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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岁儿童对常见疾病发生不确定性的预测
陈华朱莉琪
【摘要】

目的探讨５～９岁儿童对常见疾病发生的预测及预测原因的认知发展。方法选用儿童

常见疾病，设计故事情景，考察１２０名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并对其预测原因进行分析。结果５岁、７

岁、９岁三组儿童对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预测（３４．２％，５２．５％，７３．３％）差异有显著性（ｘ；２）＝５０．１３４，Ｐ＜
０．ＯＩ）；他们对疾病的预测原因差异有显著性（ｘ２（６）＝９５．７８１，Ｐ＜０．０１）；教育条件不同的２组三年级儿童
对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预测和预测原因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ｘ２（１）＝１１．１６２，Ｐ＜Ｏ．０１；ｘ２（３）＝３５．０４３，Ｐ＜
０．０１）。结论在已知一个可能病因时，部分５岁儿童已能够做出疾病发生不确定性的判断；儿童对疾病
发生不确定性的认知是朴素生物学的；５岁到９岁儿童预测疾病时经历了由单因性质判断和单因程度判断

策略到多冈综合判断的发展过程；教育条件对儿童的疾病认知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儿童；疾病；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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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疾病是儿童早期即能接触到的一种生物现象。儿
童的疾病和健康认知已开始受到研究者关注¨引，儿童
对疾病的认知直接影响到儿童的健康行为和疾病预
防，同时也影响到患儿向医生汇报症状的能力及其对
治疗的配合。如果在不断改善医疗方法和医疗环境的
同时，医务工作者能以适合儿童认知水平的方式向患
儿解释他们所患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程序，可能会大
大降低疾病给儿童带来的痛苦和不利影响。儿童对疾
病的认知包括其对疾病的解释和预测两方面。目前，

关于儿童疾病发生预测的研究较少，国外研究发现，学
前儿童还不能认识到病因和疾病发生之间是一果多因
的关系，他们对疾病发生会做出确定性预测，仅有很少

部分的５岁儿童对疾病发生做出不确定性预测，但该
项研究未探查儿童的预测原因Ｈ１。本研究选择５～９
岁儿童，考察其对疾病预测的认知发展。

一、对象
于２００８年３～５月选取北京市区某幼儿园５岁儿
童６０人，男２８人，女３２人，平均年龄（５．５ ４－０．２６）岁，
某小学一年级学生（７岁）３０人，男１５人，女１５人，平
均年龄（７．３ ４－０．３７）岁，三年级学生（９岁）３０人，男１６
人，女１４人，平均年龄（９．３±０．４４）岁。同时选择北
京市郊区某农民工子弟小学三年级儿童（９岁）３０人，
作为教育条件较差组，与市区三年级儿童，即教育条件
较好组，进行对比，考察不同教育条件对儿童疾病预测
的影响。
二、方法
１．实验材料：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医学教材及国外相关研究所选研
究材料＂。７ Ｊ，选择２组疾病，即传染性疾病（流感、水
痘）和非传染性疾病（腹泻、心脏病），作为考察内容，

设计２种情景：疾病情景，即在已知一个主要致病病因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６５５４．２００９．０２．０２０

的情况下，对疾病的发生进行预测，各故事情景的正确

基金项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７０６１５）

反应均为不确定性判断，即“可能会生病也可能不会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０１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

生病”，同时在故事中加入“穿了件新衣服”、“对人有

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通信作者：朱莉琪，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ｌｑ＠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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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等非病因条件，考察儿童在各种条件（含有关和

无关条件）中对病因的辨别能力。控制情景，即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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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肉的一果多因事件，有确定性事件，也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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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条件三年级ＪＬ童对疾病发生的孩测
结果比较（频次，％）

事件。两种情景故事随机呈现。将所有的故事绘制成

彩色图姥，在讲述过程中主试同时呈现图片以帮助儿
耋记忆和理解。
２．变验程序：１名主试与１名被试在幼儿园或学
校安排的安静房间里进行一对～测试。主试对被试的
霞答进行记录。

３．编码：实验将儿童对痰病的预测判断分为两类，
不确定性预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和确定性预测
（‘‘肯定会”、“肯定不会”）。同时，对』毛童的疾瘸颈溅

