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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of mind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ed it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i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research, which started with parent-child shared-booking,
made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hildren’s theory of mind in this game. Teachers and parents could
utilize parent-child shared-booking to promote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theory of mind by
choosing books that contain theory of mind, asking question about protagonist’s feeling and
thought, provid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states, role play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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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关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结合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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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对亲子共读进入了深入的分析。教师和家长可以借助亲子共读活动，首先挑选包含心理理论的绘
本，问儿童故事主角想法感受的问题，给幼儿提供一个心理理论的概念框架，通过角色扮演等方法促进
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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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关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近年来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的热门话题。对于心理理论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和特殊教育学领域。尽管心理理论在研究上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
相 关 概 念 仍 然 未 被 广 大 一 线 幼 教 工 作 者 所 了 解 ， 也 不 被 幼 儿 家 长 所 理 解 。 亲 子 共 读 (Parent-child
shared-book reading)作为亲子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指在家庭情景中父母给尚未识字幼儿阅读故事书或图画
书的活动，在阅读过程中，父母可能会和儿童讨论故事，把儿童的注意力吸引在图画、词语、和故事的
意义上去。近年来，研究者对亲子共读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发现亲子共读在亲子互动交流过程中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为儿童语言的发展带来诸多好处。
目前国内对心理理论和亲子共读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从心理理论方面来分析亲子共读的文献尚不
多见。有研究发现通过故事讲述法的心理理论训练对幼儿心理理论提高有明显帮助。本文拟根据以往研
究文献，整合心理理论、亲子共读等概念，借鉴相关研究中儿童心理理论训练方法，尝试提出运用亲子
共读提升儿童的心理理论的若干策略与方法，供家长和幼教工作者参考。

2. 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是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如需要、信念、意图、感觉等)的认知，并由此
对相应行为作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一般认为，幼儿 4 岁时就获得了心理理论的能力，即 4 岁儿童可
以根据一个人的愿望、信念理解他人的行为。心理理论的发展对儿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比如心理理论的发展和同伴交往的质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心理理论发展好的幼儿同伴交往的质量
更好，在同伴交往中更受欢迎。心理理论的发展与道德评价有关系，心理理论发展较好的儿童更从行为
动机上作出道德评价。现有研究表明，儿童与他人相互交流心理状态的主动程度，谈论情感因果关系的
次数、周围人对儿童谈论心理状态时的积极反应等可以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王琪&田澜，2016)。
根据发展水平不同，幼儿的心理理论分为一级心理理论、二级心理理论及其他更高水平的心理理论。
一级心理理论是幼儿推论他人的想法、愿望情绪等(幼儿认为小明心理是怎样想的)，二级心理理论是幼儿
推论他人关于另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儿童认为小明以为小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衡量儿童是否具备心理
理论能力的标志性任务是对错误信念的理解，错误信念即儿童明白客观世界的表征和客观事实不一致的
能力，也就是幼儿意识到自己的信念可能和现实不一致的能力。

3. 亲子共读
亲子共读(Parent-child shared-book reading)作为亲子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指在家庭情景中父母和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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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阅读故事书或图画书的活动。亲子共读是家庭开展儿童早期阅读的基本方式，亲子共读是促进儿童
语言和读写能力的发展主要途径，促进儿童认知、情感、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发展，也是成人与儿童之间
情感交流的有效途径。
儿童向来是喜欢听故事的，故事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故事中不仅有漂亮的图画和丰富的文字，也有
主角的想法、愿望和情绪等，而这恰恰也是心理理论的内容。亲子共读对儿童的帮助还体现在儿童对于
其他人也许基于相反的经验有不同的看法这一概念，即错误信念的能力都得到提高(Scarborough & Dobrich, 1994)。现有研究发现早期的心理理论状态的讨论对心理理论水平提高有显著作用(Astington &
Jenkins, 1995)，如何把心理理论训练的方法和亲子共读结合起来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呢？
本文以心理理论训练为基础，以亲子共读为媒介，为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提出以下建议如选择包
含心理理论的故事书，问儿童主角知道不知道、问儿童主角的想法和感受、给幼儿提供理解心理理论的
支架、角色扮演、鼓励儿童讲故事。

