德行为的三个重要因素是模仿、内化和自我

社交博客、社交网站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来传播谣言、威

概念。首先，经常看到有同情心的、宽宏大量的成人榜

胁他人，当然也可以用来恐吓同伴，就像本章教师案例

样的儿童，更倾向于关注他人的权利和感受（Eisenberg &

薄中的 Stephanie 的“朋友们”对她那样。

Fabes，1998 ；Woolfolk & Perry，2012）。其次，多数道德

攻击性儿童相信使用暴力能得到好处，他们通过攻

行为理论均假设，幼儿的道德行为是他控的，即他人通

击行为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他们而言，用暴力进行

过直接教导、监控、奖赏和惩罚儿童对其进行控制。随

报复是可以接受的：“当你很愤怒的时候，推倒别人是

后，儿童逐渐内化（internalize）那些指导他们的权威人士

很正常的”（Egan，Monson & Perry，1998）。看到暴力行

的道德准则和原则。也就是说，儿童把外在准则当成自

为没有受到惩罚时，他们的这种想法就会得到证实和强

己的道德标准。此外，当纠正儿童的行为时，如果能向

化。此外，一些攻击性儿童，特别是男生，有时候很难

他们解释为什么该行为必须纠正，尤其是向他们解释这

理 解 别 人 的 意 图（Dodge & Pettit，2003 ；Zelli，Dodge，

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时，儿童更可能内化道德原

Lochman，& Larid，1999）。当他们的积木城堡不小心被

则，学会即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能做出道德的行为

别人推倒了，在车上偶尔被别人推了一下或者发生一些

（Hoffman，2000）。
最后，我们必须将道德信念、价值观整合到我们总
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概念中。
个体做出道德行为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
观念、价值观整合到人格以及自我意识中的程度。因此，

其他意外时，这些儿童会认为其他人都是“故意这样做
的”。然后，他们就会进行报复，攻击性行为就这样恶性
循环下去。
儿童若出现更严重的品行问题，通常会在小学阶
段被鉴别出来。但这些严重的品行问题往往不是这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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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突然冒出来的新行为，而是因他们早期发展受阻而

2. 关系攻击

遗 留 下 来 的（Petitclerc，Boivin，Dionne，Zoccolillo &

侮 辱、 说 闲 话、 排 斥、 嘲 笑 —— 这 些 都 属 于 关 系

Tremblay，2009）。因此，等待儿童自行“克服”攻击性

攻击，有时候关系攻击也被称为社交攻击，因为这些攻

行为，这种做法并不奏效。例如，芬兰的一项研究要求

击行为的意图都是去伤害社会关系。到了小学二三年级

教师对学生的攻击性进行评定，教师需要判断学生的某

以后，女孩比男孩更常使用关系攻击，这也许是因为女

些行为的发生频率，如“ 生气时会伤害其他同学”，是

孩开始意识到性别刻板印象，开始压抑自己的外显攻击

“从不”
“有时”还是“经常”发生。如果学生在八岁时被

行为，转而使用言语的而非身体的攻击。关系攻击可能

教师评定为具有攻击性，就预示着他们在青少年早期可

会比身体的攻击造成更大的伤害——无论是对受害者还

能会有学校适应问题，成年时可能会长期失业（Kokko &

是 攻 击 者。 受 害 者， 如 本 章 开 始 提 到 的 Stephanie， 通

Pulkkinen，2000）。在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做的研究也

常在情感上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在教师和其他同学眼

发现了类似结果。在小学时期经常对他人进行身体攻击

中，关系攻击者的问题可能比身体攻击者更严重（Crick，

的男孩（而非女孩），在整个青春期都存在做出暴力和非

Casas，& Mosher，1997 ；Ostrov & Godleski，2010）。 在

暴力形式犯罪行为的风险（Broidy et al.，2003）。

学前阶段，儿童就需要学习如何不使用攻击行为来调解

帮助学生学会处理攻击性行为，可能会改变他们

社会关系。研究者对青少年进行访谈的结果发现，他们

的一生。而防止后期出现攻击性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尽

基本上不指望教师和学校里的其他成人会来保护自己

早地进行干预。例如，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教师教会攻

（Garbarino & deLara，2002）。在后面第 13 章（学习环境

击性儿童一些冲突管理的策略，将能帮助这些攻击性儿

的创设）中，我们将介绍更具体的如何处理欺凌的各种

童开始新的人生，让他们的生活不再充满着攻击和暴力

策略。

（Aber，Brown，& Jones，2003）。Sandra Graham（1996）
曾成功地帮助五六年级的攻击性儿童学会更好地判断他
人的意图。Graham 通过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参加与个
人经验有关的讨论、解读图片中的社交线索、玩哑剧游
戏、拍摄录像以及续写故事结局等方式来进行训练。经
过 12 个阶段的训练，这些带攻击性的男孩在理解他人意
图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也较少表现出攻击行为。

