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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现场情境实验探究社会信号作用下，6~8 岁儿童表现公平行为的发展，实验 1 选取 270 名 6~8 岁儿童，采用资源分配
任务考察儿童在结果公平情境下表现公平行为的发展，实验 2 选取 300 名 6~8 岁儿童，采用抛硬币任务考察儿童在结果不公平情
境下表现公平行为的发展。结果显示：儿童表现公平行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有无社会信号条件对儿童公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结论：社会信号作用下儿童会更多地做出表现公平行为而非本质公平。
关键词 儿童 表现公平 本质公平

社会信号

１ 问题提出

& Kuang, 2007; Larson & Capra, 2009）。

公平是人类资源分享过程中促进无私行为的一

相关研究表明个体在资源分配时注重分配结

个重要特征（Fehr & Schmidt, 1999）。儿童公平行

果的公平，但当公平的结果不可能实现时，他们

为相关研究中把公平定义为对做出同等劳动量的人

经常会选择使用公平程序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

给予同等的资源分配（Geraci & Surian, 2011; Schmidt

（Kimbrough, Sheremeta, & Shields, 2011），所使用

& Sommerville, 2011; Sloane, Baillargeon, & Premack,

的公平程序会引导他人相信自己是公平的，实际上

2012）。公平行为是个体对自己或别人不偏不倚的

并没有按照公平程序的分配结果进行分配，在这种

行为（Shaw et al., 2014），既存在表现公平也存在

情况下，表现公平是通过掩盖一个人不公平决策的

本质公平。表现公平，即在行为上做出公平的表现

程序来实现的（Dana et al., 2007; DeScioli, Christner,

而实质上是不能忍受公平所付出的代价，做出的公

& Kurzban, 2011）。为了探讨儿童是否使用公平程

平行为并非来自自身的意愿，只是希望展示给其他

序来注重表现公平并以此掩盖他们的不公平行为，

人自己是公平的；本质公平，即个体本身渴望公

Shaw 等人（2014）使用直接选择和抛硬币任务范式

平，能够依据某种公平原则做出公平行为（Shaw et

让儿童来报告自己得到的是好的奖品还是坏的奖品，

al., 2014）。社会偏好模型认为个体存在公平偏好，

这种范式的性质不可能实现公平分配的结果，但儿

在与他人公平地分配资源时，他人的观察将不会影

童可以通过选择和使用一个公平的程序分配资源来

响个体的决策（Fehr & Schmidt, 1999）。社会信号

做到公平。相关研究发现成人会选择看似公平的程

模型主张人们并非偏好公平，提出公平行为的潜在

序（抛硬币）去表现公平，然后隐瞒抛硬币的真实

动机是希望展示给其他人自己是公平的（Barclay &

结 果（Batson, Thompson, & Chen, 2002）。Shaw 等

Willer, 2007; De Cremer & Sedikides, 2008），社会信

人（2014）以 6 到 11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发现很多

号指个体的行为表现能够被其他人观察到或意识到，

儿童选择抛硬币的方式，一部分儿童隐藏了抛硬币

社会信号理论预测，他人意识到一个人公平与不公

的真实结果而把更好的奖品分给自己，随着年龄的

平行为的程度对个体公平行为有明显的影响，如果

增长，儿童更愿意使用这种看似公平的程序来表现

人们的不公平行为不被他人发现，个体将很少做出

公平。

公平行为（Andreoni & Bernheim, 2009; Dana, Weber,

综上所述，人们的公平行为并非只是出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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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也存在着表现公平。目前大量关于儿童公

