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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接触双人电子游戏
对幼儿同伴交往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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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实验法考查了短时接触双人合作 / 竞技电子游戏对 60 名 4-6 岁幼儿的同伴交往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发现：1）幼儿接
触游戏后变得更喜欢玩伴，将其视为好友并更希望与其交往；2）合作比竞技游戏更能促使幼儿喜爱同伴，竞技游戏的获胜者比失
败者更喜欢其搭档；3）年长比年少幼儿更喜欢与同伴交往；4）与其他非好友同伴相比，幼儿对搭档的帮助更多。这表明短时接
触内容适宜的双人电子游戏对幼儿的同伴交往和亲社会行为发展较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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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对幼儿身心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长

１ 引言

期以来，电子游戏的负面影响一直被人们所诟病。

电子游戏（electronic games）是指所有依托于电

而目前许多研究者纷纷为其正名，并指出电子游戏

子媒体平台而运行的交互游戏。由于视频游戏（video

已被过度污名化（Granic, Lobel, & Engels, 2014）。

games）是当前最常见的电子游戏形式，所以国外学

如今秉持电子游戏有益论观点的学者将电子游戏应

者也常以视频游戏指代电子游戏。有研究者调查指

用于教育活动、技能培训与临床实践，在认知领域

出，杭州市 3~6 岁的幼儿都有过玩电子游戏的经历，

取得了良好的干预效果。然而以往这些研究多针对

他们最常用的媒体是平板电脑（黄雅婷，2015）。

6 岁以上人群开展，国内外鲜有关于电子游戏对幼

可见电子游戏在幼儿中已颇为普及，并且其受众日

儿同伴交往与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因而学

趋低龄化。

者对“可否以电子游戏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问题
的解答并无定论。
如 今 生 态 科 技 - 微 系 统（ecological technomicrosystem）已成为儿童成长的直接环境（Johnson,
2010），它通过环境的两个维度对儿童发展产生影
响：一是电子产品承载的社交、信息、娱乐、科技
等媒体功用环境，二是家庭、学校、社区等媒体使
用环境（图 1）。在家庭、学校、社区（即微系统）
中，儿童个人特质（即生物生态特质）与电子科技
使用（即科技 - 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造就了儿
童在生理、认知、情感、社会性方面的发展。因此，
幼儿在学校环境中与同伴一起接触具有娱乐、社交
等积极功能的双人电子游戏应当会对其社会交往产
图 １ 生态科技 － 微系统

