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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friend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and body types on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Referring to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the
self-made selection criteria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four dimensions: internal score, subsidiary
score, external score, and advantage score. It was distributed in a middle school in Zunyi City, and
a total of 454 were issued. The valid questionnaire was 386 copies. 8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s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 30-second operation of the most intimate friends was
used to guide the subjects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The task of the subjects was to
watch 32 pictures of a different dating object. After the image is presented, the subject needs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degree of intimacy, integr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make friends. Results: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the affiliate score and
the advantage score of the selection criteria.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internal score and external score. The total score, affiliate score and advantag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mother’s occupational nature. In the experiment, there wa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roup and the body type, and further comparison after the event found that on the
dimension of whether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make friends with thin individuals than fat one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certain dating standard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friends, mainly based on
the intrinsic quality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he friends. The others in turn are advantages
(good learning, good EQ, etc.), auxiliary projects (superior family background, authority, etc.).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nature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nd mothers has an impact on the selection of friend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t th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the emphasis on the
intrinsic quality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dating objects will decrease with age. The fat and
thin body of the dating object will affect the selec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e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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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旨在了解初中生的择友标准，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的心理距离与体型对初中生择友标准的影响。方
法：首先，参考前人研究自编择友标准问卷，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内在分、附属分、外在表现分、优势
分，在遵义市某中学进行发放，共发放了454份，有效问卷为386份。其次，抽取遵义市某中学84名初
中生为实验被试，通过指导语进行想象最亲密的朋友30秒的操作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被试的任
务是观看32张不同交友对象的图片，图片呈现后需回答关于亲切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程度的问题。结
果：择友标准的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年龄与内在分和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
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实验中，组别与体型存在交互作用，进一步事
后比较发现，在是否愿意和图片中的人交友这一维度上，相对于胖体型，人们更愿意和瘦体型的个体交
朋友。结论：研究表明，初中生在交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交友标准，以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
为主，其他依次为优势(学习好、情商好等)、附属项目(家境优越、有权威等)。男女生和母亲不同职业性
质对初中生择友存在影响。处于初中生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的重视程
度会减少。交友对象体型的胖瘦会影响初中生择友的选择，初中生对体型痩的交友对象的交友意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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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处于心身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是发展人际交往的重要时期。人际交
往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同伴是人生发展中重要的部分，它影响人的方方面面。例如在学习上，最新对同伴
影响的研究中，同伴互助对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能力是有影响(张春莉，吴加奇，&姜国伶，2019)；在行
为上，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是有调节作用(王冰，鲁文艳，袁竞驰等，2018)。
心理距离是人对某事物接近或远离参照点时，产生的一种主观经验(祝帼豪，张积家，&陈俊，2011)，
主要强调以自我为中心。心理距离有四个维度：时间距离以事件发生时间远近为距离；社会距离以自身
为参考点，对他人与自身的相似性不同程度为距离(Trope, Liberman, & Wakslak, 2007)；空间距离以个体
感知客体在空间的远近为距离；假设性以个体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或与现实差距为距离。研究人
员发现，心理距离影响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相似度(经历、性格等)不高，两者之间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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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距离越远，在判断他人行为时，从属特征和次要特征的权重会随着相似性的增加而增加。在人际中心
理距离是个体对他人产生的一种距离自己远近的主观体验(陈洁宇，2015)，以亲密程度和接纳认同程度作
为基础(黄元娜，2015)，对个体的情感态度和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心理距离的远近会反过来指导、
预测和评估行为。
前有大量研究对初中生择友标准进行探讨。如李辉贤、李尚孝和李恒荣(1988)对初中生友谊心理的研
究发现，初中生择友时更倾向选择的是情感融洽和心理相似或相近的他人(如兴趣、想法等)。董小苹(1993)
对中、日、美三个国家的青少年选择友谊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的青少年选择最重要和最受欢迎者的特点
是：可信任的、可靠的和正直的。吴宏志(2002)对中学生择友标准的研究表明，中学生把兴趣相投作为主
要的择友标准。人际交往是从选择交友对象开始，现在初中生绝大多数住宿在校，与室友或者同班同学
的交往会更多一些(高颢源，2012)，初中生在选择交友对象时存在着一定标准，男女生之间存在差异，女
生更乐意与大方的他人做朋友，而男生选择比较多的是选择直言不讳的他人(兰连丹，2010)。在情感、心
理和兴趣上相似，会产生一种共鸣心理，进而提高个体对客体的熟悉度。当个体对一个人或事物的熟悉
度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个体与这个客体的亲密度和吸引力(Moreland & Beach, 1992)。而心理距
离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亲密度，又是作为心理距离的主要特性。在此之前，初中生的择友标准主要以个体
内在具有的特征来进行选择。另外，张葳，刘永芳，孙庆洲等(2014)等人操控心理距离的远近为他人做交
友决策任务发现，个体为心理距离远的他人所做出的决策更为冒险。当操纵个体自身处于心理距离远近
的交友任务中，其择友呈现的特征是什么。
在人际交往中，个体给他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绝大多数是从外表而来，外表又在人际交往中起着重要
作用(张晓军&舒细玲，2014)。而在虚拟世界交友中，初中生更愿意和外表优越的他人交朋友(李惠，2011)。
当今初中生是否还以内在特征作为择友的主要标准，还尚不清楚，需要验证。人际交往中，他人对个体
的认知从身体特征方面开始，包括体型在内。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开始关注自身外在形象，有小部分
同学对自身外貌不满意主要是因为体型(陈文凤&田秀红，2013)。在对体型和青少年健康的研究中发现，
肥胖对伙伴关系存在显著的影响(徐轶群，季成叶，马军等，2008)。Rowlinson M (2011)对肥胖儿童的研
究中，选择友谊时肥胖儿童更容易被拒绝。体型对初中生在人际交往中会产生影响，在选择友谊时是否
也同样产生影响，还需要进行验证。因此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于胖瘦体型的交往对象图片的选择是存
在差异的，选择瘦体型的交往对象的可能性高于胖体型的交往对象；初中生对于不同的心理距离交往对
象图片的选择是存在差异的，近的心理距离的交往对象高于远的心理距离的交往对象；胖瘦体型和不同
距离对初中生择友存在交互作用。
本研究探讨了初中生不同心理距离、体型和择友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化了对心理距离、体型与择友
研究，可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了解当今初中生的择友标准，可为今后对初中生的择友
教育与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问卷法
初中生择友标准问卷：除初中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等人口学信息外，根据中学实际调查，
结合李辉贤、李尚孝和李恒荣(1988)对初中生友谊心理发展的研究报告，此报告编制了友谊调查问卷，问
卷包括友谊的亲密度、友谊的选择性和友谊的稳定性三个维度，友谊选择维度通过选择在交友过程中重
视的标准和厌恶同学的因素进行调查。参考李辉贤等利用自编问卷对择友标准研究，编制由 16 个条目组
成，分成附属(5, 6, 8, 12)、优势(4, 11, 13, 15)、内在(1, 7, 9, 14)和外在表现(2, 3, 10, 16)四个维度。分成附属
如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优势如情商高的、学习成绩好的；内在表现如有责任感的、乐于助人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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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如开朗的、认真的、内向沉稳的。被试直接报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自己，“很不重要”记 1 分、“不
重要”记 2 分、“中等”记 3 分、“重要”记 4 分、“很重要”记 5 分，本研究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5。
IOS 量表(The inclusion of other in the self scale，陈洁宇，2015)：测量不同他人与自我之间的心理距
离的有效工具。IOS 量表包括 7 个图形，每个图形由两个圆组成，两圆重叠的面积大小代表自我与他人
的心理距离的远近，从几乎不重叠到几乎完全重叠，被试从中挑选一张，来代表个体认为自我与个体之
间的心理距离。被试完成实验后，进行 IOS 量表的施测。