２.３ 实验程序

平的研究还未聚焦于儿童公平行为的潜在动机是

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逐一对每个被试进行单

出于本质公平还是表现公平。相关研究表明 6 岁

独测试。有社会信号条件下，让儿童独立完成一个

以前的儿童能够理解并纠正不公平结果（Geraci &

拼图任务，待任务完成后，拿出另一个已经拼好的

Surian, 2011; LoBue, Nishida, Chiong, DeLoache, &

图片，告诉被试另一个小朋友在隔壁的房间也在做

Haidt, 2011）。6 到 8 岁儿童愿意以牺牲自己资源

拼图，“你们完成得都很好，现在老师给你和另一

的方式来维护公平（Blake & McAuliffe, 2011; Shaw,

个不在场的小朋友发奖励，每个人会得到一些同款

DeScioli, & Olson, 2012）。这些研究显示了儿童存

式橡皮（奖励物经过儿童物品吸引力测试来确定），

在公平行为，但没有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即儿童

这些橡皮会被放在写着被试和接受者名字的密封小

公平行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在观察者面前渴望

盒子上面，被试和接受者每个人会得到两块橡皮。

表现公平的自我表现动机所驱使，儿童公平行为的

这时，实验人员说自己把另一块橡皮忘在了另一个

发展是否部分地评估了儿童表现公平意愿的发展，

房间里，然后出去取那块橡皮。离开房间 1 分钟后

儿童展现的是本质公平还是表现公平，这是值得深

实验人员返回，告知儿童，对于这个额外的橡皮，

入分析和探索的问题。国外有较少的研究对儿童公

儿童可以选择给自己或扔掉来维护公平。此条件下

平行为的本质进行考察，但对年龄组的划分不够细

资源数量是透明的，给儿童的社会信号是主试可以

致，并没有很好地呈现儿童表现公平行为的发展特

观察到儿童的行为决策是否是公平的。

点（Shaw et al., 2014），国内对此还处于初步探索

无社会信号条件下，实验程序同有社会信号条

阶段。因此，研究选取 6~8 岁儿童为被试，进行如

件，区别为橡皮是放在密封盒子内部，并告诉儿童

下研究：实验 1 采用资源分配任务考察分配结果公

主试不知道盒子里橡皮的数量，这样设计的原因是

平情境下，社会信号对不同年龄儿童表现公平行为

此条件下资源数量是不透明的，给儿童的社会信号

的影响。实验 2 采用选择任务范式和抛硬币范式来

是主试观察不到儿童的行为决策是否是公平的。告

考察分配结果不公平情境下，社会信号对不同年龄

诉儿童在主试离开后可以独自打开看看两个盒子里

儿童表现公平行为的影响。研究假设：有无社会信

的橡皮，之后返回并询问被试是否把额外的橡皮给

号对儿童公平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并存在显著的年

自己或是扔掉。

龄差异；选择公平程序的儿童存在着明显的表现公
平行为。

２ 实验 １ 结果公平情境下儿童表现公平行为
的发展
２.１ 实验被试

由于条件二中被试也可能会忘记他们盒子已有
的橡皮数目，因此设置第三个条件为控制组，无社
会信号其他条件，程序同条件二，区别为儿童作为
第三方来决定是把额外的资源分给另外两个不在场
的接受者之一，还是选择扔掉。将条件三的结果与
条件二进行差异分析，如果儿童在第三种条件下更

从大连市某小学随机选取 6~8 岁 270 名健康儿

多的选择扔掉，
说明儿童没有忘记盒子里橡皮数量，

童，各年龄组 90 名，分配到三种实验条件下，分别

在条件二中涉及自身利益就更不会忘记，从而排除

是有社会信号条件 30 名，无社会信号条件 30 名，

无关变量的干扰。决策内容采用 1、0 计分，扔掉计

无社会信号其他条件 30 名，平衡性别。所有被试自

1 分，给自己计 0 分。

愿参加实验，均能正确理解指导语，并做出决策，

２.４ 结果与分析

不存在无效被试。
２.２ 实验设计

分析年龄和有无社会信号条件对儿童公平决策
的影响，采用 logistic 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由于条

实验为两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年龄（6

件三是作为控制组用于和条件二的决策内容进行比

岁、7 岁、8 岁）和条件（有无社会信号），有社会

较来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因此，在条件变量中先

信号条件即主试能够观察到儿童的行为决策是否是

将条件二和条件三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为回归模

公平的，无社会信号条件即主试不能够观察到儿童

型 1，再将条件一和条件二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的行为决策是否是公平的，无社会信号其他条件作

为回归模型 2，对于年龄和有无社会信号的回归模

为控制组。因变量为儿童的公平决策得分。

型显著性检验采用 χ 2 检验和 Hosmer-Lemeshow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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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通过两种方法对模型拟合度作出综合判断更为
科学。回归模型系数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知，两个回归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 p 值均小于 .05，
达到显著性水平。在 Hosmer-Lemeshow 检验中，当

科

学

p 值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时，才能表示回归模型拟
合度较好，如表 2 所示，两个回归模型中，p 值均
大于 .05，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回归模型整体拟
合度良好，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因变量。