生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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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电子游戏可促进儿童的社会交往
（Kovess-Masfety et al., 2016）。而有研究者却对此
存有异议，他们认为接触电子游戏会令人们的亲密
关 系 恶 化（Padilla-Walker, Nelson, Carroll, & Jensen,
2010）。现在人们对电子游戏与同伴交往的关系还
众说纷纭，
其原因可能与个体接触游戏的时间长短、
游戏类型以及玩家数量有关。总体而言，接触电子
游戏的时间越长对亲密关系的危害就相对越大（Lo,
Wang, & Fang, 2005）；亲社会游戏更有助于促进同
伴互动（Lichtenberg, 2013）；多人游戏对人际交往
亦有促进作用（Hastings, 2015）。
对于电子游戏是否会引发人们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者们目前也未达成共识。有人认为电子游戏
对 个 体 的 亲 社 会 行 为 有 促 进 作 用（Harrington &
O’Connell, 2016）。而有的研究者却认为电子游戏
对亲社会行为毫无裨益（Lobel, Engels, Stone, Burk,
& Granic, 2017）。造成人们观点各异的原因，可能
与游戏类型、帮扶对象和玩家数量有关。整体来说，
亲社会游戏比其它类游戏更易引发人们的亲社会行
为（Greitemeyer & Mügge, 2014）；受助者与施助者
的关系越近，越易激发施助者的亲社会行为（Maner
& Gailliot, 2007）；此外，与他人同玩游戏的经历也
会对亲社会行为造成影响（Breuer, Velez, Bowman,
Wulf, & Bente, 2017）。
幼儿期是个体的友谊质量和社交能力的飞速发
展期，多数幼儿在四五岁时已与同伴建立了亲密关
系（Hartup, 1992）。同时，幼儿极易受媒体影响
（Lemish, 2015），短时接触电子游戏对年长与年幼
个体的影响不同（Bushman & Huesmann, 2006）。
鉴于过去以短时干预考查双人电子游戏对幼儿影响
的研究十分罕见，本研究将以 4~6 岁幼儿为被试，
通过合作与竞技游戏来考查短时接触双人电子游戏
对幼儿同伴交往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将干预效
果的年龄差异与长时效应纳入考查范围。本研究可
以丰富电子游戏与儿童发展之关系的知识，使人们
了解影响儿童社会交往的因素与机制，也有助于教
育者获悉如何科学地引导幼儿使用电子游戏，以及
合理地借助游戏实施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干预。
我们的研究假设是：与同伴一起短时接触双人
电子游戏能促进幼儿与搭档的同伴交往；合作比竞
技游戏更有益于幼儿的同伴交往；电子游戏对年长
与年少幼儿的影响不同；与其他非好友同伴相比，
幼儿玩过电子游戏后会更愿意帮助自己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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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方法
２.１ 被试
以整班取样的方式选取了某市普通幼儿园 60 名
4~6 岁幼儿（男孩 34 名）。按幼儿所在自然年级将
其分为两个年龄组：年少幼儿（M age = 5.18 岁 , SD
= .26 岁）、年长幼儿（M age = 6.04 岁 , SD = .29 岁）
各 30 人。所有幼儿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实验获
得了家长与学校的知情同意。
２.２ 实验设计
（1）以 2（游戏类型：合作、竞技，组间变量）
× 2（年龄：年长、年少，组间变量）× 2（测量时间：
前测、后测，组内变量）的混合设计考查同伴喜好度；
（2）以 2（游戏类型：合作、竞技，组间变量）×
2（年龄：年长、年少，组间变量）× 2（交往对象：
游戏搭档、非好友同伴，组内变量）的混合设计考
查同伴交往意愿和助人行为。由于性别对各因变量
均无影响，因而未将其纳入统计分析。
２.３ 实验材料与程序
２.３.１ 好友提名前测与分组
实验前一天，请幼儿对班上所有好友进行不限
额提名。根据提名结果，将同性别、均未选为好友
的幼儿两两分组。将组别编号并抽签，使幼儿随机
接受合作 / 竞技游戏中的一种实验处理。
２.３.２ 正式实验
以 iPad 版“双人挖金子”和 “红蓝大作战”游
戏分别作为合作与竞技游戏材料。合作游戏结果无
输赢之分；竞技游戏结束后，
系统自动给出双方成绩，
每组幼儿胜负各半。除访谈单独实施外，实验以小
组为单位，分 8 步进行：
（1）同伴喜好度前测：实验前，主试借助 5 个
半径依次递增的圆形询问幼儿“你有多喜欢与搭档
一起玩？”（5 点计分）
（2）讲解与练习后，请幼儿与搭档一起正式玩
5 分钟游戏。接着询问记忆测查问题——合作游戏：
“你与搭档一共得了多少分”；竞技游戏：“你在
游戏中得了多少分？你赢了还是输了？”（对输赢
的提问顺序予以平衡化处理）。幼儿正确回答了该
问题后，继续进行个别访谈。
（3）游戏喜好度评定：请幼儿借助不同尺寸的
圆形指出自己有多喜欢该游戏（5 点评分）。
（4）游戏后的心情评定：请幼儿从 5 个表情图
片中指出其玩完游戏后的心情（5 点计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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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的心情或游戏喜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

