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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对学前儿童社会交往行为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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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选取 78 名 4 岁儿童，
通过儿童与新颖物体进行自由游戏作为测试情境，
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学前儿童社
会交往能力的发展。结果表明，
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自由游戏总时间、
与主试的眼神接触得分以及与物体作用的潜伏期显著
高于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
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产生新颖行为的总分以及在游戏过程中口语表达得分显著低于高社会经济地位
儿童。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学前儿童的社会交往表现，
需要相应的早期教育干预改善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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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conomic Status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 Behavior
ZHANG Shi-ya, WANG Wei, WANG Hai-jing, WANG Zhi-d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78 4-year-ol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to test whether socioeconomic status(SES) would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 ability by playing free games with novel
o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free game time, eye contact score and latency of object interaction of
low-SES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igh-SES children; the total score of novel behaviors
and oral expression score during games of low-SES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high-SES
childr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ffects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interaction performance, and corresponding
ear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preschool children; social interaction; exploratory behavior

社会经济地位是依据所获取或控制的有价值资

研究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儿

源(如教育、
财富、
社会地位等)而对其进行层级排名，

童在主动性、
想象和创造能力、
好奇心、
专注程度、
目

它反映了个体获取现实或潜在资源的差异

。现有

标意识等方面都有更好的表现［2］。学习投入是学生

大量研究证实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学业成绩、
情感发

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对学习的一种持续的、
充满

展和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已有

积极情感的状态，
是直接影响学生学业发展的核心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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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3］，
对儿童的学习品质有重要影响。国内外研究发

环和一个凸起的按钮，
侧面有一个可以扭动旋转的开

现，
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显著相关，
相对于社会

关，
储藏盒的盖子可以打开，
储藏盒里面有一个玩具

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更难投

鸡蛋；
（2）手电筒，一侧插着一根棉签，另一侧有一个

入学习

。但是，
很少有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

白贴，
开关后方贴着一个白色按钮，
手电筒的开关可

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因此，
本研究重点探讨社会

以打开，
并且打开开关后手电筒会发亮；
（3）门铃和刷

经济地位对学前阶段儿童社会交往的影响。

子，
门铃包括开关，
门铃一侧有一个小夹子，
另一侧有

［4-5］

学前期是儿童社会交往发展的关键阶段，
而游戏

一个白色微凸按钮，
门铃可以按响；
（4）小桶和U型叉，

作为学前儿童的基本活动以及最喜爱的教学活动，
是

小桶的盖子可以打开，
小桶里面有一个小汽车玩具，

儿童社会交往发展的重要途径，
是学前儿童进行社会

小桶桶盖下方有一个可以旋转的螺旋，
桶身有一个开

交往建立人际关系的起点

关（见图1）。

［6］

。游戏活动能为学前儿

童提供自由探索、
大胆想象的机会，
使他们变换各种
思维与活动方式去对待周围的事物［7］，
还能训练儿童
的口语表达能力，
培养儿童活泼好动的性格［8］，
促进
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9］。因此对于学前儿童来说，
游
戏具有特殊的意义。游戏是学前儿童存在的一种形
式，是学前儿童生存的一种状态 ［10］ 。有心理学研究
表明，
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和探索活动常常源于对被探
索对象的无知或兴趣。形象鲜明、
生动而又富于变化
的刺激物是学前儿童感兴趣的，
能够调动他们
“玩”
的
积极性和持续性，
让他们主动通过各种感觉器官的联
图1

动引起大脑思维和创造活动，
从而让学前儿童的心理
活动处于积极的状态

［7］

研究材料

。本文主要通过儿童与新颖

物体进行自由游戏作为测试情境探讨社会经济地位
是否会影响学前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一、研究设计

在每个物体上都设置了三个新颖部件，
主要目的
是考察儿童是否会在自由游戏的过程中去探索这些
他们以前未曾见到过的新的部件。这些新的部件与
打开物体或者使物体发亮发出声音没有直接的关系，

（一）研究对象

只是通过考察儿童对这些新颖部件的探索，
以及在探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
从2所