原因进行编码。具体编码方案为：第一类为不能归因，
即无关锯释和不能陈述原因；第二类为单个原因性质
判断，帮根据某一致病原因进行预测，蝴如吃了冰橇就
肯定会撒肚子；第三类为单个原因程度判断，即根据致

计结果表瞬，３维Ｊ‘窒对疾病的预测原醒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ｘ ２㈤＝９５．７８１，Ｐ＜０．０１）。５岁儿童主要根
据单个病因进行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儿

童能够综合多个原因来对疾癍发生进行判断。进行年
龄问两两比较结果显示，５岁组和７岁组、７岁组和９

岁组及５岁组和９岁组之间均差异有显著性（Ｙ；，１＝
２４．９８８，Ｐ＜０．０１；髫；３）＝１９。７９８，Ｐ＜０．０１；茗２《３）＝
９５．６９５，Ｐ＜０．０１）。
表３

病原因的危险程度进行预测，例如吃了很多根冰棍就

５—９岁儿童的疾病预测原因比较（频次，％）

会拉艟予，吃很少就不会；第四类为多今原因综合判

年葵

天数

断，即认识到疾病发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

５岁

∞

７岁

３０

９多

弱

如平时注意锻炼身体，抵抗力好，吃几根冰棍也不一定
会拉齄子。
２个评分者（２名心理学研究生）分别独立对所有
被试反腹进行编码，编码一致性达到９３．４％。对于不

一致的缡码，２名谨分者进行讨论并最终给出一致赞
编码。经核查，本实验中未蹦现对控制情景做出错误
判断的被试，因此，以下只进行疾病情景的结果分析。
毒。统计方法：研究结果攥ＳＰＳＳ １３．０舨本进行统
计检验，主要进行卡方检验。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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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条件不同的三年级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
测原因分析

两种教育条件的三年级』Ｌ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原
因差异见淡４。统计结果表明，２组儿童的疾病预测原
因差异有照著性意义（ｘ２㈥＝３５。０４３，Ｐ＜０．０１）。教

育条件较好的三年级，ｊ乙童主要通过对多个可能病因的
综合判断来进行疾瘸发生的预测，而教育条件较差组

果

大多数的三年级儿童在对疾病发生进行预测时，只考
虑到单一致病原因。

一、５—９岁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
结果表明，３组儿童对疾病发生的不确定性预测

表４

教育条件不同的三年级儿童疾病的预测原因
沈较（人数，％）

差异右显著性（ｘ；２沪５０。１３４，Ｐ＜０。０１）。进行年龄
间两两比较结果显示，５岁缀和７岁组、７岁组和９岁

教育条ｆ｝

人数

组及５岁组和９岁组之间均差异有烂著性（ｘ ２…＝

较好组

３０

５（４．２）

３８（３１．７）

２４（２０．０）

５３（４４．２）

１２０（１００．Ｏ）

较差组

３０

１１（９．２）

５０（４１．７）４６（３８．３）

１３（１０．８）

１２Ｄ《ｉｏｏ．ｏ）

ＩＩ．１７８，Ｐ＜０．０１；戈２（１）＝１１。１６２，Ｐ＜０。Ｏｌ；Ｘ

合计

２＜１）２

４９．２４１，Ｐ＜Ｏ．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不麓舞因单离性质封断筚薅程度翔断多因综台翔断

５—９岁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结果比较（频次，％）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５—９岁儿童在一般领域不确定
镶事件情景中均链够做出正确预测，可觅５岁ＪＬ童就
融认识到～般领域内的一果多因现象。然而在疾病预

测中，各年龄组的儿童认知有所差异，部分５岁儿童熊
够做出疾瘸发生不确定性的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
二、教育条件不同的三年级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
测两种教育条件的三年级儿趣对疾病发生的预测
统计结果表明，２组儿童对疾病发生翡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的儿童对痰病的发生做出了不确定性的预

测。这说明儿童对疾病发生不确定性的预测是领域特
殊性的。

预测差异有显著性（ｘ ２…＝１１．１６２，Ｐ《０．０１）。教育
条件较好的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要优子教育条件较

这一结果与Ｋａｌｉｓｈ【４’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该结果
显示，学煎儿童将疾病发生看作是确定性的，并且他们