（5）同伴喜好度后测：与前测一致。

３.２ 电子游戏对幼儿同伴交往的影响

（6）同伴交往意愿评定：请幼儿指出下次玩游

３.２.１ 电子游戏对幼儿同伴喜好度的影响

戏时，他 / 她有多愿意与现在的搭档或另一位非好

以同伴喜好度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

友同伴（同性别、均未选为好友的非游戏搭档）一

明（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 1），测量时间的主效应

起玩。对搭档与非好友同伴的提问顺序予以平衡化

显著，F (1, 56) = 74.14, p < .001, η 2 = .57，幼儿玩完

处理。根据幼儿对圆形的选择，在 1~5 之间打分。

游戏后对搭档的好感（M = 4.07, SD = 1.38）多于实

（7）助人任务测查：参考已有研究范式（Saleem,

验前（M = 2.35, SD = 1.04）。游戏类型的主效应显

Anderson, & Gentile, 2012），请幼儿帮搭档与非好

著，F (1, 56) = 4.56, p < .05, η 2 = 0.08，玩合作游戏

友同伴（平衡化处理提问顺序）从三种难度的七巧

（M = 3.43, SD = .50）比玩竞技游戏（M = 2.98, SD

板拼图中选择一个题目进行挑战（图 2），并告之

= .99）的幼儿更喜欢其搭档。年龄的主效应显著，

幼儿如果其同伴能在 10 分钟内完成任务，那么该同

F (1, 56) = 4.56, p < .05, η 2 = 0.08，年长（M = 3.43,
SD = .70）比年少幼儿（M = 2.98, SD = .86）更喜欢
其搭档。

伴将得到小贴画奖励。按挑选任务从难到易的顺序
为助人行为打分（1~3 计分），得分越高意味着幼

表１

儿越愿意帮助同伴。

图２

幼儿的同伴喜好度、交往意愿、助人行为得分（Ｍ ±ＳＤ ）

助人任务实验材料

２.３.３ 好友提名后测
为探讨同玩电子游戏对幼儿选择好友的短时与
长时影响，提名分两次进行：1、安排在实验开展后
的第 2 天，用于短时效应的考查；2、在实验开展后
的 80 天进行，用于长时效应的考查。由于实验完成
80 天后年长幼儿业已毕业，所以对长时效应的检测
仅针对年少幼儿开展。

３ 结果
３.１ 实验操纵检查
将幼儿对游戏的喜好度与游戏后的心情与中值
3 进行单样本 t 检验比较，结果显示幼儿整体上都
非常喜欢实验中的游戏，M = 4.88, SD = .32, t(59) =
45.06, p <.001, d = 11.73；他们玩游戏后的心情都非
常 好，M = 4.70, SD = .70, t (59) = 18.91, p <.001, d =
4.92。
游戏类型、输赢、幼儿的年龄与性别对其游戏
喜好度与游戏后的心情没有影响。
幼儿的游戏喜好度、
游戏后的心情与其同伴喜好度、交往意愿、助人行为
之间不存在相关。这说明实验使用的游戏适用于不同
年龄与性别的幼儿，并且游戏的类型与输赢不会通过

图３

幼儿在接触不同类型的游戏前后对同伴的喜好度

测量时间与游戏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图 3），

F (1, 56) = 24.32, p < .001, η 2 = .30，接触不同类型游
戏的两组幼儿在前测中对搭档的喜好度不存在差异；
而接触了游戏后，玩合作游戏比玩竞技游戏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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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喜欢其搭档，t (58) = 4.55, p <.001, d = 1.18。其它
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幼儿在游戏前后的情绪效价变化由同伴喜好度
变化得分（后测与前测之分差）体现。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竞技游戏的输赢会影响幼儿的同伴喜好
度变化（图 4），t (28) = 6.43, p < .001, d = 2.43。与
0 值（游戏前后对同伴的喜好没有变化）比较的单
样本 t 检验表明，幼儿赢得游戏后（M = 2.20, SD =
1.27）会格外喜欢自己的搭档，t (14) = 6.74, p < .001,

d = 3.60，但输了游戏后（M = -.67, SD = 1.18）会更
不喜欢自己的玩伴，t (14) = -2.20, p < .05, d = -1.18。
另外，与玩合作游戏（M = 2.67, SD = 1.15）相比，
幼儿在输了比赛之后会更不喜欢自己的搭档 , t (43) =
9.08, p < .001, d = 2.87，但竞技游戏的获胜者与玩合
作游戏的幼儿之间不存在差异。