索的过程中如何与实验人员互动等指标来考察儿童

幼儿园中随机抽取78名儿童参与测试，
儿童平均年龄

的社会交往能力。

为4岁（M=51.8月，
SD=5.46月，
R=10.92月），
其中男孩

（三）研究设计

37名，
女孩41名。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实验设计，
自变量为社会经济

（二）研究工具

地位，
分为两组，
即高社会经济地位组和低社会经济

1.采用自编的《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评估儿童的社

地位组；
因变量为儿童社会性发展水平，
本研究采用

会经济地位，
主要使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所从事

五种测量情境的总分作为指标，
包括：
儿童的目标行为

职业两个指标。没有使用收入指标的主要原因是该

得分，
儿童与物体作用总时间，
儿童的潜伏期总时间，

指标的测量通常比较困难，
因此有学者建议取消［11］。

儿童与主试的眼神接触以及儿童的口语表达行为。

样本儿童的社会经济地位信息通过家长问卷方式获

（四）研究过程

得。评估之后得到高社会经济地位组42名儿童，
低社

研究过程包括熟悉阶段和自由游戏阶段。在熟

会经济地位组 36 名儿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组儿童

悉阶段，主试问候儿童同时与儿童有一些简短的交

的年龄不存在显著差异，
（78）
t
=1.54，
p=0.13。

流。在交流的过程中，
主试保持微笑并和儿童进行眼

2.研究材料包括：
（1）粉色储藏盒，
顶部有一个手

神的接触。在儿童熟悉测试环境之后，
开始自由游戏

总 3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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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在自由游戏过程中，
主试将 4 个物体放在靠近主

口语表达的总分均在0-3分之间。
（六）数据分析

试一侧的地上，保证在被试的角度看不到物体。首

由两名实验人员对所有测试儿童的行为视频进

先，
主试说：
“小朋友，
我今天带来了一些玩具，
一会我

行分析，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为 100%。采用 SPSS22.0

会把每个玩具都取出来让你玩，你愿意和我一起玩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吗？
”
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
主试拿出一个物体放在儿
童面前，
说，
“这是我带来的第一个玩具，
现在你可以
玩了，
你可以随便玩”
。在说完之后，
主试将玩具摆放
在儿童前面，
允许儿童操作该物体 30s。如果儿童说，

二、研究结果
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实验材料的的先后顺序（p>
0.05）对因变量不存在显著影响。被试的性别对其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玩”
，
主试面带微笑地告诉儿童，
说

因变量均不存在显著影响（p>0.05），
因此，
在下面的分

“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30s 之后，
主试收回该物体，
并

析中不再考虑这两个变量。

拿出一个新的物体递给儿童让儿童操作，时间仍为
30s。如果儿童在 30s 内玩完了，
并将物体递给主试，

（一）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目标行为探索的
差异比较

主试也收回物体并拿出一个新的物体递给儿童。在

如图2所示，
以被试类型为自变量，
以目标行为总

儿童自由游戏的过程中，
主试保持微笑注视儿童，
如

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被试类型

果儿童抬起头来看主试，
主试与儿童进行目光接触。

对儿童目标行为的影响显著，
（
t 76）=2.07，
p=0.042，
d=

在四个物体测试完毕之后，
主试说，
“好的，
小朋友，
你

0.47。这说明高社会经济地位组目标行为的总分显著

已经玩过了所有的玩具，
我们的游戏结束了”
。在游

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见图2）。

戏结束之后，
主试将提前准备好的贴纸作为小礼品赠
送给儿童作为参与游戏的礼物。
■ 高社会经济地位

（五）编码计分

□ 低社会经济地位

本研究对以下5个变量进行编码：
1.目标行为：包括两类，一类是对新颖部件的探
索，
每个物体上包括3个新颖部件，
儿童在游戏过程中
每探索一个部件，
计 1 分；
另一类是结果导向行为，
每
个行为计1分，
总共为4分，
因为有4个物体，
所以儿童
自由探索阶段的目标行为的总分均在0—16分之间。
2.与物体作用总时间：
对每个儿童从接触并操作