差的ＪＬ童。觅表２。

对自己的预测十分确信。本研究中，已有３４．２％的５
岁儿童对疾病发生做出不确定性的预测。Ｋａｌｉｓｈ认
为，如果儿童能够做出疾病发生不确定性预测，一个可

三、５—９岁儿薰对疾病发生的预测原因分析
各年龄组儿童对疾病发生的预测原因见表３。统

万方数据

·１４４·

主垡箍发匡堂皇照魁堂苤壶呈Ｑ嫂生！旦筮！§卷筮！翅鳗ｈ也』曼生！！Ｍ趟鱼曼堕迪黩ｉ，旦！型璺型放嫂：！型：！§：翼！：２

能原因魑他们根据个人意图来理解疾瘸发生的不确定

痰病发生傲出预测，铡如“平时喜欢锻炼身俸，不挑

性。人们的意图不同，所以疾病发生可能性不同Ｈ Ｊ。

食，他的抵抗力就好，吃一些冰棍就不一定会拉肚

从本实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儿童并非是根据个人意

子。”本研究与Ｋａｌｉｓｈ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一方面可能

图来对疾病进行预测的，５岁郛７岁Ｊ乙耄主要根据单

褥研究方法上的不尽相同（如阙题情景不餍），也霹镌

个病因进行判断，大多数９岁儿童能够综合多个原因

是不同文化教育环境中儿童认知的差异。因此本研究

来对疾病发生进行预测。

进一步探察了不同教育环境条件下儿童的认知差异。

根据效力概率对院理论，如果誉标原因产生结果

对院两种教育条件下阉年级ＪＬ鬻的结栗后可以看滋，

的协变假么Ｐ大予零，而其他可能原因也会在一定程

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经验对儿童的疾病认知有重要影

度上导致该结果的发生时（即原因没有出现时结果出

响，教育条件较好的儿童较教育条件较兼的儿童更多

觋酶条件概率大予零），人们剐不能确定是爱标藤因，

缝做出疾瘸发生不确定性的预测，教弯条件较好的三

还是其他可能原因，或者是二者同时导致这个结果的

年级儿童主要通过对多个可能病因的综合判断来进行

发生¨Ｊ。因此，当只已知众多致病原因中的一个时，

疾病发生的预测，而教育条件较差的大多数三年级儿

藏人会认为该疾瘸的发生楚不确定鹃。Ｋａｌｉｓｈｌ４０认

童在疾病预测时，廷考虑到某一致病骧霹。

为，如果儿童能够做出疾病发生不确定性预测，另一个

根据本实验结果，我们描述出儿童对疾病预测及

可能原冈是儿童能够认识到～果多因的因果关系。当

预测原因的发展趋势：在已知一个病因条件时，部分５

，Ｌ童发现在一个阕题中只有一个愿瞬时（或者是隧为
他们知识不够，或者是因为可选的条件不够明显突

岁ＪＬ奄已熊够徽出痰瘸发生不确定性的翔断，随着年

出），他们就可能将这个原因认为是确定的、唯一的；

定性；儿童对疾病发生不确定性的认知是朴素生物学

当情景复杂时传謇ｊ麟可麓将这种关系餐雅是不确定性

鳃；５岁积７岁ＪＬ童在对疾病发生进行预测时，主要使

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认识疾病发生的不确

的。然而，在本实验的结果中，虽然大部分儿童均已能

用单因性质判断和单因程度判断策略。大多数９岁儿

够做出疾病发生不确定性的预测，但对其预测原凶进

童使用多因综合判断策略，能够认识到痰病的发生是

行分析发瑰，他们并不是通避综合考虑多个致病琢匿

多群病因共固终用的结果，将个体平蜀撬体状态作为

后进行疾病发生预测的，而是单维度分析已知的某一

其中一种可能病因，从已知病因和个体机体状态两方

病因，对其进行性质判断，或是进行程度判断，进而做

丽进行分析，最后做出疾病发生的预测。

出疾病发生不确定的预测。侧如，在对腹泻发生进行
预测时，很多儿童会提到“吃了冰棍就会拉肚子”、“吃
很多冰棍就会拉肚子”。可以看出，儿童更多地在根
据生活经验来进行分析判断，这与ｌｎａｇａｋｉ归。的研究结
果一致，即使儿童不能用生物学机制来解释细菌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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