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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０ 岁儿童的人格研究—童话故事测验的跨文化比较 ＊
李育辉 １，２，张建新 １
（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２．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要】 目的：考察中国和希腊儿童人格结构的跨文化一致性和文化特异性。方法：采用希腊心理学家 Ｃ．
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编制的“童话故事测验”对北京 １３８ 名和希腊 ４９１ 名 ７－ １０ 岁儿童的人格特点进行了测查。结果：①中国
儿童在故事内容一致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希腊儿童（Ｐ＜０．０１），
而在重复回答和怪异回答上的得分与希腊儿童并无显
著差异；
②中国组男孩和女孩只在自尊、助人欲望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０．０１），希腊组男孩和女孩在恐惧被攻击、
情感需求、
性关注、财产拥有感上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０．０１）；③不论男孩女孩，中国组儿童在矛盾心理、物质需求、
追求卓越、嫉妒攻击、报复性攻击、口腔需求、助人欲望、归属需求、情感需求、焦虑、抑郁、性关注上的得分都要显著
高于希腊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
但在 Ａ 类攻击、口头攻击上的得分要显著低于希腊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
④在嫉妒攻击、
情感
需求、抑郁、性关注四个方面，
不同国家与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Ｐ＜０．０５－ ０．０１）。结论：中国和希腊儿童的人
格特征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对儿童的人格特征也存在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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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被定义为个体稳定的行为模式和发生在个
体身上的人际过程［１］。研究者普遍认为，
人格具有跨
情境的一致性。但是，
近年来众多的研究指出，
文化
作为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影响着个体人格的形成
与发展。换句话说，人格是存在于文化背景之中的
［２］
。对中、
西方文化下的成年人人格结构的比较研究
发现，包括多数北欧国家和美国在内的个体主义文
化强调个人的成就和需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个体
的人格特征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而大部分亚洲国
家强调集体主义文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表
现出更多的集体归属倾向和人际敏感性［３］。儿童阶段
是人格结构形成的关键阶段［４］，但是很少有研究涉及
到文化差异对儿童人格结构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
以往的研究多采用问 卷评价的方法，研究工具不具
备跨文化使用的有效性［５］。希腊心理学家 Ｃ．Ｃｏｕｌａｃ－
ｏｇｌｏｕ 编制的《童 话 故 事 测 验》主要以图片作为刺
激材料，
测查 ７－ １２ 岁儿童的人格特征。从该测验俄
＊ 该测验由张建新教授引进并修订，在国内的出售版权归其所有。

罗斯、巴西、德国和日本等国的使用情况来看，其已
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比较信、
效度［６］。本研究采用该测
验考察和比较中国和希腊儿童的人格结构特点。