表 １ 回归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表 ２ Ｈｏｓｍｅｒ－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检验

模型 1 结果显示，年龄对儿童决策内容有显著
影响，B = .678，Wald χ

2
(1)

=9.953，p <.01，B 为正值，

在无社会信号的条件下，儿童给两位其他接受者分
配资源时更多地维护公平，给自己和另一个接受者

表明年龄越高，儿童会更多地选择扔掉额外资源来

分配资源时，儿童会更多地倾向于把额外的奖励资

维护公平，对年龄做哑变量处理，6 岁和 8 岁儿童

源留给自己，在有社会信号时又更多倾向于维护公

决策存在显著差异 B = -1.371，Wald χ

2
(1)

=10.014，

p <.01，7 岁和 8 岁儿童的决策存在显著差异 B =
-.887，Wald χ (1)2 =4.261，p <.05， 而 6 岁 和 7 岁 组
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条件对儿童公平决策有显著
影 响，B = 1.743，Wald χ (1)2 = 24.543，p <.001， 条
件三中儿童选择扔掉额外资源来维护公平的频次显
著高于条件二中儿童的频次，同样是在无社会信号
的条件下，说明儿童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境下更
多地选择了维护公平，排除了被试可能忘记隐藏在
盒子里的资源数量这一无关变量的干扰，进而证明
了条件二设置的有效性。
在条件一和条件二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对年
龄做哑变量处理来考察有无社会信号对儿童决策的
影响及儿童公平行为发展的年龄差异，模型 2 结果
显示，年龄对儿童决策得分有显著影响，B = .647，
Waldχ (1)2 =8.358，p <.01，B 为正值，表明年龄越
高，儿童选择扔掉多余资源的频次越多。8 岁组儿
童选择扔掉多余资源维护公平的频次显著多于 6 岁
组 B = 1.296，Waldχ (1)2 = 8.349，p <.01，7 岁组和
6 岁组在公平决策上差异不显著，7 岁组和 8 岁组儿
童在决策得分上差异不显著。有无社会信号条件对
儿童公平决策有显著影响，B = -2.122，Waldχ (1)2 =
31.593，p <.001，有社会信号条件下儿童选择扔掉
额外资源来维护公平的频次显著多于无社会信号条
件下频次，年龄和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２.５ 小结
结合条件二和条件三的统计分析结果，同样是

平，说明社会信号对儿童公平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３ 实验 ２ 结果不公平情境下儿童表现公平行
为的发展
实验 1 从结果公平情境下对儿童表现公平行为
进行考察，提供了儿童运用表现公平的动机去分配
资源的证据，当公平结果不可能实现的时候，儿童
是否会使用一个公平的程序向他人表现公平。实验
2 采用选择任务范式和抛硬币任务范式考察 6~8 岁
儿童表现公平行为的发展，在选择任务范式中，主
试可以观察到儿童的决策内容是否公平，即为有社
会信号条件；在抛硬币这种隐藏任务中，主试无法
观察到儿童的决策内容是否公平，即为无社会信号
条件。研究假设儿童选择使用公平的程序来表现公
平的行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关注公平的儿童
更多选择抛硬币的方式分配资源，注重表现公平的
儿童会倾向于掩盖真实的情况。
３.１ 研究被试
从大连市某小学随机选取 6~8 岁儿童 300 名，
各年龄组 100 名，平衡性别。
３.２ 研究程序
程序同实验 1。区别在于让被试给自己和另一
个不在场的儿童分配奖品，奖品分别为一支儿童非
常喜欢的带有卡通图案的彩色铅笔，一支儿童不喜
欢的普通铅笔。在奖品分配的过程中，儿童可以直
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奖品，或选择私下抛硬币的
方式，然后根据抛硬币结果决定谁得到更好的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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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选择奖品的儿童，主试记录其选择的结果，测

