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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认知视角下软硬触觉经验对性别角色
认知的影响*
易仲怡 杨文登 叶浩生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

文章从具身隐喻的角度, 探讨了软硬触觉经验与男女性别角色认知的交互影响。实

验 1 采用行为实验法, 考察了软硬的触觉经验对性别分类的影响; 实验 2 采用内隐联想范式,
探讨了男女性别角色词的加工能否激活软硬的隐喻表征; 实验 3 通过概念启动和知觉判断任
务, 考察了性别角色词的概念加工对物体软硬知觉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性别分类

chinaXiv:201804.01790v1

表征和社会性别角色表征可通过软硬进行隐喻表征; (2)性别角色词概念的加工会影响物体
软硬知觉的判断, 认知判断存在具身效应。
关键词 概念隐喻; 具身认知; 软硬隐喻; 性别角色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近年来, “硬汉子”、“软妹子”的网络热词备受追捧。“硬汉子”是指坚强不屈的男子, 而“软
妹子”则喻指那些嗓音温婉、腰身柔软、性格温柔体贴的年轻女性。自古以来, 中国传统文
化中, 男性被赋予了坚定、刚强、善于分析的人格特征, 而女性则赋予了温柔、细心、善解
人意的气质。“软妹子”和“硬汉子”热词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特质的界定。此
外, 生活中人们常常借用软硬来表示人的性格特质, 如口硬心软、铁骨铮铮、心慈手软等。
然而, 个体是如何形成有关性别分类的知识？性别角色又是如何获得？为什么“软”与“妹子”
会成为女性范畴的角色特征, “铁骨铮铮”会成为男性范畴的角色特征？这仅仅是生活中客观
存在的现象, 还是人们建立了相应的心理表征, 通过软硬隐喻来表征性别分类和性别角色特
征？
性别角色是社会根据人的性别而规定的一种行为及思维模式(Delamont, 1990), 包括男
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态度、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等。性别角色是个人社会性别的代表,
是整个人类认识自身并确认其在社会中位置的重要基准, 对个人甚至整个民族素质的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刘电芝等, 2011)。学界关于性别角色的生物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之间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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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Eagly & Wood, 2013)。起初, 西方学者用“Sex Roles”来定义性别角色, 认为男女性别角
色分工是由男女两性生理结构和生理功能的不同导致的, 生物因素在性别角色分类中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Mealey, 2000)。相关研究也表明, 人类的性别“Sex”会影响他或她的智力表
现方式(Haier, Jung, Yeo, Head, & Alkire, 2005)和行为方式(Robin, 2006)。20 世纪 70 年代, 女
性主义的相关研究则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开来, 用“Gender Roles”取代具有浓厚生理
气息的“Sex Roles”, 认为性别角色是与作为男性和女性相关联的社会角色, 是由社会制度、
文化规范、个体认同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一起形塑的结果(段瑶瑶, 2016)。社会建构论认
为, 心理活动现象, 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质性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 而是一种社
会文化和语言的建构, 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是个体与社会互动、共同协商的结果(Gal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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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性别角色理论作为社会建构主义重要理论之一, 强调个体无法超时间、超文化、超
历史而存在, 人的成长必然发生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 是社会赋予了男人和女人的种
种意义(Lindsey, 2011; Roberto & Li, 2016)。2015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更把性别角色定义为
“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适合于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行为、活动和属性的社会建构”, 并且将“男
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作为性别角色的主要分类”。相关研究还表明, 家庭(Paul & Perry-Jenkins,
2016)、学校(Mutekwe, Maphosa, Machingambi, Ndofirepi, & Wadesango, 2013)和文化风俗
(Judith, 2009)等社会因素在孩子性别角色的认识和获得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可见,
生物决定论认为, 生理的身体对性别角色的起决定性作用, 与社会和环境因素无关。社会建