１
１．１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中国儿童组：
１３８ 名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 ７－
１０ 岁的学生，其中男生 ６５ 人，女生 ７３ 人，平均年龄
８．９４±０．５７ 岁。希腊儿童组：４９１ 名雅典普通学校 ７－
１０ 岁的小学生，其中男生 ２３６ 人，女生 ２５５ 人，平均
年龄 ８．４６±０．６８ 岁。中国儿童组与希腊儿童组性别
构成无显著差异（%２ ＝ ０．１１，
Ｐ＞０．０５）；年龄比较亦无
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测评工具
童话故事测验（ＦＴＴ）。使用图片作为刺激材料，
由七套（共 ２１ 张）卡片组成，
前五套图片分别对应五
个童话人物（小红帽、大灰狼、小矮人、女巫、巨人），
后两套图片对应两个童话场景 （小红帽故事场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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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公主的故事场景）。测验中这些人物来自一个
或多个世界著名童话故事。ＦＴＴ 为每个童话人物（或
故事场景）设计了三张图片，使它们在人物表情、姿
态、
衣着等外在表现上有差异，从而故意使人物的思
想、情感含混起来。测验的目的就是通过儿童受测
者指认这些含混图片背后的思想和情感等，而将他
们的内心感受、情感和冲突等投射出来。每一幅图
片呈现给儿童受测者后，都要向他们提出共同的结
构化问题，例如：
“小红帽”的图片：这个小红帽都在
想些什么？哪一个是童话故事中的小红帽？为什么？
如果你是大灰狼，你会选择吃掉哪个小红帽？为什
么？
从儿童受测者对这些题目的回答内容和方式等
方面，
分析和评估儿童的个性特征［７］。经过多年的研
究，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等人认为，ＦＴＴ 涉及人格变量有以下
２６ 种：矛盾心理，物质需求，自尊，道德，追求卓越，
财产拥有感，支配性攻击，Ａ 类攻击，防御性攻击，嫉
妒攻击，报复性攻击，
口头攻击，
恐惧被攻击，口腔需
求，助人欲望，情感需求，焦虑，
抑郁，与母亲的关系，
与父亲的关系，性关注，被保护的需求，故事内容一
致性，重复回答，怪异回答。其中故事内容一致性、
重复回答与怪异回答等 ３ 个变量，主要被用来考查
儿童对测验使用的童话故事内容的接受程度。
童话故事测验已被希腊、
俄罗斯、巴西和日本等
国家的心理学家使用，
ＦＴＴ 测验结果与其它著名儿
童测验（如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４－ １８，青少年情绪和
社会发展问卷 （Ｔｈｅ Ｂｅｃｋ Ｙｏｕｔｈ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和攻击行为问卷（Ｔｈｅ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简称 ＡＱ）的相关性研究表
明，该测验具有良好的测量效度［８］，并具有跨文化使
用的有效性［９］。
１．３ 程序
个别施测。施测前，
测验者要首先了解儿童对童
话故事的熟悉程度，确保受测儿童熟悉相关的童话
故事。
１．４ 结果处理
国外儿童的评分工作由 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教授完成；
国内儿童的评分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主试进行，并由
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教授验校，从而得到儿童受测者在 ２６
个人格变量上的得分。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 完成资
料的统计与分析。对评分者一致性进行检验，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 系数为 ０．８９７，表明两国评分者之间具有较
高的一致性。

２

结

果

２．１

中国和希腊儿童对 ＦＴＴ 的接受程度比较
中国儿童在故事内容一致性上的得分显著低于
希腊儿童（Ｐ＜０．０１），而在重复回答和怪异回答上的
得分与希腊儿童并无显著差异。见表 １。
表１

中国组与希腊组儿童的测验接受度比较

注：＊Ｐ＜ ０．０５，＊＊Ｐ＜ ０．０１，下同。

表 ２ 中国组与希腊组儿童在人格变量上的差异（
ｘ±ｓ ）

注：ｔ１１：中国和希腊的男孩组比较；ｔ２２：中国和希腊的女孩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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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国与希腊儿童在人格测量分数上的差异
２．２．１ 中国组男孩、女孩的比较 中国女孩在自尊、
助人欲望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孩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
而在其他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见表 ２。
２．２．２ 希腊组男孩、女孩的比较 希腊女孩在恐惧
被攻击、情感需求和性关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孩
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在财产拥有感上的得分显著低于
男孩组（Ｐ＜０．０１），而在其他方面并无显著差异。见表
２。
２．２．３ 中国组与希腊组的比较 中国男孩组在矛盾
心理、物质需求、追求卓越、支配性攻击、嫉妒攻击、
报复性攻击、
恐惧被攻击、口腔需求、助人欲望、归属
需求、情感需求、焦虑、抑郁、性关注上的得分都显著
高于希腊男孩组（Ｐ＜０．０５－ ０．０１），但在 Ａ 类攻击、口
头攻击上的得分则显著低于希腊男孩组 （Ｐ＜０．０５－
０．０１）。中国女孩组在矛盾心理、物质需求、自尊、道
德、追求卓越、嫉妒攻击、报复性攻击、口腔需求、助
人欲望、归属需求、情感需求、焦虑、抑郁、性关注、
被
保护的需求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希腊女孩组 （Ｐ＜
０．０５－ ０．０１）；但是在 Ａ 类攻击、口头攻击上的得分表
现出与男孩组一致的趋势，则显著低于希腊女孩组
（Ｐ＜０．０５－ ０．０１）。见表 ２。
２．３ 不同国家与性别对儿童人格特征的交互作用
在嫉妒攻击、
情感需求、
抑郁、性关注四个方面，
中国希腊儿童与性别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Ｐ＜
０．０５－ ０．０１），其他方面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３

