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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的特点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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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与自尊状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5 岁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
和自尊发展的转折期，幼儿亲社会行为和自尊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幼儿亲社会行为与
自尊之间关系显著， 自尊中的自我胜任感和重要感两个因子对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具有较好的正向预
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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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期是个体良好社会行为形成与发展的重
要时期， 作为良好社会行为之一的亲社会行为，更
是对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及其成年后良好人际关系
的建立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亲社会行为是指人们
在社会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包括利他行为和助人
行为在内的一切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行为， 如关
訛
心、分享、同情、帮助、合作、谦让、安慰、捐赠等。 譹
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 国内外研究者对儿童亲社
会行为的形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
索，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伴
关系、大众传媒等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外部因素
上，对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因素的考察相对
较少。然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兴起，人们开始
关注积极的心理品质这类内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
影响，自尊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是其中一个方
面。 所谓自尊，主要指个体关于自我价值的评价与
体验，它是个性系统中反映个体自我意识的内容之
訛
一。 譺
通过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发现，
在自尊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主要

关注大学生、中小学生这些群体，对幼儿这一群体
关注较少，且大多数研究主要从自尊水平的高低来
探索自尊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未对它们之
间内在联系进行详细考察。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
探究自尊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并揭示其内在
联系，以期为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提供理论
思考和实证依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淮南市部分幼儿园抽取 15 个班共 579 名幼
儿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男童 305 名， 女童 272 名；
4－6 岁幼儿人数分别为 186 名、 203 名、190 名。
（二）研究工具
訛
1.幼儿亲社会行为问卷 譻
：该问卷由邓赐平于
1998 年编制，包含 11 个条目。 采用 3 级评分方法，
“不符合”到“很符合”分别记 1－3 分。 得分越高，
从
表明幼儿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訛
2.儿童自尊问卷譼
：该问卷由张丽华于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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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包括三个维度，即重要感、自我胜任感、外表
感，由 22 个条目构成。采用 5 点评分方法，从“非常
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记 1－5 分，反向题的记
分顺序与正向题相反。 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
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三）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首先由研究者向填写问卷的教师说明调查的
意义和正确的填写方法，然后统一发放问卷由教师
对本班幼儿进行逐一填写并当场回收。 采用
SPSS17.0 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第 18 卷

自尊的重要感、 外表感上，5 岁幼儿的得分显著高
于 4 岁和 6 岁幼儿，4 岁和 6 岁幼儿的得分没有显
著差异； 在自我胜任感上，5 岁和 6 岁幼儿的得分
没有显著差异，但他们都显著高于 4 岁幼儿。
从性别看，女童在总体自尊及各个维度上的得
分均明显高于男童。 T 检验结果表明，在自尊总分
及自我胜任感、外表感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三）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的关系
表 3 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的相关（R）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表 3 显示，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总分及其各
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揭示自尊与幼儿
（一）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特点
表 1 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年龄、性别差异（M+SD） 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以自尊的各
个维度得分为预测变量，以亲社会行为得分为结果
变量，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4：
注 ：* 表 示 P < .05； ** 表 示 P < .01；*** 表 示
表 4 幼儿自尊对亲社会行为的回归
P<.001（下同）
表 1 给出的是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幼儿亲
社会行为得分情况。
结果显示，自我胜任感和重要感对幼儿的亲社
从年龄看，幼儿亲社会行为得分最高的是 5 岁 会行为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可以共同解
幼儿，其次是 6 岁幼儿，得分最低的是 4 岁幼儿，还 释亲社会行为变异量的 64%。
三、结论与讨论
未达到平均值 2。 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幼儿亲社会
行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5
（一）幼儿亲社会行为的特点
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分高于 4 岁和 6 岁幼儿，6
5 岁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的转折期，幼儿亲