构论则主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 既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 也不存
在所谓通过感觉经验获得。争论的双方分别从“自然”与“文化”的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 前者
强调生理基础, 后者强调了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关系, 忽略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联
系, 导致两者对个体如何获得与形成性别角色概念的理解存在局限。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认为心智和认知与身体之间存在内在的和本质的关联, 认
知产生于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Anderson, 2007)。这里所指的“身体”, 不仅指我们自然
“拥有”的物理实体, 还包括嵌入环境, 与自然和社会环境融为一体的“身体”。具身认知主张,
身体的解剖学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等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认知过程
和思维方式(叶浩生, 2017), 认知是身体的认知, 离开了身体便没有了认知的存在。认知是在
嵌入环境的身体参与下, 通过身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塑造出来的, 其互动的方式决定了认知
的类型和性质(Spackman & Yanchar, 2014), 认知、身体、环境三者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统
一体(Chemero, 2009)。具身认知把认知投放到环境和身体的整体背景中, 强调了身体构造和
状态、感觉运动系统等生理和生物因素对认知的塑造和影响, 既考虑了身体的本身, 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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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自然和社会环境。因此, 本研究拟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对性别分类和性别角色进行研究,
试图为性别认知的起源与发展寻找更全面、更合理的解释。
具身认知提出, 身体是人类接触和认识世界的根基, 人们往往通过身体经验来概念化世
界(Gallagher, 2014), 其感觉和运动经验是抽象概念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抽象概念在现实生
活中似乎并没有形象化的感知觉痕迹, 那么它是如何与我们的身体经验进行联系并获得表
征？Lakoff 和 Johson (1980)提出抽象概念的发展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上。隐喻是指利用具体的、
“活”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抽象概念(叶浩生, 2014)。例如“冷淡的态度”、“沉重的话题”, 用我们
身体感受到的冷、热、轻、重等最原始的概念去理解“态度”和“话题”等抽象的事物。归根结
底, 隐喻是一种以具身经验为基础的思维方式, 人的认知受身体感知运动系统的影响, “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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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运动经验是知识的基础” (Lozada & Carro, 2016)。
自然分娩的婴儿经过产道的挤压来到这个世界, 触觉成为了人类最早开始的感觉, 是人
际交往和认知发展的基石(Brauer, Xiao, Poulain, Friederici, & Schirmer, 2016), 在人获取信息
和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Mandler (1992)指出早期的触摸经验为概念性知识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框架, 概念性的知识随后就能应用到我们的新经验当中去。软硬不仅作为人的
基本身体经验, 而且人的身体构造本身(硬的骨头和软的皮肤)就提供了软硬的原型概念, 所
以人可能利用软硬这一原型概念, 发展其他一些更抽象的概念。比如, Ackerman, Nocera 和
Bargh (2010)在探究触觉经验对认知判断的影响实验中, 让被试观看一个魔术表演, 并试图
猜测魔术的诀窍。过程中让被试充分触摸检查一个魔术道具(柔软的毯子/硬的木头); 之后告
知魔术表演延期(实际上, 永远延期), 再让被试阅读与一段两歧的老板和雇员对话(玩笑的对
话和尖锐的对话), 最后让被试判断雇员的性格。实验发现触摸硬木头的被试倾向于认为雇
员是严肃、刻板的, 触摸软毯子的被试倾向于认为雇员是温顺善良的, 证明刚性、严格、稳
定等的抽象概念通过硬的触觉经验来进行隐喻表征。van Horen 和 Mussweiler (2014)研究发
现, 当面对不确定性时, 人们偏向于选择柔软的物体(软钢笔或软糖)而不是坚硬的物体(硬钢
笔和硬糖); 与手拿硬物(硬钢笔、硬布)相比, 握着柔软的物体(软钢笔、软布)减少了后来对
隐藏在雪花图片后面的物体判断(Snowy Pictures Task)的不确定性, 并且增加了被试对不确
定性的容忍度以抵御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表明人类可能用触觉这种最古老和最基本的
身体经验来应对不确定性。软硬的触觉经验不但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问题应对方式, 还影响
人的决策判断。在 Ackerman 等人的协商任务中, 与坐软椅子的被试相比, 坐在硬椅子的被
试在第一出价被拒后, 二次出价改变得更少。国内学者邓奥(2016)研究也发现, 不同软硬度
的触觉经验会影响被试在独裁者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和第三方惩罚等经济决策中的结果。