讨

论

近年来在对儿童的个性特征进行研究时，研究
者十分重视评定工具的文化适用性 ［５］。以往的研究
大多是采用父母或他人描述的方式来评定儿童的人
格特质，所用量表也大多是由西方量表翻译而来，
因
［６］
此不能很好进行跨文化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了希
腊心理学家 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编制的 《童话故事测验》
（ＦＴＴ），这一测验主要以图片作为刺激材料，从而避
免了语言在测验中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儿
童能够很好的理解测验内容，在测验过程中很少出
现重复回答和怪异回答现象，这一点与希腊儿童一
致。但是在对童话故事内容的描述上，希腊儿童显
得对童话内容更为熟悉，这可能与测验中采用的都
是西方童话故事有关，希腊儿童更容易记住童话中
人物的名称和事件。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女孩的自我评价高于中国
男孩的自我评价，这个发现与过去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０］。
希腊女孩表现出更多恐惧被攻击、情感需求和对异
性的关注，希腊男孩的占有欲较强，这一点也在
Ｃｏｕｌａｃｏｇｌｏｕ 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比较中国儿童和希腊儿童在人格特征上的差异
发现，中国儿童的自主性较差，并表现出更多的助人
愿望和归属需求。这可能与两国的文化有关。以往

·３３３·

的研究指出，包括多数北欧国家和美国在内的个体
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需要和成就，生活在这种文化
中的个体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独立的人；相反，亚
洲、
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很多国家强调集体主义文化，
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把自己归属于一个
较大的群体，如家庭、同伴和国家［１１］。对中国和美国
大学生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的大学生更看重集体
合作，
而美国大学生更看重自我实现［１２］。因此中国儿
童更重视集体关系和同伴之间的交往，在总体上也
表现出更高的归属需求。这说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
背景不仅对成年人的人格产生影响 ［１３］，而且从小就
对于儿童青少年就产生着作用。
与希腊儿童相比，
中国儿童在口腔需求、情感需
求、
物质需求和抑郁上面的得分要明显偏高，这表明
中国儿童在情感和物质上的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
足。由于中国样本的采集是在北京完成，
考虑到北京
的家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
并不能单纯地以“大部分
中国家庭无法在物质上满足子女需求”
来解释，所以
中国儿童为何会出现更多的物质方面的需求仍值得
探讨。中国儿童在情感和物质上的相对缺乏很容易
导致一系列的情绪问题 ［１４］，抑郁便是其中最典型的
表现之一。中国儿童在性关注和嫉妒攻击上的得分
较高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
根据心理动力学理论，儿童的嫉妒最初大多是针对
自己的兄弟姐妹，并在与兄弟姐妹的相处中学会克
服。当代中国的城市家庭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
与希
腊儿童相比，他们可能无法顺利的学会克服自己的
嫉妒心理，从而在同伴关系中出现更多对异性的关
注和源于对同性的嫉妒攻击行为。
中国儿童在追求卓越和焦虑上的得分较高。一
方面说明望子成龙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
想，
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了目前学业竞争的激烈。在
这种教育制度下，儿童不得不表现出处处争第一的
姿态，
可是伴随的却是高水平的焦虑。这一点已在众
多关于青少年的研究中得到了验证［１５］。
另一方面，儿童的某些人格特征具有明显的性
别差异，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并不受到文化背景的影
响，
这一结果也与对成年人的相关研究一致［１６， １７］。而
性别特征更多的由先天决定，这是否能够说明人格
特质中有受到遗传决定的部分仍值得我们思考。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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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补充了我国有特色的条目，在经过严格的主观
专家判断的基础上，
还进行小范围的预测试，所有程
序基本保证了项目取样的代表性和适用性，统计指
标良好。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人员枯竭量表包
括情绪压力、
成就感降低、身心疲惫和机构支持感降
低四个维度，主要反映专业人员在心理咨询与治疗
中陷入情绪压力，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意义及自己
的专业能力产生怀疑，在日常生活中的身心疲惫状
态以及对所在机构及工作体制感到不满意。可以看
出，研究结果与理论建构基本是一致的。与 ＭＢＩ 枯
竭量表的三个维度相比，其去人性化维度分别进入
本量表的情绪压力和成就感降低维度，特别增加了
身心疲惫和机构支持感降低维度。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待于进一步扩
大被试样本，
并保证被试在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分
布足够平衡，
以验证量表结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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