2.2. 实验法
2.2.1. 被试
实验遵循自愿原则，方便取样抽取遵义市某中学学生 84 名，无色盲、色弱，视力正常或矫正正常，
之前从未参加过此类实验，男女生各 42 人。将被试分实验组(男生 22 人，女生 21 人)、控制组(男生 20
人，女生 21 人)。根据已有文献，本实验通过想象的方法拉近被试与图片中朋友的心理距离(张葳，刘永
芳，孙庆洲等，2014)，实验组在实验前进行想象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30 秒，控制组则无需这一步骤。性
别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避免选取到提供实验材料的学生或同班同学。
2.2.2. 实验材料
在遵义市某中学召集自愿作为实验材料的学生，进行拍照截取实验所需要的图片。图片标准：统一
校服，摘除红领巾和眼镜，截取肩部以上，类似证件照标准，中性表情，脸上无明显的胎记。共收取了
100 张，男生 42 张，女生 58 张。再根据所提供的身高和体重，算出 BMI (body mass index = kg/m2)值。
实验材料选取男女生 BMI 值较低的前 8 张和 BMI 值较高的前 8 张，共 32 张照片，分别为男胖、男瘦、女
胖和女瘦图片各 8 张。图片采用 Photoshop 软件进行处理，然后使用 E-Prime 编制程序。刺激示例如图 1。

