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科学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40（3）：547-552
李朝旭等 ：Journal
基于儒家文化的“帝王相”之民间意象的首次探索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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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评价不同性别二态线索和吸引力的面孔图片来考察儒家文化下人们心中帝王面孔形象。采用 FaceGen Modeller 3.1
操作面孔性别二态线索，并通过 PhotoShop CS5 合成面孔材料。研究发现：被试认为女性化的男性面孔比男性化的男性面孔更具“帝
王相”；低吸引力的女性化男性面孔比高吸引力的女性化男性面孔更具“帝王相”；不同性别被试之间的评价无显著差异。上述
结果显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人们偏好具有女性化面孔特点的帝王。
关键词 儒家文化 性别二态线索 面孔吸引力 角色一致理论

１

问题提出

2006）；也有研究中提出男性中男性化面孔不仅有

在社会交往中，面孔往往是许多重要信息的来

积极的一面，还有可能蕴含有缺少温情、不诚实、

源之一，如面孔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人的注意力、情

缺乏协作性、大男子主义等消极的特点（DeBruine,

感、年龄、身份等信息。以往研究表明，面孔吸引力、

Jones, Smith, & Little, 2010; Macapagal, Rupp, &

面孔的性别二态线索（sexual dimorphism cues），

Heiman, 2011）。女性化的面孔则意味着此人具有

即男性化—女性化线索在择偶、领导人的选举、各

更多的亲社会人格，如热情（温芳芳 , 佐斌 , 2012,

种类型职业的应聘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Conway,

2014; Boothroyd et al., 2007; Watkins et al., 2012）。由

Jones, Debruine, & Little, 2010; Sczesny, Spreemann, &

面部所传递的热情与能力是影响领导人竞选成败的

Stahlberg, 2006; von Stockhausen, Koeser, & Sczesny,

重要因素（杨昭宁 , 侯书伟 , 2011; Hehman, Graber,

2013）。面孔吸引力指由目标人物面孔诱发的一种

Hoffman, & Gaertner, 2012）。性别二态线索对女性

积极愉悦的情绪体验并驱使他人产生接近意愿的程

面孔偏好的影响，以往研究一致表明女性化的面孔

度（温芳芳 , 佐斌 , 2012）。与女性化面孔相比，男

更有吸引力（佐斌 , 温芳芳 , 2012）。性别二态线索

性化面孔具有颧骨较宽，下颌骨较大，下巴较宽，

对男性面孔偏好的影响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有研

眉毛浓厚，鼻梁突出等特点（Fink & Penton-Voak,

究认为人们更偏好男性化的男性面孔（DeBruine et

2002; von Stockhausen et al., 2013）。在男性中，面

al., 2006），也有研究认为人们更偏好女性化的男性

孔的男性化程度与其雄性激素分泌水平相关（Lee et

面孔（佐斌 , 温芳芳 , 2012; Welling et al., 2007）。

al., 2014）。也有研究表明面孔的性别二态性与人格

在人才选拔中，不同类型的职业与面孔类型之间存

特征以及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通常比较有亲和

在对应关系，具有男性化特点的职业倾向于具有男

力或其父母比较强势的人的面孔偏女性化（Watkins,

性化面孔的应聘者，具有女性化特点的职业倾向

DeBruine, Little, & Jones, 2012）。以往多数研究者认

于具有女性化面孔的应聘者（von Stockhausen et al.,

为具有男性化面孔的人身体健康，更具备领导力、

2013）。这种对应关系符合了角色一致理论的理论

控 制 力 等（Boothroyd, Jones, Burt, & Perrett, 2007;

模 型（Eagly & Karau, 2002; Koenig, Eagly, Mitchell,

Jones, Main, Little, & DeBruine, 2011; Sczesny et al.,

& Ristikari, 2011）。以往西方研究发现，人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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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男性化面孔特征的人更有领导能力（Sczesny

我们提出儒家文化下人们心目中的“帝王相”偏向

et al., 2006），并且比较偏向于具有男性化面孔特

女性化的男性面孔这一假设。

征的男性领导者，通过面部信息可以预测领导人的
竞 选 结 果（Carpinella, Hehman, Freeman, & Johnson,
2016）。个体对面孔的审美主要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徐华伟 , 牛盾 , 李倩 ,