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 4 岁，但 5 岁和 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本研究中，幼儿亲
6 岁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社会行为得分高低的年龄依次为 5 岁、6 岁、4 岁。
从不同性别看，女童的亲社会行为得分高于男 4－5 岁阶段幼儿亲社会行为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童。 T 检验结果表明，幼儿亲社会行为存在显著的 5 岁后又有所下降。可见，5 岁是幼儿亲社会行为发
性别差异。
展的转折期。 方差检验还发现，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二）幼儿自尊的现状及特点
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
表 2 幼儿自尊的现状及年龄、性别差异（M+SD） 的。 如，刘倩等采用亲社会行为量表对山东烟台市
382 名幼儿进行了研究，发现 4－5 岁幼儿的亲社会
行为呈上升趋势，5 岁幼儿得分显著高于 4 岁幼
訛
儿；譹
马娥、丁继兰采用自然观察法，对 103 名 3－6
表 2 给出的是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幼儿自 岁幼儿进行了观察研究，结果表明幼儿的亲社会行
訛
尊得分情况。
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譺
但马娥、丁继兰的研究
从年龄看，无论是在总体自尊还是自尊各维度 还发现，幼儿亲社会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增长，这与
訛
方面，得分最高的是 5 岁幼儿，其次是 6 岁幼儿，最 本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 譻
这可能与幼儿身心发展
低的是 4 岁幼儿。方差分析表明幼儿的自尊水平存 的年龄特点有关，也可能与地域差异、研究工具、研
在显著的年龄班差异。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发现，在 究方法的不同有关。
譹刘倩，康丽，苏杰：《4 岁－5 岁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特点及其与家庭功能的关系》，《早期教育》(教科研版)
訛
2013 年期 11 期，第 36-38 页。
訛马娥, 丁继兰：《3-6 岁幼儿自由活动时间亲社会行为性别差异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 年第
譺
5 期，第 75-78 页。
訛同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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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的亲社会行为明显高于男童。本研究还发
现，女童的亲社会行为均显著高于男童。 本研究证
訛
訛
实了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论，如王美芳、譹
刘倩譺
等
人研究也认为，女童的亲社会行为高于男童，并存
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二）幼儿自尊的特点
5 岁是幼儿自尊发展的转折期，幼儿的自尊水
平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 本研究中，幼儿的总体自
尊及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的年龄依次为 5 岁、6
岁、4 岁。 具体表现为 5 岁前幼儿的自尊水平随年龄
的增长而提高，但不稳定，5 岁后又有所下降，可见，
5 岁是幼儿自尊发展的转折期。 方差检验结果发现，
幼儿的自尊水平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陶俊媛、韩进
之等的研究指出， 幼儿自尊的总体水平差异主要体
现在 4 岁，4 岁是幼儿自尊总体水平发展的关键期
（注：本研究中的 4 岁幼儿的实际年龄在 3－4 岁间、5
岁幼儿的实际年龄在 4－5 岁间；6 岁幼儿的实际年
龄在 5－6 岁间）， 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实际上与陶俊
訛
媛、韩进之等的研究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譻
女童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男童。 本研究还发
现，幼儿自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童的自尊水
平无论是在总分还是在各个维度上均显著高于男
訛
童。 这也证实了陶俊媛的研究结论。 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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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幼儿亲社会行为与自尊总
分及各个维度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回归
分析发现，自我胜任感和重要感两个因子对幼儿的
亲社会行为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说明它们是影响
幼儿亲社会行为形成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
自我胜任感是幼儿在学习、游戏及人际交往等
各种活动中，对其胜任这种活动的能力而产生的一
訛
种积极的、肯定的自我价值感与情绪体验。 譽
也就
是说，如果幼儿能获得肯定的自我价值体验，相应
地也就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亲社会行为。这种肯定
的自我价值体验既来自于幼儿自身，更主要来自于
幼儿周围的重要他人，主要包括：幼儿的家长、教师
及同伴等。重要感是由于幼儿在心理上期望得到重
要他人的注意、接受及喜欢，通过面部表情、身体姿
态、言语等方式来展示自己，从而获得重要他人肯
訛
定的积极情感体验。 譾
心理学理论和日常生活经验
告诉我们， 幼儿都期待获得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关
注，因为这种关注会让幼儿觉得自己对周围他人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感知体验会增进幼儿亲社会
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和发展。 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在促进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发展中，提升幼儿的自我
胜任感和重要感是有效策略之一。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self-estee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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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On the ba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79 children ’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their
self-esteem,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ildren ’s prosocial behaviors and self-esteem, the two of which have
close connections, vary greatly according to age and gender. Besides, the 5-year-old period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hildren ’s development in certain aspects. Self -competence and self -importance, the two
important factors, will play positive and predictive roles in children ’s prosocial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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