ChinaXiv合作期刊

那么性别分类和性别角色的概念是否会通过软硬进行隐喻表征？Feingold (1994)的一项
元分析发现, 男女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温柔层面上, 个体把刚硬和柔软两种不同的人格特征作
为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柔软”和“坚硬”正是我们的身体触觉体验。Slepian, Weisbuch, Rule
和 Ambady (2011)的研究中, 当被试挤压软球或用笔轻轻圈出时, 更倾向于将两歧面孔判断
为女性; 当被试挤压硬球或用笔大力按压圈出时, 更倾向于将两歧面孔判断为男性。由此可
见人们的性别分类中存在软硬的隐喻表征。随后 Slepian, Rule 和 Ambady (2012)把这种本体
感受的影响扩展到性别以外的其他社会分类(政客和教授)的研究上, 发现不同背景下人们用
不屈的、刚强的来形容硬政客, 用严格的、缜密的来描述硬科学家; 用有礼貌的、宽容的来
形容软政客, 用不精确、含糊不清的来形容软科学家, 并且行为实验证明了这两种意义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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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到软硬身体经验的影响。上文提及 Ackerman 等人的实验证明了硬的触觉经验与刚性、
严格、稳定等抽象概念的隐喻相关联。以父权主义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女性温柔顺从、
柔弱娇羞, 男性吃苦耐劳、坚毅果敢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性别刻板印象影响至今。
换句话说, 个体可能会通过软硬的身体体验去分类男女, 并且通过软硬的基本概念发展出如
温柔、细心、坚强不屈等抽象概念去描述男女不同的性格特质, 从而形成对他们的社会印象。
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 本研究拟从具身认知的角度切入, 通过 3 个实验来系统探
讨中国文化背景下, 软硬的触觉经验对男女性别分类和性别角色等社会认知的影响。

2 实验 1：软硬触觉经验对性别分类的影响
2.1 实验目的和假设
实验 1 是对 Slepian 等人(2011)的实验进行重复性检验, 运用行为实验法探讨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 软硬触觉体验是否也能激活性别分类隐喻表征。
2.2 被试
119 名本科大学生, 其中男生 62 名, 女生 57 名, 平均年龄 20.98 ± 1.26 岁。所有被试均
为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4.8 以上), 无色弱色盲, 无影响实验的精神病史或生理疾病。
2.3 实验材料
经过对市面上球类的严格筛选, 最终选用了两种软硬程度差异明显的软球和硬球各一
枚作为实验材料。其中硬球是内部为实心的橡胶料, 外皮为合成树脂的高尔夫球; 软球为内
部充满水, 外皮为橡胶的玩具水球, 两球在颜色、形状、大小等其他方面没有区别。
本研究采用 Facegen Modeller 3.5.3 软件来生成真实人类两歧性别的面孔。该软件使用包
括年龄、种族和性别在内的 150 种控制编辑面孔, 可以随机或者从照片创建三维立体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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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本研究选取性别参数位于男女中间位置随机生成的 26 张面孔作为实验材料, 面孔表
情为中性, 面孔特征为典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 即既可以被判断为男性也可以被判断为
女性。采用 photoshop 对面孔进行处理, 去掉头发、耳朵和下颌等相关部位信息, 图片颜色
为黑白色, 像素为 800×600。
20 名不参与正式实验的被试(10 名男, 10 名女, 平均年龄 20.68 ±
1.76 岁), 在没有挤压球的情况下, 对 26 张图片的性别进行判断, 通过卡方检验最后筛选出
被试判断为男和女频数差异不显著的正式实验图片共 12 张。
2.4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采用 2(被试性别：男性、女性)×2(球的属性：软、硬)两因素被试间设计, 因变量是
两歧面孔性别的判断。实验任务是要求被试一边挤压手中的球, 一边对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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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的性别进行判断。
实验采用 E-prime 2.0 软件进行编程, 将刺激呈现在 14 英寸的电脑显示器上, 并要求被
试端坐保持 60 cm 的视距, 直至实验结束。为了掩盖实验的真实目的, 事先告知被试本实验
是为了探究注意力分散练习对人类面孔性别判断的影响。实验分为练习阶段和实验阶段, 练
习阶段, 先给被试一个特定的球(软球或硬球), 每一个 trial 中, 首先在屏幕中间呈现一红色
注视点“+”500 ms, 随后数字(2、3、4)会随机在屏幕中间, 呈现时间为 2000 ms, 要求其对屏
幕出现的数字进行挤压球的反应, 反应时间为 4000 ms, 练习持续 2 分钟。这样设计的目的
是为了让被试与球有充分长效的接触从而产生触觉经验。实验阶段中, 每一个 trial 中先在屏
幕中间呈现一红色注视点“+”500 ms, 随后呈现挤压次数(2、
3、
4 次), 呈现时间为 2000 ms, 接
着性别两歧面孔随机呈现, 要求被试一边观察一边按照要求挤压球, 直到挤压次数足够后才
进行按键反应, 按键反应在组内进行平衡。练习阶段共 20 个 trial, 实验阶段共 12 个 trial。
实验结束后的访谈表明, 没有被试猜出实验的真实目的。
2.5 实验结果
首先, 把计数数据转换了百分比数据。将被试判断为女性的图片个数除以总的图片数,
以获得每位被试将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女性的百分比数据。再次, 将百分比数据通过反正弦
变成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后进行方差分析。最后, 将各反正弦平均值转换为百分数作为结果。
此外, 为了保证平均数所反映的是总体的一般情况, 将被试反应平均值两侧的 2.5 个标准差
之外的极端数据去掉。最后保留有效被试 108 人, 其中硬球女生组 25 人, 平均年龄 21.52 ±
1.39 岁, 硬球男生组 28 人, 平均年龄 20.39 ±0.86 岁; 软球女生组 27 人平均年龄 21.26 ±1.46
岁, 软球男生组 28 人, 平均年龄 20.50 ±0.87 岁。
2(球的类型：软球和硬球)×2(被试性别：男和女)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球的类型主效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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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挤压软球的被试(M = 63.07%)与挤压硬球的被试(M = 52.89%)相比, 更倾向于把性别两
歧面孔图片判断为女性, F 球的类型(1, 104) = 40.59, p < 0.001, η2p = 0.28。被试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 被试性别(1, 104) = 2.18, p = 0.143; 球的类型与被试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球的类型 x 被试性别(1,
104) = 0.50, p = 0.483。
2.6 讨论
实验 1 采用行为实验法, 被试在按要求挤压手中的球后, 对两歧面孔图片的性别进行判
断, 结果发现, 挤压软球的被试会显著偏向于将性别两歧面孔图片判断为女性, 挤压硬球的
被试显著会倾向于将性别两歧面孔图片判断为男性, 而这种偏向与被试的性别无关。实验表
明软硬的身体触觉经验影响了人们对面孔的性别判断, 中国文化背景下社会性别分类与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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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触觉隐喻联结的心理现实性的存在, 具体表现为“女性与软联结, 男性与硬联结”。具身
认知强调身体—环境—认知的一体化, 个体社会分类知识的形成会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
所不同, 但不同文化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有的特征, 比如触觉等基本身体感觉。因此, 出现了
与 Slepian 等人(2011)一致的实验结果, 性别分类的表征可能部分具身于软和硬的本体感觉
经验。