随机选取河南某高校 18~24 岁的 90 名大学本科

2016）。Koenig 等人（2011）提出环境也可能是影

生，其中男生 38 名，女生 52 名。均为右利手，无

响男性化特点与领导角色对应关系的一个因素，这

任何心理疾病史，所有被试裸眼视力（或矫正视力）

种对应关系是否与西方长期推崇个体主义的文化环

正常，均无色盲或色弱，且均为自愿参加，实验结

境有关呢？

束后将会得到一份精美小礼品。

帝王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

２.２ 实验材料

中国人心目中，其面孔形象是否依然偏向于男性化

本实验选取高、低吸引力的男性面孔图片各两

呢？孙银玉（2004）指出中西方文化存在诸多差异，

张。所选用的图片来自温芳芳和佐斌（2014）对罗

在审美思维方式上，中国文化坚持以善为美，其核

跃嘉等采集的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的 222 张中

心是尚善；而西方文化以古希腊为源头，其审美思

性表情图片的吸引力评价。四张图片的编号分别为：

维方式的核心是求真。如西方对男性的审美追求肌

高吸引力男性面孔 NEM104 和 NEM71；低吸引力

肉型身体，中国文化在艺术追求上则以“神韵”为

男性面孔 NEM83 和 NEM22。

主旨。中西方文化差异研究显示，东方属于“女性

同温芳芳和佐斌（2014）的图片处理技术，采

化”文化，西方属于“男性化”文化，东方文化注

用 FaceGen Modeller 3.1 软件，将选取的四张男性面

重关系和谐、韵味等特点（王登峰 , 崔红 , 2007; 温

孔分别生成不同性别二态线索的图片，共 8 张，并

芳芳 , 佐斌 , 2012）。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

利用 PhotoShop CS5.0 将同一张面孔所生成的男性

化，在中华千年文明史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

化、女性化面孔进行组合，形成一张复合图片材料，

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

部分材料如图 1 所示。

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张学
智 , 1998）。儒家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仁”
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核心，“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
是“爱人”，讲求由仁而趋善，在政治上主张用一
种温和的办法就是所谓
“德治”
的办法来治理国家
（高
赞非 , 1962）。继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
会的正统思想以来，人们在心中对儒家文化下的君
主形成了勤政爱民，
仁慈宽厚而又不乏威严的形象。
《论语 • 宪问》有讲：“修己以安百姓”，即统治
者要施行仁政，体察民情，这样方能“使民以时”。
儒家学说深刻影响了社会关系的建立，所有主要的
社会关系都应效仿父子关系来建立，
在这种关系中，
孝道要求子辈依顺服从，
同时也要求父辈高尚仁慈，

图 １ 不同性别二态线索的面孔图片

推而广之，尽管所有的社会互动都应遵从尊敬长者

注：上左 / 上右两张面孔图片分别为女性化 / 男性化面孔，
下左 / 下右两张面孔图片分别为男性化 / 女性化面孔

的原则，但那些担任父亲、兄长、丈夫或统治者角
色的人也应该依照仁爱和善的原则行事（赵志裕 ,
康萤仪 , 2011）。Gartzia 和 van Knippenberg（2016）
研究发现善于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领导更有助于集体
的团结稳定，工作效率更高。基于此，从角色一致
理论出发，
依据儒家文化下人们心目中的君主形象，

２.３ 实验设计
采用 2（被试性别：男、女）× 2（面孔吸引力：
高、低）的混合实验设计。被试间变量为被试的
性别（男、女），被试内变量为面孔吸引力（高、
低）。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性别二态线索面孔图
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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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1= 男性化面孔比女性化面孔比较更适合；2=