4. 运用亲子共读促进心理理论发展的建议
(一) 首先最基本的是选择包含心理理论的故事书
首先，在亲子共读材料的选择上，选择包含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心理理论的故事书。选择主
角互动较多的故事书，或者主角有较大情绪起伏进而采取行动的故事书。如在《搬过来，搬过去》中，
从开始长颈鹿在鳄鱼家住的伸展不开，鳄鱼在长颈鹿家住的不舒服，到决定重新设计适合彼此房子的过
程。故事主角的情绪也从开始的不开心苦闷到后来开心的过程。如在《你看起来很好吃》故事中，甲龙
宝宝喜欢吃草，霸王龙喜欢吃肉涉及到不同的愿望，霸王龙找甲龙宝宝时，从找不到时的担心生气到甲
龙宝宝给霸王龙带红果子吃，霸王龙开心欣慰的过程。挑选合适的故事书是通过亲子共读促进儿童心理
理论发展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成人和儿童可以开展心理理论问题的讨论，进而促进儿童发展。
(二) 问儿童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
在故事讲述中，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故事主角并不在场或者没注意到，但是作为局外旁观者，幼儿
知道故事中发生的全部事情。问幼儿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可以帮助幼儿区分客观事实和他人信念，
使儿童意识到他人的信念不一定和客观事实一致，从而促进儿童错误信念的发展。有些事情故事主角没
有看到，所以故事主角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问幼儿故事主角知不知道的问题，让幼儿理解看到即知道，
故事主角看到什么，他就知道什么；故事主角没看到什么，就不知道什么。以《你看起来很好吃》为例，
“霸王龙护住了‘很好吃'，然后强忍着疼痛，啪地甩出大尾巴…咣当！‘很好吃'什么都不知道，还在一
个劲地吃草。”问幼儿“甲龙宝宝知道霸王龙受伤了吗？(没有，因为甲龙宝宝在一个劲地吃草，所以没
看到)”。同样可以以“捉迷藏”游戏为例，没看到其他人藏到哪里，所以不知道其他人藏哪里。
(三) 问儿童故事主角的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问题。
问儿童故事主角的愿望、想法、信念、情绪等，对儿童认知发展进行引导，促进儿童理解他人心理
状态。已有研究发现，
幼儿在 33 月幼儿参加心理状态讨论的频率和 40 月幼儿的错误信念有关系(Astington
& Jenkins, 1995)，即增加早期的心理状态讨论的频率可以促进未来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以《你看起来
很好吃》故事中为例，当甲龙宝宝邀请霸王龙吃草时，霸王龙说，“嗯…啊…还不如吃肉…不，不不不，
爸爸不饿，你都吃掉吧”问儿童“霸王龙喜欢吃什么呢？”使幼儿明白甲龙宝宝和霸王龙愿望不同。当
霸王龙说，“爸爸不饿，你都吃掉吧”问儿童“为什么霸王龙这么说呢？”通过问“为什么”促进幼儿
明白愿望和行为的关系。通过问相关问题给幼儿提供理解他人心理状态的机会，也提供将他人心理状态
表达的机会，进而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和语言的发展。又以《你看起来很好吃为例》，霸王龙找不到甲龙
宝宝担心时，甲龙宝宝背着红果子回来，霸王龙生气地大叫，甲龙宝宝说“对不起，我以为爸爸会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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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对不起！”问幼儿“霸王龙生气地大叫时，甲龙宝宝心情怎样，它做了什么呢？”促进儿童对情绪
的识别和表达。问幼儿“为什么甲龙宝宝以为爸爸会高兴呢？”，促进幼儿对二级心理理论的理解。另
外，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中，增加与幼儿情感交流的机会，如和幼儿讨论幼儿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一方面
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幼儿心理理论的发展。
(四) 给幼儿提供一个关于心理理论的支架，激发幼儿理解元认知词汇，促进幼儿心理理论发展。
现有研究表明，和直接提供元认知词汇相比，在亲子共读中给儿童提供理解元认知词汇的脚手架，
使儿童根据故事情节重新组织观念进而作出推论对幼儿心理理论的获得有更大的帮助(Juan & Astington,
2017)。根据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建构主义观点，学习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只有当学习者主动重新组织知
识，进行推论才是有效的学习过程。以下面故事为例，第一种：直接表达元认知词汇，如“涛涛的妈妈
觉得涛涛在床上，她不知道的是涛涛在床底下；第二种：隐晦提供心理理论的脚手架，如“涛涛的妈妈
在床上找涛涛，然而儿童可以清楚的看到涛涛在床底下”。两种表达故事的意思一样，然而后者呈现了
和幼儿想法相反的他人的心理状态，使儿童形成一种认知冲突，儿童知道涛涛在床下，然而妈妈却在床
上找涛涛，这时幼儿推论也许妈妈没有看到涛涛，所以妈妈并不知道。这些推论会使儿童理解更深入，
因为需要儿童自己以现有的故事为基础，把注意力放在心理状态上，进而自发建立起自己的心理解释。
(五) 通过角色扮演或者联系实际促进儿童对心理理论的理解。
目前，许多针对于自闭症的研究发现，角色扮演可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陈仕范，2005)。
学前阶段的幼儿都特别喜欢角色扮演，角色扮演的游戏在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在
亲子共读中，成人讲完故事后，幼儿在故事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角色，假装自己是故事中的某一个主角，
结合需要的动作表演故事主角遇到的事情，体会故事主角的想法，愿望，情绪，意图，进而促进幼儿心
理理论的发展。也可以把故事主角所遇到的事情和幼儿的实际联系起来拉近故事和现实的距离，以更好
理解主角的心理状态。
(六) 鼓励儿童讲故事，建立阅读共同体，提高儿童的叙事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
常规的亲子共读中，双方角色固定，父母是朗读者，幼儿是倾听者，幼儿较少讲故事给父母听。叙
述自身经历、亲子共读和角色扮演也是提高幼儿叙事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叙述自身经历和亲子共读中，
更多的是人们讲述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想法、信念、行为、感知觉部分和行为部分，这个恰恰是心理理论
的最基础的部分。叙事能力和幼儿心理理论有关系(Charman & Shmueli, 1998)，所以可以通过提高幼儿的
叙事能力进而提高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具体来说，在亲子共读中，通过鼓励、合适的提问、恰当的补
充、和幼儿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对不确定问题的重复增加幼儿与成人的语言互动，通过鼓励幼儿给成人
讲故事，进而提高幼儿的叙事能力的发展。
总之，首先选择包含较多心理理论概念的故事书；其次，问幼儿关于主角想法、信念、感觉、愿望、
行为的问题。再次，在讲故事的时候，成人强调主角的想法和行为，让幼儿去解释故事主角行为的原因，
使幼儿意识到他人想法和行为的关系。在主角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故事中，问幼儿故事主角甲知不知
道故事主角乙的心理状态，通过故事主角甲去理解主角乙的想法以提高幼儿二级心理理论。总之，鼓励
和引导儿童亲子共读，成人在预习熟悉故事脉络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指导，能够有效促进幼儿的发展，
提升幼儿的心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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