3 实验 2：软硬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词的加工之间的关系
3.1 实验目的和假设
运用内隐联想范式探讨性别角色词的加工是否激活了软硬的隐喻表征。实验假设：性别
角色词与软硬的触觉经验存在隐喻关系, 当男性化角色词语与石头图片(硬)归为一类时反应
时更短, 与海绵图片(软)归为一类时反应时更长; 当女性化角色词语与海绵图片(软)归为一
类时反应时更短; 与石头图片(硬)归为一类时反应时更长。
3.2 被试
70 名本科大学生, 其中 35 名女生, 35 名男生, 平均年龄为 21.66 ±1.91 岁。所有被试母
语为汉语, 右利手,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4.8 以上), 无影响实验的精神病史或生理疾病。
3.3 实验材料
3.3.1 词语材料
实验词语一共 30 个, 全部为正性描述词语, 其中男性化角色词和女性化角色词各 15 个。
实验材料的选取参考了国内外关于性别角色的相关研究(Bem, 1977; 刘电芝等, 2011)。20 名
不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性别角色词与女性特质的符合程度、性别角色词与男性特质的符
合程度以及性别角色词的熟悉度分别进行 7 点量表评定其中：1 代表完全不符合/完全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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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代表非常符合/非常熟悉。这样设置的目的是从客观认知的角度检验实验所选用的词语材料
在描述男女性别角色特征的区分度和稳定性。经统计, 性别角色化词在与女性特质的符合程
度上差异显著, F(1, 19) = 6.90, p = 0.017 < 0.05, η2p = 0.27, 女性化角色词得分(M = 5.18)显著
高于男性化角色词得分(M = 4.58); 在与男性特质的符合程度上差异显著, F(1, 19) = 18.47, p
< 0.001, η2p = 0.49, 男性化角色词得分(M = 5.44)显著高于女性化角色词得分(M = 4.41); 在
熟悉度上得分差异不显著, F(1, 19) = 0.22, p = 0.641。
3.3.2 图片材料
使用 Photoshop 将海绵和石头图片进行处理, 图片的大小都是 600×500 像素, 20 名不参
与正式实验的被试(男女各 10 人)对图片的软硬程度进行 1~10 评分：1 代表非常软, 10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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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硬。石头图片(M = 7.15)与海绵图片(M = 2.10)在软硬程度得分上差异显著, F(1, 19) =
82.86, p < 0.001, η2p = 0.81。
3.4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采用 2(性别角色词：男性化角色词、女性化角色词)×2(图片：海绵、石头)两因素
被试内设计。采用 Greenwald, McGhee 和 Schwartz (1998)提出的 7 步内隐联想测验法, 具体
过程如表 1 所示。实验任务包括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 相容归类任务是指被试把
男性化角色词和石头归为一类并按“F”键, 把女性化角色词和海绵归为一类并按“J”键; 不相
容归类任务是指把男性化角色词与海绵归为一类并按“J”键, 把女性化角色词与石头归为一
类并按“F”键。
表 1 实验 2 内隐联想测验过程步骤
反应
步骤