本实验采用单盲实验设计，向被试介绍本实验

男性化面孔比女性化面孔一些更适合；3= 男性化面

是要选拔合适的演员来扮演帝王角色，请被试以导

孔比女性化面孔稍微更适合；4= 女性化面孔比男性

演的身份参与本次实验，让被试评价同时呈现的两

化面孔稍微更适合；5= 女性化面孔比男性化面孔一

张正视面孔中，哪一张更符合他（她）心目中的帝

些更适合；6= 女性化面孔比男性化面孔比较更适合；

王面孔形象。具体程序如下：

7= 女性化面孔比男性化面孔非常更适合。得分越高，

采用 E-Prime 2.0 软件编制实验程序，正式实

表明“女性化 = 帝王相”联结程度更强。然后计算

验材料呈现在 19 英寸的彩色电脑显示屏上，并平

高吸引力和低吸引力面孔各自得分的平均分，并进

衡不同性别二态线索面孔的左右位置顺序，屏幕的

一步进行方差分析。以同样的方法对面孔男性化—

分 辨 率 为 1024×768， 刷 新 频 率 为 60Hz， 被 试 与

女性化评价数据及面孔和善程度评价数据进行处理。

屏幕中心的距离为 60cm 左右。首先在屏幕上呈现

３.２ 结果分析

指导语，让被试明白本实验的任务以及操作要求。

３.２.１ 面孔材料有效性检验

面孔评价采用 2AFC（a two-alternative forced choice

为证明所选面孔图片的有效性，将高、低吸

paradigm）实验范式，即首先让被试评价同时呈现

引力男性面孔图片的性别二态线索评价结果、和

的两张（左、右）正视面孔中，哪一张更符合他（她）

善程度评价结果分别与 7 分等级评价的中值 3.5 进

心目中的帝王面孔形象，然后再进行程度评价（Jones,

行单样本 t 检验，即面孔性别二态线索评价：高吸

DeBruine, Little, Conway, & Feinberg, 2006）。图片具

引力男性面孔（M = 4.94，SD = 1.01），t （89） =

体的评价方法为：数字 1~4 表示左边的面孔更加符

13.47，p < .001，Cohen' s d = 2.86， 低 吸 引 力 男 性

合您心目中的帝王面孔形象，程度从左到右依次为

面孔（M = 4.69，SD = .84），t （89） = 13.43，p <

1= 非常更适合，2= 比较更适合，3= 一些更适合，

.001，Cohen' s d = 2.85，高、低吸引力男性面孔的性

4= 稍微更适合；数字 5~8 表示右边的面孔更加符合

别二态线索评价结果均显著高于中值等级，意味着

您心目中帝王面孔形象，程度从左到右依次为 5= 稍

面孔性别二态线索在这两种条件下操作都是有效的，

微更适合，6= 一些更适合，7= 比较更适合，8= 非

即验证了所使用材料的有效性；和善程度评价：高

常更适合。每对面孔出现前，屏幕中央都会呈现一

吸引力男性面孔（M = 5.06，SD = 1.09），t （89）

个持续时间为 1000ms 的注视点，每对面孔呈现时

= 13.54，p < .001，Cohen' s d = 2.87；低吸引力男性

间不受限制，评价结束后，将会呈现一张持续时间

面孔（M = 4.88，SD = .80），t （89） = 16.47，p <

为 900ms 的空屏，然后进行下一对面孔的评价。所

.001，Cohen' s d = 3.49，高、低吸引力男性面孔的和

有面孔呈现结束后，采用同样的方法依次对每一对

善程度评价结果均显著高于中值等级，意味着在这

面孔进行性别二态线索（男性化—女性化）评价、

两种条件下都是女性化的男性面孔更加和善、有亲

和善程度评价，即让被试评价同时呈现的两张面孔

和力。

在男性中哪一张更偏女性化（更和善）。

３.２.２ “帝王相”评价结果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数据整理

首先将高、低吸引力男性面孔的“帝王相”评
价结果分别与 7 分等级评价的中值 3.5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即高吸引力（M = 3.92，SD = 1.80），t（89）

由于在成对面孔呈现过程中平衡了男性化面

= 2.19，p < .05，Cohen' s d = .46；低吸引力（M = 4.44，

孔、女性化面孔的左右位置顺序，需要对原始数据

SD = 1.23），t（89）= 7.27，p < .001，Cohen' s d = 1.54，
高、低吸引力男性面孔的“帝王相”评价结果均显
著高于中值等级，意味着在这两种条件下都是女性
化男性面孔在人们心目中更具有“帝王相”。不同
性别的被试对不同面孔吸引力的评价数据的描述性
统计见表 1。对“帝王相”的评价结果进行 2（被试
性别：男、女）× 2（面孔吸引力：高、低）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面孔吸引力的主效应显著，

（1~8）进行重新编码，最终左边的面孔表示男性化
面孔，右边的面孔表示女性化面孔。这样做的目的
是把2AFC的反应数据整合成为一个连续测量系统。
具体步骤同温芳芳和佐斌（2011, 2014）、Conway,
Jones, Debruine 和 Little（2008）、Jones 等人（2005）
的数据处理方法，采用 0~7 等级对“帝王相”评价
数据进行编码：0= 男性化面孔比女性化面孔非常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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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 88） = 7.862，p < .01，ηp 2 = .08，被试性别的
主效应不显著，F （1, 88） = .31，p = .58。被试性别
与面孔吸引力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 （1, 88） =