3. 媒体、模仿与攻击性行为
模仿在攻击性行为的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Bandura，Ross，& Ross，1963）。在充斥着严厉惩罚和家
庭暴力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更有可能通过暴力来
解决问题（Patterson，1997）。
如今，几乎每个美国家庭中都有电视，而电视是现
实中儿童模仿暴力行为的一个重要来源。6 ～ 11 岁的儿
童平均每周会花 28 个小时来看电视，这远远超过了其
他活动的时间（睡觉除外）（Rideout，Foehr，& Roberts，
2010）。而在美国，82% 的电视节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暴力镜头。而在儿童节目中暴力镜头的出现率更高——
平均每小时 32 个暴力动作，卡通片中尤其严重。而在超
过 70% 的暴力场景中，施暴者并没有受到惩罚（Kirsh，
2005 ；Mediascope，1996）。因此，电视暴力对儿童身心
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观看暴力
电视会增加儿童的攻击性吗？美国卫生局局长组织了一
个专家小组，专门探讨媒体和暴力的关系，最终得到了
一个稳定而清晰的结论：
“针对有暴力内容的电视、电影、
电子游戏及音乐的研究明确地证实了，媒体中的暴力内

攻击行为的模仿
充斥了大量暴力行为的电视节目是儿童模仿攻击行为的一个现
实来源。

容会增加即时的和长期的攻击性行为以及暴力行为的可
能性”
（Anderson et al.，2003，p. 81）。
作为教师，你可以通过强调以下三点来降低电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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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内容的负面影响。首先，大多数人都不会像电视上

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 130

那样使用暴力；其次，电视上看到的暴力场面都不是真实

份研究报告，涉及被试的人数超过 13 万（Anderson et al.，

的，是经过特殊效果和特技创造出来的；最后，有很多

2010）。结果发现，玩暴力电子游戏会导致个体攻击性的

其他更好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冲突，这些才是现

观念、情绪和行为的增多，同时也会导致共情能力的下

实中大部分人解决问题的方法（Huesmann et al.，2003）。

降，而且这种影响不限于特定的文化或性别。但值得注

同时，也要避免将电视作为奖惩的工具，因为这会让电

意的是，玩积极的电子游戏也能增加亲社会行为。因此，

视更加吸引孩子（Slaby et al.，1995）。不仅电视节目是儿

电子游戏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是游戏的内容。

童模仿暴力行为的源头，报纸、杂志和广播里也都充斥

我们会从自己所玩的游戏中学习，而现在市面上充斥着

着有关谋杀、强奸和抢劫的报道，而很多受欢迎的电影

各种暴力的电子游戏，亲社会电子游戏的数量很少。因

中也都充满了“英雄”拯救世界的暴力镜头。那么电子

此，摆在教师、家长和整个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就

游戏呢？

是，如何降低儿童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下面的实践指
南就如何处理攻击性行为和鼓励学生的合作提出了一些

4. 电子游戏与攻击性行为
近期，研究者回顾了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德国、

建议，你可以参考。

实践指南
处理攻击性行为和鼓励学生合作
 注意自己的言行，为学生树立一个无攻击性的榜样。
例如：
1. 不要使用攻击性的威胁来逼迫学生服从。
2. 问 题 发 生 时， 示 范 非 暴 力 的 冲 突 解 决 策 略（请 看 第
13 章）。
 确保教室里每个学生都有足够的空间和恰当的资源。
例如：
1. 避免教室过分拥挤。

2. 必要时使用合理的惩罚，尤其是对年龄较大的学生。
 直接教导积极的社会行为。
例如：
1. 将社会伦理和道德教学融入到阅读和讨论当中。
2. 讨论偷窃、恃强凌弱以及散播谣言等反社会行为造成的
影响。
3. 提供示范——以角色扮演的方式示范恰当的冲突解决
方法。