图 ４ 竞技游戏输赢对幼儿的同伴喜好度变化的影响

３.２.２ 电子游戏对幼儿同伴交往意愿的影响
以同伴交往意愿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
示，交往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 (1, 56) = 354.25, p < .001,

η 2 = .86，与其他非好友同伴（M = 1.90, SD = 1.15）相
比，幼儿玩过游戏后会更希望将来与其搭档（M = 4.75,
SD =.54）一起玩。交往对象与年龄的交互显著（图
5），F (1, 56) = 6.50, p < .05, η 2 = .10，即年长和年少幼
儿与搭档的交往意愿没有差异，但年长比年少幼儿更
愿意以后与非好友同伴一起玩，t (58) = 2.34, p < .05, d =
.60。其它因素的主效应与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幼儿在游戏后对搭档的喜好度与其日后的交往
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 (r = .50, p < .001)，那些在接触
游戏后越喜欢搭档的幼儿会越希望下次与该搭档一
起玩；竞技游戏的输赢没有对幼儿与搭档、非好友
同伴的交往意愿产生影响。

图５

不同年龄的幼儿与游戏搭档 ／ 非好友同伴的交往意愿

３.２.３ 电子游戏对幼儿好友选择的影响
玩完游戏后第二天，所有幼儿都将原先非其好
友的搭档提名为新好友（n = 60），好友提名短时效
应后测与前测的相关样本比率差异检验结果显著，

Z = 7.75, p < .001，而游戏类型、年龄对幼儿选择好
友的比例没有影响，这说明无论幼儿玩的是合作还
是竞技游戏，只要幼儿在一起玩过游戏就能在短时
期内促进其与搭档的同伴交往。同时，幼儿将另一
位非好友同伴提为新好友的人数为 20 人，游戏搭档
提名与非好友同伴提名的独立样本比率差异检验结
果显著，Z = 7.75, p < .001，与其他非好友同伴相比，
幼儿在玩完游戏后更倾向于选择游戏搭档作为自己
的新好友。
实验结束 80 天后的追踪研究显示，年少幼儿里
（n = 30）有 18 名幼儿继续将搭档提名为好友，80
天后测与前测的相关样本比率差异检验结果显著，
Z = 4.24, p < .001，即同玩游戏的经历对幼儿的友谊
有较长时间的积极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没有受到游
戏类型的干扰，Z = -.30, p > .05。游戏对幼儿选择好
友的短时影响要大于长时影响，Z = 3.46, p < .001。
另外，年少幼儿在 80 天追踪研究中将非好友同伴提
名为新好友的人数为 8 人，这与提名搭档为好友的
比率存在显著差异，Z = 2.69, p < .01，即与其他非好
友同伴相比，在实验开展 80 天后幼儿依旧更愿意选
择游戏搭档作为好友。
３.３ 电子游戏对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以助人行为为因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
交往对象的主效应显著，F (1,56) = 154.02, p < .001,
η 2 = .73，幼儿对搭档（M = 2.55, SD = .57）表现出
了比对非好友同伴（M = 1.35, SD = .61）更多的助
人行为。而游戏类型和年龄的主效应，以及各因素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竞技游戏的输赢不影响幼儿对搭档和对非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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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助人行为。幼儿对游戏搭档的助人行为与其