科

学

.49，p = .49。

４

讨论

表 １ 面孔吸引力与被试性别对“帝王相”评价的影响

本研究旨在考察儒家文化下，人们心目中的帝
王面孔形象，并研究这一效应在不同面孔吸引力上
是否具有稳定性。
被试对高、
低吸引力男性面孔的
“帝
王相”评价都显著高于中值等级 3.5。这证明了我们
的假设：儒家文化下女性化男性面孔在人们心目中
更具有“帝王相”。此外，本研究中还发现相对于
高吸引力面孔，低吸引力面孔在被试心目中更具有
“帝王相”。
通过评价不同性别二态线索和吸引力的面孔图
片，
本研究得出儒家文化下中国人心目中的
“帝王相”
偏向于女性化的男性面孔。与温芳芳和佐斌（2014）
发现的结果类似，即相对于男性化面孔，中国人对
女性化面孔的偏好更加强烈。这可从中国长期受儒
家文化的影响，长期女性化的集体主义取向等方面
来理解（温芳芳 , 2016）。女性化的面孔代表着亲
和力，具有更多的亲社会人格。王登峰（2012）提
出女性化的特点是非常适应中国文化的，尤其男性
中的女性化是适应最好的，因为这样的人是“男性
化其里，女性化其表”，有自己追求但不张扬，且
能够照顾他人的感受。儒家文化下，人们喜欢具有
女性化面孔特点的帝王更加表现出中国文化中长期
存在女性化集体主义的取向。从自我观念来说，东
方人强调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存
型自我”，自我中包含更多的归属性和关联性（阿
不来提江等 , 2015）。因此根据角色一致理论，具
有女性化特点的面孔更符合儒家文化下中国人心目
中仁慈宽厚、勤政爱民的帝王面孔形象。此外，研
究中还发现相对于高吸引力面孔，被试评价低吸引
力的女性化面孔更具有“帝王相”。而温芳芳和佐
斌（2014）研究中得出对高吸引力面孔的正视偏好
显著强于低吸引力面孔，且对于低吸引力的面孔，
面孔性别二态线索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
是由于本研究目的不在于考察被试对不同性别二态
线索面孔图片的偏好评价，而是主要考察被试心目
中真实帝王面孔的形象。这也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素来有“生有异相”的说法有关，历史上的帝王
将相大多是生有异相，对具有这类相貌的人的评价
往往是：此人相貌异常，定是不世之材，将来必成
大器。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发现，真正的吸引
力就是完美的平均，如今人们比较喜欢大众的、平
均化的面孔（Langlois & Roggman, 1990），所以说
在某些特殊角色评价中，那些长相偏离大众型面孔
的人会更受人们欢迎。可能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
下，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低吸引力面孔。
本研究同时配对呈现两张不同性别二态线索的
男性面孔图片，让被试进行相对识别判断，避免了
每次呈现一张面孔图片时，让被试进行绝对识别判
断的弊端（隋雪 , 任延涛 , 2007）。此外，本研究仅
考察了被试对具有不同性别二态线索的男性面孔图
片的帝王面孔形象评价，避免了性别刻板印象对评
价结果的影响。性别二态线索是影响面孔偏好的重
要因素，人们在行为上可能有意识的能够对性别刻
板印象加以控制，但无法控制面部外貌信息对其带
来的影响（Sczesny & Kühnen, 2004）。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1）性别二态线索对面
孔偏好的影响一直存在方法差异之争（佐斌 , 温芳
芳 , 2012; Debruine et al., 2010），未来研究将会采用
其它操作技术，如感知男性化技术等生态效度更高
的面孔图片来考察儒家文化下人们心目中的帝王面
孔形象；（2）未来将进一步探索帝王面孔在人们心
目中除性别二态线索外的其它方面的特征；（3）进
一步采用眼动仪等仪器为研究提供客观数据指标。

５

结论
（1）儒家文化下女性化男性面孔在人们心目中

更具有“帝王相”；（2）相对于高吸引力的女性化
男性面孔，低吸引力的女性化男性面孔在人们心目
中更具有“帝王相”。
参考文献
阿不来提江 , 刘扬 , 朱晓睿 , 郑蕊 , 梁竹苑 , 饶俪琳等 . (2015). 自我对跨
期决策的影响——基于个人 - 集体主义文化视角 . 心理科学进展 ,