2. 确保有足够的奖励性玩具和资源。

4. 帮助学生通过提高技能、增长知识的途径来建立自尊。

3. 拿走或没收那些会引发攻击性行为的物品，如玩具枪。

5. 为那些受到孤立和攻击的学生寻求帮助。

4. 避免使用竞争太过激烈的活动和评价方式。
 确保学生无法从攻击性行为获益。

 提供机会，让学生学会容忍和合作。
例如：

例如：

1.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性。

1. 安慰被攻击的受害者，并且忽视攻击者。

2. 设计鼓励学生合作的小组课程。

5. 作弊
调查发现，80% ～ 90% 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曾作过弊。

绩、看起来很聪明）比持有掌握目标的学生更易作弊。
低学业效能感（认为自己在学校不可能有好的表现）的

事实上，学业作弊的比例在过去 30 年里持续增高，可能

学生更可能作弊。另外，比较冲动的学生也更可能作弊

是由于压力日益增大以及各种测验被赋予的利害关系越

（Anderson，Cupp & Lane，2009 ；Murdock & Anderman，

来越大等原因（Murdock & Anderman，2006）。

2006）。

作弊存在个体差异。多数关于青少年和大学生的

当然，作弊不只是个体差异的问题，情境也会起到

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作弊。低成就的学生比高

一定的作用。以数学为例，一项研究发现，当学生从原

成就的学生更易作弊。持有表现目标的学生（获得好成

先重视竞争和表现的班级转到重视理解和掌握的班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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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弊水平会有所下降（Anderman & Midgley，2004）。

习、礼拜以及有氧运动，还有其他作业——我就会选择

而如果学生认为教师是可靠的知识来源，他们的作弊水

抄同学的答案！……我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去作弊，

平也会下降。当学生认为教师可靠时，他可能更重视教

所以不算是一个习惯。每个小孩在紧急关头都会这样做。

师所教授的内容，因此更希望真正地学会它（Anderson，

（Jensen et al.，2002，p.210）

Cupp，& Lane，2009）。此外，当学生成绩落后或“临时

Tamera Murdock 和 Eric Anderman（2006）曾提出一

抱佛脚”，或认为教师不在乎他们时，学生更可能会作弊。

个模型，用以整合已有关于作弊的认识，有助于以后的

例如，Erica 认为：

研究。他们认为学生在决定作弊之前，会问自己三个问

我是一个诚实的高中生，我认为班上存在不同程度

题：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能做这个吗？作弊的代价是什

的作弊。我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但当我的历史老师一口

么？表 10-2 列出一些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

气布置了 50 道问题，并且明天要交，或晚上老师布置

与是否作弊的决策有关，同时表中还列出一些防止作弊

了一份填空卷子，而我本来已经就很忙了，要做游泳练

的策略。

表 10-2
问题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能做这个吗

学生何时会作弊

不太可能作弊：

很可能作弊：

教师应当怎么做？

回答举例

回答举例

策略举例

目标是学习，变得更聪明，
尽可能做到最好
这是我的目标

目标是看起来很棒，比其他人都出色
这目标是别人强加在我身上的

与全班学生讨论交流对学习的看法——学
习能让每个人变得更优秀

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

采取小步子原则，让学生成功地完成每个
小步骤，以此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指出学生过去取得的成就。

通过适当的努力我能做到

如 果 作 弊， 我 会 被 逮 到， 如果作弊，可能不会被逮到和受到惩罚
把错误当作一次学习的机会
受到惩罚
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这没什么不对
允许修改，以此来降低作业带来的压力
作弊的代价是什么
如果作弊，我会觉得自己
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不能失败，只能
监督学生，防止作弊，对作弊行为给予适
道德有问题，感觉很丢脸
作弊
当的惩罚
注：Tamera Murdock 和 Eric Anderman 提出了一个学业作弊模型，学生是否作弊取决于他们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Murdock and Anderman (2006).

上面的例子对教师有很直接的启示。为防止作弊，
教师应尽量不要让学生处于高压情境之中，确保他们已

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面列举的其中的核心观点：
（1）那些父母离异的学生能从权威型教师那获益，

经做好测验、课题或作业的准备，确保他们无须作弊也

权威型教师是指既让学生感觉温暖，也对学生有明确要

能做得很好。教师也要成为值得信任的、可靠的知识来

求的教师。

源。关注学习而非成绩，鼓励学生在作业、实验等方面

（2）对所有学生来说，自我概念随着时间在不断地

进行合作，并采用开卷、合作性或在家完成等形式的测

分化——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能胜任某一学科，但不擅

验。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哪些概念会考，并鼓励他们在

长其他学科，或是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朋友或家

考试前对这些概念及这些概念的应用进行讨论。教师可

庭成员，但不擅长学校的学业。

以对需要帮助的学生给予额外的、恰当的帮助。明确关

（3）对所有学生来说，整合自己关于职业、宗教、

于作弊的政策，并且始终如一地执行它们。在测验中认

种族、性别角色以及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的决定，最终

真地监督学生，帮助他们抵制作弊的诱惑。

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同一性——这过程是极具挑战性的。
教师能够促进学生同一性的发展。
（4）对所有学生来说，被同伴拒绝都会受到伤害。