Figure 1. One example of face image
图 1. 面孔刺激示例

2.2.3. 实验设计
实验为 2 × 2 两因素四水平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心理距离(实验组、控制组)、图片体型(胖、瘦)。
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图片类型的亲切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的评估。
2.2.4. 实验程序
实验统一在计算机室进行，所有实验程序均在相同规格电脑上完成，使用 E-Prime 编程软件编写程
序。背景为黑色，每个被试单独施测。系统自动记录被试按鍵情况，所得数据用于最终结果分析。
每次实验开始时，首选呈现一个指导语：“接下来会呈现一张人的面孔图片，是你最亲密朋友所熟
悉了解的人，然后回答问题。请闭上眼睛，在你脑海里想象一位你最亲密的朋友，(计时提醒) 30 秒后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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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接下来按下任意键进入实验”。接下来呈现一个“+”在屏幕中央作为注视点，随后注视点消失在屏
幕中间呈现一个人上半身的照片(呈现时间为 3000 ms)。照片消失后呈现三个问题(亲密度/融入度/交友意
愿)，要求被试尽快做出答案。刺激流程见图 2。

Figure 2. A trail of experimental procedure
图 2. 实验流程示意图

2.3. 数据统计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 20.0)对问卷数据和实验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问卷含有人口学变量，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分析；被试间
因素为心理距离(实验组、控制组)，被试内的因素为图片类型(图片胖、图片瘦)，使用两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对不同组别和图片类型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过程中，如果交互作用显著，则进行事后检验。

3. 结果
3.1. 问卷结果
共发放 454 份问卷，有效问卷 386 份，有效率为 85%。其中男生 199 人，女生 187 人，平均年龄为
12.71 岁，平均 BMI 值为 18.48，其他基本情况如表 1。问卷得分：附属分 7.64 ± 3.13 分，优势分 10.96 ±
3.56 分，内在分 17.52 ± 2.48 分，外在表现分 15.51 ± 2.87 分。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择友标准问卷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结果发现性别与附属分、优势分和总
分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 2。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择友标准问卷的得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母亲职业性
质在附属分、优势分和总分存在差异，结果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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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汉族

346

89.6

少数民族

40

10.4

独生

72

18.7

非独生

314

81.3

脑力劳动

48

12.4

体力劳动

149

38.6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153

39.6

无业

36

9.3

脑力劳动

46

11.9

体力劳动

119

30.8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

139

36.0

无业

82

21.2

民主型

236

61.1

溺爱型

12

3.1

放纵型

22

5.7

专制型

116

30.1

民族

独生

父亲职业性质

母亲职业性质

教养方式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 standard questionnaire for choosing friends
表 2. 择友标准问卷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
因变量

男 M ± SD

女

df

t

附属分

8.352 ± 3.145

6.881 ± 2.594

384

4.742**

优势分

11.628 ± 3.719

10.239 ± 3.241

384

3.904**

内在分

17.312 ± 2.734

17.741 ± 2.172

384

−1.698

外在表现分

15.656 ± 2.945

15.360 ± 2.780

384

1.013

总分

52.948 ± 9.480

52.220 ± 7.911

384

3.059**

*P < 0.05; **P < 0.01; ***P < 0.001.