李朝旭等 ： 基于儒家文化的“帝王相”之民间意象的首次探索
23(11), 1981-1990.
高赞非 . (1962).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 . 文史哲 , (5), 1-12.
隋雪 , 任延涛 . (2007). 面部表情识别的即时加工过程 . 心理学报 , 39(1),
64-70.
孙银玉 . (2004). 从审美方式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 长春大学学报 , 14(5), 3740.
王登峰 . (2012). 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 .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王登峰 , 崔红 . (2007). 中国人性别角色量表的建构及其与心理社会适应的
关系 . 西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33(4), 1-9.
温芳芳 , 佐斌 . (2011). 注视方向和性别二态线索对面孔吸引力的影响 . 中

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19(4), 441-444.
温芳芳 , 佐斌 . (2012). 男性化与女性化对面孔偏好的影响——基于图像处
理技术和眼动的检验 . 心理学报 , 44(1) , 14-29.
温芳芳 , 佐斌 . (2014). 面孔参照或观察者参照 : 性别二态线索、面孔吸引
力与表情对正视面孔偏好的影响 . 心理科学 , 37(4), 834-839.
温芳芳 . (2016). 男性化与女性化：面孔吸引力研究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
徐华伟 , 牛盾 , 李倩 . (2016). 面孔吸引力和配偶价值 : 进化心理学视角 . 心

理科学进展 , 24(7), 1130-1138.
杨昭宁 , 侯书伟 . (2011). 基于候选人面孔的特质推理与投票决策 . 心理科

学进展 , 19(7), 1047-1053.
张学智 . (1998). 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 . 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

版 ), 35(1), 89-96.
赵志裕 , 康萤仪 . (2011). 文化社会心理学 ( 刘爽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佐斌 , 温芳芳 . (2012). 性别二态线索对男性面孔吸引力影响的方法差异之
争 . 心理学探新 , 32(2), 166-170.
Boothroyd, L. G., Jones, B. C., Burt, D. M., & Perrett, D. I. (2007). Partner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masculinity, health and maturity in male face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3(5), 1161-1173.
Carpinella, C. M., Hehman, E., Freeman, J. B., & Johnson, K. L. (2016). The
gendered face of partisan politics: Consequences of facial sex typicality for
vote choi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3(1), 21-38.
Conway, C. A., Jones, B. C., Debruine, L. M., & Little, A. C. (2008). Evidence for
adaptive design in human gaze pre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5(1630), 63-69.
Conway, C. A., Jones, B. C., DeBruine, L. M., & Little, A. C. (2010). Sexual
dimorphism of male face shape, partnership status and the temporal context
of relationship sought modulate women's preferences for direct gaz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1(1), 109-121.
DeBruine, L. M., Jones, B. C., Little, A. C., Boothroyd, L. G., Perrett, D. I., PentonVoak, I. S., et al. (2006). Correlated preferences for facial masculinity and

551

Eagly, A. H., & Karau, S. J. (2002). Role congruity theory of prejudice toward
female lead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9(3), 573-598.
Fink, B., & Penton-Voak, I. (2002).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acial attractivenes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5), 154-158.
Gartzia, L., & van Knippenberg, D. (2016). Too masculine, too bad: Effects of
communion on leaders’ promotion of cooperation.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41(4), 458-490.
Hehman, E., Graber, E. C., Hoffman, L. H., & Gaertner, S. L. (2012). Warmth
and competen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photographs depicting American
presidents. 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1(1), 46-52.
Jones, B. C., DeBruine, L. M., Little, A. C., Conway, C. A., & Feinberg, D. R. (2006).
Integrating gaze direction and expression in preferences for attractive fac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7), 588-591.
Jones, B. C., Main, J. C., Little, A. C., & DeBruine, L. M. (2011). Further evidence
that facial cues of dominance modulate gaze cuing in human observers.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70(4), 193-197.
Jones, B. C., Perrett, D. I., Little, A. C., Boothroyd, L., Cornwell, R. E., Feinberg,
D. R., et al. (2005). Menstrual cycle, pregnancy and oral contraceptive use
alter attraction to apparent health in fac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72(1561), 347-354.
Koenig, A. M., Eagly, A. H., Mitchell, A. A., & Ristikari, T. (2011). Are leader
stereotypes masculine? A meta-analysis of three research paradigm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616-642.
Langlois, J. H., & Roggman, L. A. (1990). Attractive faces are only average.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115-121.
Lee, A. J., Mitchem, D. G., Wright, M. J., Martin, N. G., Keller, M. C., & Zietsch, B.
P. (2014). Genetic factors that increase male facial masculinity decrease facial
attractiveness of female relativ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2), 476-484.
Macapagal, K. R., Rupp, H. A., & Heiman, J. R. (2011). Influences of observer sex,
facial masculinity, and gender role identification on first impressions of men's
faces. Journal of Social,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5(1), 92-105.
Sczesny, S., & Kühnen, U. (2004). Meta-cognition about biological sex and
gender-stereotypic physical appearance: Consequenc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leadership compete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1),
13-21.
Sczesny, S., Spreemann, S., & Stahlberg, D. (2006). Masculine = competent?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ex as sources of gender-stereotypic attributions.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1), 15-23.
von Stockhausen, L., Koeser, S., & Sczesny, S. (2013). The gender typicality of faces
and its impact on visual processing and on hiring decisions.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0(6), 444-452.
Watkins, C. D., DeBruine, L. M., Little, A. C., & Jones, B. C. (2012). Social support