重复次数

阶段
F键

J键

石头硬

海绵软

1

30

练习

2

30

练习

男性化角色词

女性化角色词

3

60

练习

男性化角色词+石头图

女性化角色词+海绵图

4

60

测验

男性化角色词+石头图

女性化角色词+海绵图

5

30

练习

女性化角色词

男性化角色词

6

60

练习

女性化角色词+石头图

男性化角色词+海绵图

7

60

测验

女性化角色词+石头图

男性化角色词+海绵图

实验在电脑上进行, 采用 E-prime 2.0 软件将刺激呈现在 17 英寸的电脑显示器上, 字体
为白色(24 号宋体), 背景为灰色, 图片大小为 600×500 像素, 被试与显示器的距离为 60 cm。
首先电脑屏幕中央会呈现一个红色的“+”符号注视点 500 ms, 目标刺激随之呈现, 要求被试
按照实验指示对目标刺激进行判断和按键反应。目标刺激在被试按键反应后消失, 计算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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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记录反应时和正确率。每个 trial 之间间隔 500 ms, 每个步骤测验之间被试有 1min 的休息
时间。
3.5 实验结果
使用 SPSS 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参照 Greenwald, Nosek 和 Banaji (2003)提出
的 d 值计算法。首先剔除错误率超过 20%的被试, 据此删除了 3 名被试, 然后删除反应时大
于 10000 ms 和小于 300 ms 的数据, 删除的数据不超过总数据的 5%, 最后对 67 名被试(33
名男生, 34 名女生)在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之差进行计算, 并进行 d 值转换, 作为
内隐性别印象分类偏差的指标。
在反应时上, 对相容任务与不相容任务的原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结果发现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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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容任务中, 反应时更快, t(66) = −6.64, p < 0.001, r2bp = 0.40, 即进行女性化角色词与海
绵图片(软), 男性化角色词与石头图片(硬)的相容归类任务时, 被试反应时更短(761 ms); 进
行女性化角色词与石头图片(硬), 男性化角色词与海绵图片(软)的不相容归类任务时, 被试
反应时显著延长(1002 ms)。最后, 为了进一步了解性别角色词内隐态度倾向程度, 对数据进
行效应大小 d 值转换, d 值越大, 表明内隐联想测验对所测量的对象的敏感度越高。一般 d >
0.8 就认为有较大的效应, 内隐态度倾向程度较高。
实验最后获得的效应大小 d 值为 0.85, t(66)
= 6.64, p < 0.001, r2bp = 0.40, 说明此次测验真实反映了被试的内隐性别印象态度。此外, 被
试性别在相容任务(F(1, 65) = 0.40, p = 0.532)和不相容任务(F(1, 65) = 0.47, p = 0.494)中平均
反应时均没有显著差异。
3.6 讨论
Lakoff 和 Johson (1999)主张“我们身体的独特属性恰恰塑造了我们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可
能性。” (p.19), Shapiro (2014, p.98)对此解释到：人类身体的特征会赋予人类心理学一套与众
不同的基本概念, 他们继而影响熟悉概念的意义, 那些熟悉概念继而影响了更为抽象概念的
意义。Barsalou (2008)也提出概念根源于具身经验, 概念的表征不是抽象的、非模态的, 而是
以具体感觉、运动经验为基础的具身模态化, 个体以身体经验记录的方式储存概念知识, 以
具身模拟的方式提取概念知识。例如, 看到一个锤子会产生与肌肉关联的使用锤子的模拟,
看到一块石头会产生与“硬”的触觉经验关联的模拟。实验 2 采用内隐联想范式, 要求被试完
成相容归类任务和不相容归类任务, 结果显示, 性别角色词概念存在显著的软硬内隐偏差,
被试在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中平均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了被试对女性化角色词与
软、男性化角色词与硬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女性化角色词与硬、男性化角色词与软的反应时。
内隐联想实验的结果表明性别角色存在“女软男硬”的联结倾向, 并且该联结倾向是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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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性别角色的概念化和范畴化依赖于我们对“软”和“硬”基本概念的隐喻扩展。