Table 3. The difference of the scores of the standard questionnaire of choosing friends in the nature of mother’s occupation
表 3. 择友标准问卷的得分在母亲职业性质上的差异
SS

df

MS

F

P

附属分

110.488

3

36.829

3.846

0.010

优势分

112.504

3

37.501

3.006

0.030

内在分

34.257

3

11.419

1.864

0.135

外在表现分

40.434

3

13.478

1.649

0.178

总分

855.592

3

285.197

3.719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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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察年龄和 BMI 与择友问卷各个维度和总分的关系，结果发现年龄与附属分
和内在分存在正相关，与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结果如表 4。
Table 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BMI and criteria for choosing friends
表 4. 年龄和 BMI 值与择友标准问卷上的相关性
附属分

优势分

内在分

外在表现分

总分

年龄

0.077

−0.059

−0.173**

−0.119*

−0.084

BMI

−0.077

−0.041

−0.084

−0.046

−0.082

*P < 0.05; **P < 0.01; ***P < 0.001.

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心理距离问卷上得分的差异，结果发现两组得分不存在
显著差异，结果如表 5。
Table 5. The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5. 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心理距离问卷上得分差异
M ± SD

t

df

P

实验组

3.93 ± 1.813

0.602

81

0.376

控制组

3.71 ± 1.521

3.2. 实验结果
心理距离远近实验组、控制组方差分析结果，结果如表 6。
Table 6. Comparison of three dimensions (intimacy, integr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make friends) betwee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 6. 实验组、控制组(心理距离远近)三个维度(亲密度、融入度、交友意愿)差异比较
问题类型

亲密度

融入度

交友意愿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P

组别主效应

30.379

1

30.379

0.173

0.679

图片胖瘦主效应

1210.228

1

1210.228

51.138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81.428

1

81.428

3.441

0.067

组别主效应

469.025

1

469.025

2.494

0.118

图片胖瘦主效应

1319.839

1

1319.839

45.876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70.427

1

70.427

2.448

0.121

组别主效应

0.876

1

0.876

0.004

0.949

图片胖瘦主效应

829.034

1

829.034

32.719

0.000

组别 × 图片胖瘦

103.387

1

103.387

4.080

0.047

对 2 (实验组别) × 2 (图片胖瘦)两因素在三个问题中方差分析表明，在亲密度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
显著，F = 51.138，P < 0.05，η2 = 0.381。在融入度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显著，F = 45.876，P < 0.05，η2
= 0.356。在交友意愿中，图片胖瘦的主效应显著，F = 32.719，P < 0.05，η2 = 0.283；组别与图片胖瘦之
间交互作用显著，F = 4.080，P < 0.05，η2 = 0.047。进一步分析简单效应表明：实验组在图片瘦比图片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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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友意愿上更高，p = 0.011；控制组在图片瘦比图片胖的交友意愿上更高，F = 30.311，P = 0.000 (参
见图 3)。其余效应均不显著(all F < 1，all P > 0.05，all η2 < 0.05)。