了 50%（163 人 中 有 111 人，p <.001）， 各 年 龄 组

试结束。选择掷硬币分配方式的儿童，主试让其在

儿童报告自己通过抛硬币获得好的奖品的概率都显

一个大屏幕后面独立进行抛硬币任务以保证其私密

著高于随机概率，但在获得好的奖品的概率上不存

性，儿童将结果填写在表格里，实验者记录儿童报

在显著的年龄差异：6 岁组（70%，40 个人中有 28

告得到好的奖品的频数。

个 人，p <.05）；7 岁 组（67%，55 个 人 中 有 37 个

３.３ 结果与分析

人，p <.05）；8 岁组（68%，68 个人中有 46 个人，

分析有社会信号和无社会信号条件下儿童决策
内容的差异，首先，比较直接选择奖品和选择抛硬
币的人数差异，二项式检验表明，抛硬币为 54%，
直接选择奖品的儿童为 46%，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对年龄和获取奖品的方式进行 3×2 卡方检验，
卡方结果显示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χ 2 =15.83，

df =2，p <.001，φc=.30，如图 2 所示，随着年龄的增长，
直接选择的人数逐渐减少，选择抛硬币的人数显著
地增加。那么，选择抛硬币的儿童是对公平的真正
偏好还是研究之前预测的仅仅是为了表现公平呢？
首先，确定儿童是否确实对好的奖品较为偏爱，对
儿童通过直接选择的方式得到的奖励结果进行二项
式检验，结果发现儿童更倾向于选择好的奖品 (83%，
即 137 个人中有 114 个人，p <.001)，各年龄组选择
好的奖品的人数比例如下：6 岁组 (87%，60 个人中
有 52 个人，p <.001)；7 岁组 (87%，45 个人中有 39
个人，p <.001)；8 岁组 (72%，32 个人中有 23 个人，
p <.05)，选择好的奖品的比率不存在显著的年龄差
异，但各年龄组儿童对好的奖品均表现出更明显的
偏爱。

p <.01）。基于以上分析，选择抛硬币的儿童有通过
谎报抛硬币结果而使自己获得好的奖品的动机，因
此再对各年龄组直接选择获得好的奖品和抛硬币获
得好的奖品的结果进行 3×2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二
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进一步验证了选择抛硬
币方式的儿童选择了看似公平的程序，但更倾向于
报告自己得到好的奖品，证实了儿童表现公平的存
在。
３.４ 小结
直接选择奖品的人数比率与选择抛硬币方式的
人数比率差异不显著，而直接选择的儿童让自己获
得好的奖品要显著地多于不好的奖品，抛硬币方式
的儿童报告自己得到好的奖品概率显著多于随机概
率，各年龄组儿童在两种方式下获得好的奖品差异
不显著，因此，证明儿童通过选择公平程序来做出
表现公平行为。

４ 总讨论
研究从分配结果公平和结果不公平两个角度提
供了儿童公平行为部分地出于向他人表现公平的期
望动机的系列证据，验证了社会信号模型的重要作
用。结果公平情境下，儿童的公平行为在两种条件
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龄和社会信号对公平
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有社会信号时，所有资源
公开透明化，主试能够观察到儿童的行为表现时，
儿童倾向于选择公平。无社会信号时，儿童会更倾
向选择不公平的分配方式。研究证实了儿童的公平
行为不仅是因为关注实际上的公平，也是为了向他
人表现公平。社会偏好模型认为人们偏爱结果公平
可能并不能解释儿童分配行为的全部表现。相反，

图 １ 各年龄组儿童选择获取奖品方式的百分比差异比较

儿童公平行为的潜在动机是希望展示给其他人自己

其次，对选择抛硬币的儿童报告得到奖励结果

是公平的，这和社会信号模型是一致的（Andreoni

进行分析，
探究儿童是否会公平地报告抛硬币结果，

& Bernheim, 2009）。有社会信号条件下，或许表现

参照相关研究采用抛硬币范式（Batson et al., 2002；
Shaw et al., 2014），通过一次性抛硬币的结果赢得
好的奖品的概率为 50%，二项式检验表明，68% 的
儿童报告赢得了好的奖品，此百分比显著地超过

出对公平的关注，可以使儿童向他人发出他们是公
平的信号（Shaw, DeScioli, & Olson, 2012）。在无社
会信号条件下儿童公平行为显著减少，说明儿童只
有在实验人员知道其不公平时才更愿意为了公平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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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额外的资源，而当实验人员不会意识到其不公平