4 实验 3：性别角色词的概念加工对物体软硬知觉的影响
4.1 实验目的和假设
通过概念启动和知觉判断任务, 探讨性别角色词的概念加工对物体软硬知觉的影响。实
验假设：与男性化角色词相比, 对女性化角色词的概念进行加工后, 被试会倾向于把物体判
断为更软。
4.2 被试
80 名大学本科生, 其中男生 45 名, 女生 35 名, 平均年龄是 23.24 ±0.90 岁。所有被试母

chinaXiv:201804.01790v1

语均为汉语,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4.5 以上), 所有被试均未参与实验 1 和实验 2。
4.3 实验材料
启动刺激的材料从实验 2 中选取, 男性化角色词和女性化角色词各 15 个。沙发图片像
素为 800×600。
4.4 实验设计和程序
实验为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自变量为性别角色词类型：男性化角色词和女性化角色词,
因变量是被试对图片中沙发软硬程度的评分。
首先, 通过电脑屏幕上的指导语, 告知被试该实验是一项关于记忆力的研究, 需要被试
对屏幕上呈现的词语进行记忆。被试随机分配到男性化角色词组和女性化角色词组, 要求端
坐并与电脑屏幕保持 60 cm 的视距, 直至实验结束。实验通过 E-prime 2.0 进行编程, 首先在
电脑屏幕中央呈现一个红色的“+”符号注视点 1000 ms, 接着随机呈现男性化角色词或女性
化角色词, 每个词语用 48 号加粗黑体在沙发上呈现, 背景为灰色, 每个词语呈现时间为
3000 ms, 要求被试对词语进行记忆, 一共有 15 个 trial。材料呈现完毕后, 要求被试用纸笔先
回答屏幕上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沙发的软硬程度进行 1~10 的评分, 1 代表软, 10 代表硬)
与实验目的有关, 其余为填充材料。最后要求被试对之前呈现过的词语进行回忆, 将其写在
答题纸上。实验结束后的访谈表明, 被试并没有猜出实验的真实目的。
4.5 实验结果
实验被试 80 人, 删除错误率超过 20%的被试, 删除回忆率低于 80%的被试, 最后有效被
试为 72 人, 其中男生 40 人, 女生 32 人。2(词汇类型：男性化角色词和女性化角色词)×2(被
试性别：男生和女生)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词汇类型主效应显著, F 词汇的类型(1, 68) = 46.60, p <
0.001, η2p = 0.41; 对沙发软硬程度的评分, 男性化角色词语启动组的评分(M = 6.71)比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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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角色词语启动组(M = 4.49)显著高; 性别主效应不显著, F 被试性别(1, 68) = 0.64, p = 0.426; 词
汇类型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 词汇类型×被试性别(1, 68) = 0.26, p = 0.613。
4.6 讨论
通过实验 2, 我们发现性别角色概念中存在显著的软硬隐喻表征, 支持了概念隐喻理论
中思维隐喻是无意识的观点。实验 3 结果显示, 与男性化角色的概念启动组相比, 当启动女
性化角色的概念时, 被试偏向于把沙发判断为更软, 这表明个体对物体软硬的知觉显著受到
性别角色概念启动的影响。强调具身性和情境性的知觉符号理论, 认为我们通过不同的通道
(如视觉、听觉、本体感觉等等)或模态来知觉世界中的物体, 人的认知过程就是将这些多模
态的信息进行记忆和存储, 当有需要时在大脑中对这些信息重新提取并进行整合以完成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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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谢久书, 张常青, 王瑞明, 陆直, 2011)。因此, 在对性别角色概念进行加工时, 大脑记忆中
本体感觉(软和硬)通道的模态信息被激活, 引起身体状态的仿真或模拟, 从而影响了对沙发
软硬程度的知觉判断。