现与以往研究略有不同。许多有关亲社会电子游戏

在游戏后对同伴的喜好度、同伴交往意愿之间不存

影响助人行为的研究是以虚拟人物为施助对象的

在相关。

（Harrington & O’Connell, 2016），而本研究是请

４

讨论

幼儿为真实他人施以援手，此举在保证了生态效
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幼儿对不同受助者的

在本研究中，除了幼儿在竞技游戏中输掉比赛

亲社会行为差别。一般学习模型（general learning

的情况外，短时接触双人电子游戏在多层面对幼

model）认为，电子游戏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本质上是

儿的同伴交往产生了持续的积极影响。这印证了

一种学习（Buckley & Anderson, 2006）。人们的行

McGonigal（2012）的观点：游戏建立了更强的社会

为表现依赖于个体与情景两种输入变量，其中情景

纽带，创造了更活跃的社交网络。生态科技 - 微系

变量包括媒体、事物、背景和他人等。当情景变量

统理论（Johnson, 2010）指出，儿童会借助交际、信息、

产生变化时（如针对不同他人），人们的决定与行

娱乐技术等元素与生命体（如同伴）和无生命体（如

为也会相应做出改变。由于幼儿与搭档一起玩过游

硬件）发生互动。良好愉悦的媒体功用与使用环境

戏后便将其视为好友，而幼儿对好友的亲社会行为

会对儿童的人际交往产生积极影响。

多于非好友（Paulus, 2016），所以幼儿在干预后出

就游戏类型的影响而言，合作比竞技游戏对幼

现了有差别的助人行为也不足为怪。

儿的同伴交往产生了更积极的影响。这与竞技游

幼儿的年龄对同伴喜好和交往意愿有影响，年

戏的输赢反馈息息相关，其突出表现是幼儿在输掉

长比年少幼儿更喜欢其搭档，更愿意以后与非好友

游戏后变得更不喜欢自己的搭档。因为游戏的输赢

同伴一起玩。这体现了幼儿友谊的发展趋势，即随

将直接作用于幼儿的自尊与自我价值感，所以当

着认知能力的提升，年长幼儿更关注支持和共同兴

幼儿获得消极反馈时，他们通常会在自我提升动机

趣对友谊的影响。不过纵观整个学前期，一同玩

（self-enhancement motive）的驱使下，进行选择性

耍始终是幼儿友谊的重要部分（Kawabata & Crick,

认知加工或寻求向下的社会比较，并进而远离那些

2011），所以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少幼儿，他们在玩

对其自尊构成威胁的人或事物（刘肖岑，桑标，窦

过双人电子游戏后对搭档的态度都产生了极大的转

东徽，2011）。因而合作比竞技游戏更适合用作同

变。

伴交往的干预工具。
诚然传统的合作游戏也能促进幼儿的同伴交往，

既然电子游戏已经成为了“数字化原住民”
的学前儿童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教

然而通过文献比较，我们发现借助传统游戏对幼儿

育者对儿童电子游戏的使用则易疏不易堵。因而，

同伴关系实施的干预，在时间上要持续数日以上，

与其单纯地探讨电子游戏对儿童发展的利弊孰重，

在形式上要伴随教师的反馈指导等（Hughett, Kohler,

不如进一步探究如何趋利避害、科学合理地运用电

& Raschke, 2013）。而在本实验中，5 分钟的电子

子游戏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本研究揭示了与同伴

游戏干预就对幼儿的友谊产生了持续的积极影响，

一起适度接触内容适宜的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同伴交

可见电子游戏比传统游戏干预更省时省力、见效迅

往和亲社会行为发展不无裨益。具体而言，对“适

速。这可能是由于电子游戏极易为玩家带来心流、

度”的把握可以参考美国儿科医学会的建议（AAP

成就感、幸福感等积极心理体验（Laffan, Greaney,

Council o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2016）：成人

Barton, & Kaye, 2016），而这些体验恰好为人际关

需要将 2~5 岁幼儿每天接触所有高质量的电子媒体

系 的 建 立 提 供 了 催 化 剂（Saldarriaga, Bukowski, &

的时间限定在一小时以内，并应与其共同使用这些

Greco, 2015）。因而 Hillier（2013）在对自闭症幼

媒体并随时提供指导。而“内容适宜”与否的评判

儿实施了短时电子游戏干预后指出，应倡导教师在

也有标准，如由美国娱乐软件评定委员会审核为 EC

班级中借助电子游戏等现代科技促进幼儿的同伴互

的电子游戏便适合幼儿接触。另外，通过移动终端

动，因为这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便捷、有趣且可以自

下载平台（如 Apple Store）上有关游戏适用人群的

由选择的活动。

说明，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电子游戏对幼儿的适宜性。

短时接触电子游戏的经历对幼儿的亲社会行为

总之，在电子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的新媒

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具有选择性的，该发

体时代，短时高效的电子游戏干预有望成为新型教

刘肖岑等 ： 短时接触双人电子游戏对幼儿同伴交往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369

育手段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

Hillier, K. R. (2013). Effects of Wii game console on increased engagement and

５ 结论

Hughett, K., Kohler, F. W., & Raschke, D. (2013). The effects of a buddy skills

peer interactions. Unpublished master' s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同玩双人电子游戏能使幼儿更喜欢其搭档，
更希望日后与搭档交往，并使幼儿在较长时间内将
搭档视为好友；
（2）合作比竞技游戏更能促使幼儿喜爱其搭档，
竞技游戏的获胜者比失败者更喜欢其搭档；
（3）年长比年少幼儿更喜欢自己的搭档，也更
愿意与非好友同伴交往；
（4）接触双人电子游戏后，幼儿为搭档提供了
比对其他非好友同伴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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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Exposure to Two-Player Video Games Stimulates
Young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nd Pro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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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young children play video games at a very early age. Whereas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video gaming by young children, rec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playing video games may facilitate peer interaction and foster prosocial behavior.