高社会经济地位

低社会经济地位

高社会经济地位

低社会经济地位

图 2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儿童行为探索的差异比较

每个物体上都仅有一个结果导向行为，
例如，
打

物体到停止操作物体的时间进行统计，
得出儿童在四

开小桶可以得到里面的小汽车，
压按钮门铃会响等。

个物体上的游戏总时间。

以被试类型为自变量，
以结果导向行为总分为因变量

3.潜伏期总时间：
该指标定义为实验人员将物体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组在

放在儿童面前到儿童接触物体之前这段时间，
将四个

自由游戏阶段所产生结果导向行为总分显著高于低

物体的潜伏期时间相加，
得到儿童潜伏期的总时间。

社会经济地位组，
（
t 76）=2.07，p=0.027，d=0.51。这说

4.儿童与主试的眼神接触：
主要是指儿童在游戏
过程中主动发起的与成人的目光对视行为。儿童每
与主试眼神接触一次则计为1分，
反之计0分。
5.口语表达行为：
主要是指儿童主动发起的针对

明高社会地位儿童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更能够探
索到产生结果的行为（见图2）。
（二）儿童物体探索过程中所用的时间以及社
会交流

物体的评论性行为和问题解决性行为。儿童的口语

如表1所示，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类别对

表达共分为3个水平，
分别为针对物体的口语表达、
针

儿童与物体作用总时间存在显著影响。低社会经济

对问题解决的口语表达和针对与成人交流的口语表

地位组与物体作用的总时间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地

达，
每出现一次表达计为 1 分，
反之计 0 分，
因此，
儿童

位组与物体作用的总时间，
（
t 76）=-2.42，p=0.0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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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此外，
被试类别对儿童潜伏期总时间的影响不

为宽松［14］。而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更偏向于专制独

存在显著差异，
（76）
t
=-1.10，
p=0.28，
d=0.25（见表1）。

裁型的教养模式，
使得儿童容易形成自卑、
顺从的心

表1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物体探索过程中所用的时

间以及社会交流
高社会经济地位组 低社会经济地位组

理［15］。这种教养方式的差异可能导致了儿童探索物
体时眼神上的差异；
第三，
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比低
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出现了更多针对物体的表达行为，
这说明高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在新颖的探索环境中更

M

SD

M

SD

与物体作用总时间

166.29

58.53

200.53

66.33

希望通过口语交流获取关于物体的信息并与成人进

潜伏期总时间

5.71

9.82

9.00

16.32

行互动。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儿童接触材

眼神接触得分

10.17

6.79

18.25

9.64

料的类型及丰富程度不同会影响着儿童口语表达能

口语表达得分

1.48

1.15

0.72

1.09

力的发展［16］。另一方面高社会经济地位父母花更多的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高社会经济地位组和
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在测试过程中与实验人员的眼
神接触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
（
t 76）=-4.32，
p<0.001，
d=0.97，
低社会经济地位组眼神接触得分显著高于高
社会经济地位组眼神接触得分。高社会经济地位组
和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在测试过程中的口语表达得分
差异也非常显著，
高社会经济地位组口语表达得分显
著高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组口语表达得分，
（
t 76）=2.96，
p=0.004，
d=0.68（见表1）。

三、分析与讨论
（一）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在游戏中的探索
性行为
本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
第一，
虽然低社会经济
地位儿童与物体作用的总时间显著高于高社会经济
地位儿童，
但是，
高社会经济组儿童在物体上产生的
探索性行为以及结果导向行为得分都显著高于低社
会经济组儿童。这说明面对同样的物体高社会经济
地位儿童的探索行为更加积极。高社会经济地位儿
童的家庭物质资源与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相比较为
丰富，
他们接触到的新奇物体较多，
对物体的接受能
力与探索能力可能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要好 ［12］ ；
第二，
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眼神接触总次数显著高于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
这可能反应了低社会经济地
位儿童在面对新颖物体的探索时会更不自信、
更加拘
束，
他们更希望通过成人眼神的信息来确定自己的行
为是否正确。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更强调服从、
尊重
权威，
倾向于严厉和专制，
而高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更
注重独立、创造和抱负 ［13］ 。高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更
多采用平等民主的教养方式，
儿童人格发育的环境更