ideal or actual partner's masculin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influences preferences for feminine facial cues in potential social partners.

Biological Sciences, 273(1592), 1355-1360.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9(6), 340-347.

DeBruine, L. M., Jones, B. C., Smith, F. G., & Little, A. C. (2010). Are attractive

Welling, L. L. M., Jones, B. C., DeBruine, L. M., Conway, C. A., Smith, M. J. L.,

men's faces masculine or feminine?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confounds

Little, A. C., et al. (2007). Raised salivary testosterone in women is associated

in face stimuli.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with increased attraction to masculine faces. Hormones and Behavior, 52(2),

Performance, 36(3), 751-758.

156-161.

552

心

理

科

学

The First Survey to Folk Imagination of
Emperor Face in Confucianism
Lee Chao-Hsü1, Zhao Kaibin1, Pan Wenjing2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2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fac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social information in humans, which provides cues to attention, emotion, age, and identity.

Pas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exual dimorphism cues of applicants’ faces and facial attractiveness affect leadership selection, i.e. a masculine facial
appearance is congruent with masculine-typed leadership roles. Thus, it is extremely significant to examine facial traits and certain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 purpose of the curr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ial image of emper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hosen a total of 90 participant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adopted a 2 (Participant Gender: men vs. women) ×2 (Facial
attractiveness: high vs. low) mixed experimental design to inspect the impact of facial attractiveness on the preferences for the face of emperors.
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a forced-choice decision for the composite faces and the certainty of decision. These pairs of composite faces were produced
by FaceGen Modeller 3.1 and by PhotoShop CS5. Each pair of composite faces was made of the two-gender typicality of faces which was produced
by the same original facial picture. In the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chose the faces that are coincident with the images of emperors in their minds. The
black fixation was presented firstly on the screen and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was 1000ms. Then, certain pairs of composite faces were presented on
the screen until the participants made their decision. These faces were presented to the participants randomly. For each pair of face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hoose the face which looked more like an emperor. Participants were also instructed to indicate the strength of his/her decision by choosing
from the options ‘slightly more coincidental’, ‘somewhat more coincidental’, ‘more coincidental’ and ‘much more coincidental’. If the participants
recognized the left face as an emperor, they were required to choose “1–4”. If the participants recognized the right face as an emperor, they were
required to choose “5–8”. The trial order and the side of the screen on which any particular image was shown were fully randomized. After e portraits
were viewed and decided upon, the sequence was rerun to rate these faces for masculinity/femininity and warmth.
In the experimen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mage of an emperor was feminine in one’s mind. (1)When judging these composite faces, the
result of one sample t-test comparing the strength of coincidence to the emperor’s face in their minds with what would be expected by chance alone
(i.e. 3.5)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judged feminine faces as being more coincidental than masculine faces. (2) A 2 × 2 mixed model analysis of variance
found a main effect of facial attractiveness: the preference for the emperor’s face was more pronounced for those faces with low attractiveness.
Taken together,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feminine-looking male face is coincidental with the emperor's image in
people’s mind; (2) Comparing the highly attractive feminine-looking male face, the less attractive feminine-looking male face is more coincidental
with the emperor's image in people’s mind.
Key words Confucian culture, sexual dimorphism cues, facial attractiveness, role congruity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