5 总讨论
5.1 软硬触觉经验影响社会性别分类知识的形成
实验 1 通过行为实验发现, 软硬触觉体验会影响被试对中性面孔的性别判断。与挤压硬
球的被试相比, 挤压软球的被试会偏向于把中性面孔判断为女性; 反之, 挤压硬球的被试会
偏向于把中性面孔判断为男性, 且性别归类的社会认知过程不受被试本身性别的影响, 实验
表明软硬的触觉经验影响了被试对面孔性别分类的判断。该结果证实了社会性别分类与软硬
触觉之间隐喻联结的心理现实性。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的本质是人们将具体的身体经验映射到抽象的范畴和关系上,
以建构和把握抽象的概念, 即“根据另一种事物或体验来理解和体验一种事物或体验 ”
(Lakoff & Johnson, 1980, p.5)。隐喻的桥梁架构作用使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间形成紧密联
系, 概念间不仅在语词层面上还在心理表征层面上密切关联, 经隐喻映射形成的抽象概念既
包含了认知表征, 也包含了主体与客体交互时的感觉运动经验、主体自身的状态及相关神经
机制等。触觉是婴儿发展的第一感觉, 妈妈的乳房、身体本身以及与婴儿亲吻、抚摸等互动
方式, 予以婴儿柔软的体验, 而父亲结实的骨骼和肌肉, 并常以嬉戏打闹的方式与婴儿进行
互动, 则带给婴儿坚硬的感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触觉体验使婴儿形成了关于柔软—坚硬触
觉图式结构, 随后架构到社会性别分类范畴上, 用柔软去理解女性, 坚硬去理解男性, 以获
得男女性别分类的认识。因此性别分类表征可能包含了个体与坚硬或柔软的客体互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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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运动信息, 当产生明显软或硬的触觉经验时, 相应的性别触觉印象也可能被激活。实验
1 中, 当感觉运动通道产生柔软感时, 相应的女性的触觉印象也同时被激活, 进而出现了挤
压软球的被试更偏向于把性别两歧面孔判断为女性的结果。
5.2 社会性别角色的软硬触觉隐喻
实验 2 通过内隐联想范式, 对性别角色词的软硬隐喻进行了探讨, 发现汉语中性别角色
概念存在显著的软硬内隐偏差, 被试进行女性化角色词—“软”、男性化角色词—“硬”的相容
归类任务与女性化角色词—“硬”、男性化角色词—“软”的不相容归类任务的平均反应时存在
显著的差异。这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性别角色概念存在显著的软硬隐喻表征, 支持了隐
喻思维是无意识的观点。根据概念隐喻理论, 人要认识更高级复杂的概念和思想, 就必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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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源概念映射到抽象概念域, 以通过具体经验来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与思想, 把握
抽象的范畴和关系(殷融, 曲方炳, 叶浩生, 2012), 所以性别角色的理解可通过软硬这一源自
“直接身体体验”的源概念来实现的。通过对软硬这一基本概念隐喻的映射, 发展出更抽象的
概念比如“刚强”、“温柔”等实现对男女性角色的概念化和社会认知, 而出现了“硬汉子”和“软
妹子”这类热词。再者, 身体、认知和环境是一体化的。在远古时代, 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
分工扮演了不同的社会角色, 男性作为非生育者负责狩猎和斗争, 女性作为生育者则负责采
摘果子和孕育后代。为了生存发展和繁衍后代, 男性的骨骼和肌肉变得更加的强壮坚硬, 以
便获得更多的食物和资源, 女性的身体则需要更柔软, 有利于穿越树林以及分娩和哺育后代。
同时受社会环境(如农业生产的出现、战争的频繁等)的影响, 男性需要坚强不屈去战斗以保
家卫国, 女性需要细心温柔以照料老少, 男女性别角色由生理性别的渲染开始在环境进化中
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看,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就形成了软硬、性
别与性别角色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进而造成了用硬和软代表男女社会角色的内隐经验偏
差。
身心合一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 身以“气”为根基, 通过“修身—修心”与“修心
—修身”达到天人合一的身体(黎晓丹, 叶浩生, 2015)。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在阴阳二气
作用的推动下孪生、发展和变化, 性别角色亦是如此。《周易》中记载：“乾道成男, 坤道成
女……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易则易知, 简则易从……”子曰：“乾坤, 其易之门邪？”“乾, 阳
物也; 坤, 阴物也。阴阳合德, 而刚柔有体(赵玉宝, 2005)。”这里明确了男女、阴阳和乾坤是
相辅相成, 相互依存, 男女的角色形象和气质特点则表现出“主”与“从”、“刚”与“柔”的差异。
阴阳之“气”乃人身体之本源, 一柔一刚乃人身体之经验, 因此“修身”、“修心”在于发挥身体