However, few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has been made to examine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video games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 whether brief exposure to two-player cooperative/competitive video games may promote young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Sixty 4- to 6-year old children (34 boy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age groups: 30 younger preschoolers (M age =
5.18, SD = .26) and 30 older kindergarteners (M age = 6.04, SD = .29). Based on participants’ nominations of all their friends, the children were grouped
into 30 pairs matched by gender and no friendship relationship. Each pair of children was randomly assigned to play a two-player cooperative or
competitive game. After rating the affection for their partners and playing the games for 5 minutes, the children answered a battery of questions,
including: (1) How much they liked their partners, then (2) How much they would like to play video games again with their partners or another
same-gendered non-friend partner, and (3) Which tangram puzzle they would assign to their current partner or a different non-friend partner. One day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children nominated all their friends again. This same socio-metric measurement was repeated in another 80-day follow-up
interview to explore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video games on peer relationships.
We used a two (test time: pretest vs. posttest) × two (game type: cooperative vs. competitive) × two (age group: younger preschooler vs. older
kindergartener) design to evaluate children’s affection for their partners. We also used a two (game type: cooperative vs. competitive) × two (age group:
younger preschooler vs. older kindergarteners) × two (communication target: current partner vs. new partner) design to assess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W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After co-playing two-player video games for 5 minutes, children liked their partners more than they did
before the game, and they preferred their current partner over a new partner for future games. One day after the experiment, all children nominated
their video game partner as their new friend even though the partner was not a friend prior to the game; the new friendship lasted more than 80 days. (2)
Compared to those who played competitive games, children who played cooperative games liked their partner more dearly. For the competitive game
players, winners liked their partner more than losers did. (3) Compared to younger preschoolers, older kindergarteners liked their partner more dearly
and were more willing to play with the new partner. (4) Children exhibited more helping behavior towards their partner than they did towards the new
non-friend partner.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brief exposure to appropriate two-player video games, such as cooperative games, may serve to promote young
children’s peer communication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owards their partners.
Key words electronic game, video game, two-player game, young children, peer communic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interv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