学会为达到目标而使用额外策略，因此儿童的表现

行为时，更多儿童会做出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不公

公平行为随着年龄的发展而增加。未来应该进一步

平行为。此外，儿童可能天生有公平感，当没有人

研究当儿童企图不公平而又没有这样机会的时候，

注意时也仍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可能因为有公平

为了实现表现公平的目的，是否有更多的策略来掩

感更可能避免他人的消极反应。但有时候说服别人

饰其自身的不公平行为。以往研究表明 2~3 岁儿童

一个人是公平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人看到自己是公

在资源分配情境下就已经具有对公平的偏好（刘文 ,

平的。因此，人们对公平的社会偏好可能从根本上

朱琳 , 张雪 , 张玉 , 刘颖 , 2015），那么儿童对表现

是来源于社会信号的。

公平的担忧可能在儿童发展过程中出现得比较早，

在分配结果不公平的情境下，尽管直接选择获

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对更小幼儿的公平行为进行考察，

取奖品的方式能够让主试观察到儿童的决策行为，

来进一步探究儿童早期本质公平和表现公平是如何

但儿童还是更多地选择了把好的奖品留给自己，说

发展的。

明有些儿童在本质上是存在自利的。注重公平的儿
童选择了看似公平的程序，6 岁大的儿童有时也会

５ 结论

选择看似公平的程序来让自己得到好的奖赏而又没

在本实验条件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结果公

有表现出不公平，并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愿意使用

平情境下，
儿童表现公平随着年龄增长而显著增高，

抛硬币的方式。在抛硬币这种隐藏程序中，实验者

在有社会信号条件下儿童会更多地做出表现公平行

不能直接观察到儿童的决策内容，即没有社会信号

为。结果不公平情境下，儿童选择在无社会信号条

的存在，儿童报告自己得到好的奖品的概率显著地

件下即抛硬币的方式来进行公平决策的行为随着年

多于得到不好奖品的概率和随机概率，进而表明儿

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在抛硬币这种隐藏的公平程

童公平行为至少部分地由想要向他人表现公平的动

序中，没有社会信号情况下，儿童存在明显的表现

机所驱使。儿童能够用一种看似公正的程序让自己

公平行为，说明社会信号对儿童表现公平行为有着

对其他人表现出公平，然而他们实质是自私的（Shaw

重要的影响。

et al., 2014），这种自我表现或印象管理是社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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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ppearing Fair Behavior of Children
Aged 6~8:The Role of Social Signaling
Zhang Xue, Liu Wen, Zhi Huan
(College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Abstract FFairness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human resource sharing that promotes unselfish behavior in a wide range of contexts. Previou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hildren develop an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fairness over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with adults suggests that the concern with
fairness has at least 2 distinct components: a desire to be fair and a desire to signal to others that they are fair. Across two experiments, we examined
whether children’s developing concern with behaving fairly toward others may in part reflect a developing concern with appearing fair to others.
In Experiment 1, we examined 270 children aged 6 to 8 on their fair behavior toward others. The effect of social signaling on children's fair
behavior was tested under three kinds of information availability condition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all age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f age, B = 0.647, Waldχ(1)2 =8.358, p <.01. Whether there was any social signal condition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fair decision-making, B = -2.122, Waldχ(1)2 = 31.593, p <.001. Under social signals, children chose to waive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maintain fairnes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ose without social signal condition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ge and condi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In Experiment 2, we examined whether children were concerned with appearing fair to others using a different procedure, and also examined
whether children’s willingness to use procedures that obfuscate their unfairness from others increased with age. 300 children aged 6 to 8 could assign
themselves a good or a bad prize. They were given the option of simply choosing which prize they wanted or flipping a coin behind a curtain and then
telling the experimenter whether they had won the good prize or the bad prize. A binomial sign test on those children who immediately chose a prize
rather than flipped the coin, revealed that the children we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he good prize than the bad one (83.2%, 114 out of 137, p <.001), the
percentage of children that chose the good prize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age. Among children who chose to flip the coin, 68% (111 out of 163)
reported winning the good prize, a percentage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50% (p <.001), this result didn’t differ across age groups.
The studies provided converging evidence using different paradigms that children’s fair behavior was at least partly motivated by a desire to
appear fair to others. Children were fair when their allocation decisions were transparent to others. However, in keeping with social signaling models,
children were systematically less fair when transparency was decreased. Many children chose to flip a coin rather than selfishly take the better reward
for them, but some ignored the outcome of the coin and allocated the better reward to them. Overall, children bec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appearing fair to others with age, which might explain some of their increasing tendency to behave fairly.
Key words children, appearing fair, being fair, social signa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