时间陪伴子女，
在丰富的物理环境刺激中开展互动游
戏，
促进儿童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相反，
低社会经济
地位父母为儿童提供的物理刺激环境相对匮乏，
他们
与子女之间互动较少，
父母陪伴和参与子女游戏的时
间也相对较少，
这都不利于儿童语言表达的发展［17-18］。
（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游戏中社交能力
的教育启示
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儿童的各方面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有些影响甚至会伴随他们终身，
影响儿童成
年后的生活质量，
而且还可能会进行跨代传递。本研
究基于自由游戏情境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社会
交往能力发展存在影响，
这启示我们在儿童早期就需
要开展有效的干预措施，
加强对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
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例如，
鼓励儿童多与人接触，
减少儿童的胆怯心理，
培养儿童的自信心。当然，
凡
事都是
“孤掌难鸣”
，
需要社会各方面发挥合力，
才能
减少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影响。
对于社会而言，
应建设社会服务机制，
及时关注
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水平；
积
极创设和谐融洽的邻里氛围，
积极宣传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与社区宣传栏等多种方式
保障家长的亲职教育；
社区之间可以多举办一些亲子
活动，
呼吁家长回归家庭；
对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回
归家庭的家长，
则要呼吁他们离家而不离职。
对于幼儿园而言，
则要多采用游戏的方式，
创设
良好的同伴交往环境，
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在幼
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关注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鼓励儿童在活动中大胆表现自己，
培养儿童的胆量与
自信心；加强家园合作，及时开展家访工作，了解儿
童家庭的具体情况与家庭教养模式；积极成为亲职
教育的主力军，
转变家长的思想观念，
使家长知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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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教育需要家庭和幼儿园的共同努力，而不是幼

［3］

5

Schaufeli W B, Salanova M, Vicente González-romá,

儿园单方面的责任；幼儿园教师也要及时关注社会

et al. The Measurement of Engagement and Burnout: A

经济地位带给儿童的影响，关注儿童社会交往能力

Two Sampl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J］.

发展的阶段性和差异性，
因材施教，
创设相应的游戏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2, 3(1)：
71-92.

与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应对儿童社会交往能力

［4］

的关系：学业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J］. 心理发展与教

发展的个别差异。
对于家庭而言，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父母最好

石雷山，陈英敏，侯秀，等. 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
育，2013，29(1)：
71-78.

［5］

Sirin S 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

能亲自去教养自己的孩子；
但是如若出现了某些客观

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J］. Review

因素，而使得儿童不得不由祖父母或者其他亲戚带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5, 75(3)：
417-453.

时，
父母则要及时与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沟通，
明确自

［6］

己的教育理念，
培养儿童健康的社会行为；
家长要多
与儿童保持联系，
及时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
关注儿

刊，2013(35)：
199-199.
［7］

民主的教养方式，
避免专制独裁，
为儿童社会交往能
力的发展创造积极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低社会经济家庭中，
有一个特
殊的群体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那就是留守儿

洪歆慧.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探索学前儿童玩具的优化设
计［D］. 无锡：
江南大学，2008.

童的社会能力发展状况，
让儿童感受到父母的爱与存
在；
同时家长要转变自己的教育理念，
尽量采用平等

彭兴旺. 浅谈游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J］. 学周

［8］

王镭. 游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作用［J］. 成功(教

［9］

练慧璟. 游戏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作用［J］. 教育教学论

育)，2013(5)：
107-107.
坛，2013(16)：
251-252.
［10］ 王小英. 学前儿童的游戏与学习:内在的连结性［J］. 学
前教育研究，2013(7)：
3-7.

童，
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虽然未必所有的留守儿童

［11］ F Xu , XM Yin , MZhang , et al. Family average income

都来自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但是，
很显然这二者

and body mass index above the healthy weight range

之间具有很大部分的重合。因此，
建立健全的农村留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regional Mainland

守儿童服务体系有助于更好的帮助相当大一部分低
社会经济地位儿童。国务院于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
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家庭方面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确保农村留守儿童
得到妥善监护照料、
亲情关爱和家庭温暖；
政府方面
落实县、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职责，
加大教
育部门和学校关爱保护力度，
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
切实保障农村留守儿童合
法权益；
社会方面发挥群团组织关爱服务优势，
推动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形成全社会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
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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