个性与社会性发展：对教师的启示

很多学生需要指导以帮助他们发展社交能力，更准确地
理解他人的意图，更好地处理冲突以及应对攻击性行为。

很明显，埃里克森和布朗芬布伦纳都强调个体会受

同样，教师可以提供这样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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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学习压力很大、学习负担很重且作弊被抓住

自我、社会性与道德发展

共同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的概率很小时，多数学生会作弊。这就需要教师和学校

模块 10 小结
什么是心理理论？它为什么很重要？

道德准则是独立于任何特定群体的规则而存在的。在习俗维

理解他人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心智、想法、情感、信

度方面，儿童开始会相信他们所看到的规则是真实正确的。

念、愿望和感觉。儿童需要心理理论去理解他人的行为，而

经过几个阶段，成人意识到习俗有利于协调社会生活，但同

当他们发展出心理理论后，他们就能理解他人也有自己的

时也是可以被改变的。

意图。
随着学生的成熟，他们的观点采择能力如何变化？

什么会影响道德行为？
幼儿的道德行为是他控的，他人通过直接教导、监控、

随着逐渐成熟，儿童理解意图的能力在不断发展，但攻

奖赏惩罚以及矫正进行控制。另一个影响儿童道德行为发展

击性儿童在理解他人意图上存在困难。随着逐渐成熟，儿童

的因素是榜样的示范。经常看到有同情心的、宽宏大量的成

社会性的观点采择也在逐渐改变。年幼的儿童认为每一个人

人榜样的儿童，更倾向于关注他人的权利和感受。

的想法和感觉与他们自己一样，之后，他们才渐渐了解到他
人是不同的个体，因此会有不同的感觉和看待事物的观点。
道德推理的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三者之
间有何重要差异？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包括三个水平：①前习俗水
平，此时道德判断是基于个人利益；②习俗水平，此时道德
判断会考虑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和社会期望；③后习俗水平，
此时道德判断是基于更抽象、更个人化的道德准则。批评者
认为，柯尔伯格未考虑道德推理可能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
道德推理和道德行为之间的差异。
描述吉利根的道德推理水平理论。
吉利根认为柯尔伯格的阶段理论只是基于男性的纵向
研究，它很可能无法恰当地解释女性的道德推理及其发展阶
段，因此她提出了“关爱的道德”。吉利根认为个体是从关
注自我利益发展到对特定个体和特定关系负责的道德推理，
然后发展到道德的最高水平，即基于对所有人负责和关爱的
原则。研究表明女性更可能采用关爱倾向，但男性和女性都
能采用两种倾向。
道德维度和习俗维度的思维随时间如何变化？
关于道德的信念是从幼儿的意识——公平就是平等对待
所有人，逐渐发展为成人的理解——道德涉及仁慈和公平，

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攻击性行为？
同伴攻击可能是工具性的（旨在获得一样东西或某种利
益），也可能是敌意性的（旨在造成伤害）。敌意性攻击可能
是恐吓或身体攻击，也可能是涉及威胁或破坏社会关系的关
系攻击。男孩更倾向于使用外显攻击，女孩更倾向于使用关
系攻击。如今，众多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和网站为关系攻击提
供了新的渠道。
媒体无处不在，它会如何影响个体的攻击性行为和共情
能力？
周围环境和媒体提供了很多负面行为的榜样。随着时间
的推移，儿童会逐渐内化那些指导他们的权威人士的道德准
则和原则。如果指导者能向儿童说明行为的理由——尤其是
他们的行为对他人可能的影响时，儿童就能理解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会被纠正，从而更可能内化道德原则。一些学校已经
开始专门设置了教学计划，用以提高学生关爱他人的能力。
学生为什么会作弊？
作弊是学校内涉及道德议题的一种常见行为问题。是否
作弊取决于学生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能
做这个吗？作弊的代价是什么？作弊是由个体和情境因素共
同造成的，但如果压力太大且被逮到的概率很低，很多学生
会作弊。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