Figure 3. Interaction between group and body shape in the dimension
of making friends
图 3. 在交友意愿维度组别与体型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结合前人研究自编初中生择友标准问卷调查，了解当今初中生的择友标准，通过实验探
讨不同心理距离和体型对初中生择友的影响，为今后能更好的对初中生进行交友提供参考。
首先，从问卷结果来看，性别与择友标准问卷的总分、附属分和优势分存在着显著差异。研究结果
与王英春，邹泓，张秋凌(2006)的研究一致，男女生在交友的选择上存在差异。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出现“成
人感”与“幼稚感”的矛盾，一方面是想自身不依赖父母去解决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自身能力可能在有
些方面还无法独立去解决问题，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尤其是女生的表现更加积极，并且女生比男生更注
重在交往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而男生同伴之间的相处不仅仅是相处，还可能会出现比较或者竞争的情况，
男生对友谊的满意比女生低，男生更容易体验到较高水平的社交焦虑。另外，本研究发现，年龄与择友
标准的内在分和外在表现分存在负相关，研究结果与李辉贤等人的研究不一致。青春期的男女生希望自
身能够像个大人，有事情更多的时候通过自身进行解决，不会去依靠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越不会看
中交友对象的内在分和外在的表现，此时同伴关系的建立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随着年龄增长，青春期
成长的男、女生选择交友对象是能够帮助自己人。母亲职业性质与优势分、附属分和总分存在相关。父
母的职业不但给家庭带来生活经济，也会给孩子一种潜在的社会地位，对孩子自信心和自尊心存在一定
影响(张敏，2003)，父母从事一般的职业的中学生会比父母从事高级职业的中学生受欺负行为上多(张华，
2012)。父母从事的职业会影响父母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尤其是与母亲的相处，在与孩子相处时不仅潜移
默化的在影响着孩子，也会有孩子去模仿学习，从而影响孩子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
其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对图片在亲密度、融入度和交友意愿上均不显著，本实验结
果与唐甜甜和胡培(2018)以及本研究的假设 1 不一致，却与图片胖瘦产生了交互作用。本实验采用想象亲
密朋友来操控心理距离的远近，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去收集实验材料，实验结果更具有生态效度，更贴合
初中生交友过程的现状。实验结果中，无论是实验组还是控制组，瘦体型远比胖体型的交友意愿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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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距离的远近没并没有拉近被试与交友对象的距离，没有引起被试在亲密程度和融入程度上的选择变化。
个体在人际过程中对同伴的选择，主要是以个人主观来进行挑选(杨钋&朱琼，2013)，同伴的影响可能作
为参考或影响并不明显。而在实验中，心理距离的远近可能是唤起被试想要交友的欲望，并非拉近了两
者之间的关系。在人际交往选择中，漂亮的面孔比不漂亮的面孔存在更高的吸引力(王雨晴，姚鹏飞，&
周国梅，2015)，尤其是初中生在对异性朋友的选择上，男生会更加看重外表(吴莹，2015)。
最后，不管在心理距离的远近，在亲切、融入和交友意愿的程度的评定上所有学生都更愿意选择瘦
的个体。进入青春期男女生开始产生接近异性的心理倾向，男生在女生面前展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也
会展现出逞强好胜赢得女生的好感和赞许。女生则开始注重自身的穿着打扮，展示出自己是出彩的一面，
来赢得男生的注意和喜欢。更注重自身所具有的特征。肥胖者表现出的人际关系敏感性会高于一般体型
者，并且女生较为明显，并且肥胖者更容易生气、神经质，交往缺乏主动性等(陈紫健，2008)，容易在他
人眼中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影响之间的正常交往。当今大众媒体宣传以痩为美，在多种渠道上影响着初
中生。在公众人物上，初中生喜欢的偶像体型是痩的或者是偶像所提出的体重标准不符合自身时，初中
生会向偶像的标准而对自身进行改变。同时有很多网友会去统计当今最受欢迎或受人喜欢的男女生身高
体重，初中生正处于容易受到客观世界的影响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影响到自身和去选择朋友的
标准。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研究主要探讨心理距离与体型对初中生择友的影响，但是也借鉴
其他研究并通过自编问卷的方式了解初中生的择友标准，所以问卷和实验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其次，
对自编的问卷虽然分析了信度等问题，但是对于项目没有进行因素分析，后续研究需要继续对问卷进行
定性和定量的研究。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初中生在交友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交友标准，以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为主，
其他依次为优势(学习好、情商好等)、附属项目(家境优越、有权威等)。男女生和母亲不同职业性质对初
中生择友存在影响。处于初中生阶段，随着年龄增长，对于交友对象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的重视程度
会减少。交友对象体型的胖瘦会影响初中生择友的选择，初中生对体型痩的交友对象的交友意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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