的主动性, 以“体知”的方式认识人与世界达到天人合一。所以, 男女气质上“坚强”和“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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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是阴阳之“气”的介导、身体刚柔的经验和主从尊卑的文化三者之间互动统一的结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家思想体系占据主流地位。以父权制为主的文化, 要求女性从属于男
性, 并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刚柔体验为根据, 发展出一系列的符号来拥护男性(如刚强不屈、骨
骼精奇等)和规训女性(诸如温柔顺从、贤良淑德等), 这些符号从身体、思想和行为上对男女
性进行了规定, 男人和女人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 身体力行学习这些符号的意义, 使自己具
备合乎社会的男性或女性气质。这些符号的发展实质上是对柔与刚这一具体经验的隐喻扩展,
使个体在“修身”与“修心”之间获得对性别角色认知和理解。
5.3 社会性别角色概念的加工影响个体身体经验的感知
知觉符号理论认为抽象概念是由概念与先前感知运动经验相关联的多模式状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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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身体经验的相关性导致具身隐喻, 即隐喻是基于知觉的知识表征而不是输入的结果
(Barsalou, 2008)。因而, 构想一个抽象概念, 会引起对与先前经验相关联的多模态的模拟、
部分重新启动或重新启动(Slepian et al., 2012)。具身理论认为, 概念表征与知觉运动系统具
有共同的神经基础, 概念在本实上是个体知觉与运动体验的神经记录, 而对概念理解和加工
的基本形式则是身体经验的模拟与还原(殷融等, 2012)。换句话说, 对抽象概念的加工会激活
身体关联的知觉、运动状态的模仿或重现。
通过实验 2 证实了性别角色概念与软硬触觉经验之间的隐喻关系。实验 3 中, 我们把性
别角色概念作为启动材料, 被试对启动材料的加工影响了随后沙发软硬程度的判断：相比男
性化角色词作为启动材料, 当女性化角色词的作为启动材料时, 被试更倾向于把沙发判断为
更软, 这说明了对性别角色概念的加工也会影响到物体软硬的知觉。当我们对性别角色词进
行加工时, 引起或激活了与先前经验关联的软硬触觉的模拟或重现, 导致之后软硬触觉感受
的不同。因此, 当对女性化角色词进行加工时, 软的触觉经验得到激活, 导致之后沙发被判
断为“更软”的趋势; 当对男性化角色词进行加工时, 硬的触觉经验得到激活, 导致之后沙发
被判断为“更硬”的偏向。实验 3 表明概念加工引起的对“软”和“硬”心理模拟影响了个体的认
知判断, 证明了认知判断的具身性。
5.4 性别角色形成与发展的具身性
本文通过 3 个实验探讨了软硬触觉经验与性别角色认知的隐喻式关系, 发现软硬触觉经
验在个体形成性别角色认知的过程中扮演了部分基础性的角色, 与强调身体在个体概念形
成和社会认知发展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具身认知观点一致。具身认知提出, 人类自我概念的形
成并非一种抽象的语言表征, 而是受到身体动作、感觉运动系统反馈的影响, 而身体动作和
身体活动具有文化的蕴义, 动作和身体姿势的适当与否与环境和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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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 认知不仅是具身的, 也是嵌入环境的(叶浩生, 2017)。换句话说, 性别角色的形成与
发展既不完全由生理性别所决定, 也不完全由社会关于性别所达成的共识所决定; 性别角色
不是一种抽象的认知表征, 而是个体在知觉和行动过程中身体与环境、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塑
造出来的。
我们认为, 性别角色认知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具身性, 但其所涉及的“身体”绝不仅仅包括
软硬触觉。概括说来, 它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意义：(1)解剖学意义的“身体”。男女生理
上的性别差异(包括生理结构和生理成熟等)对性别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 进而影响了人们对
性别角色的认知。(2)进行感觉运动的“身体”。身体作为代际传承的基础, 两性在世代进化中
具有不同的感觉运动体验。比如, 男性常与围捕猎物、部落战争相联结, 女性常与采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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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小孩相联系, 不同感觉运动的身体会潜在影响性别角色概念的形成与发展。(3)作为认知
方式的“身体”。许多概念的形成最先建基于身体对环境的隐喻。如本文证实性别角色的形成
部分源于身体软硬触觉经验, 软—硬图式通过隐喻映射到性别角色的认知, 进而影响性别角
色概念的形成与发展。(4)嵌入环境中的“身体”。这种意义上的“身体”, 既受到地形地貌、温
度湿度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也受到语言文化、风俗神话等文化环境的影响。在个体性别角色
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自然条件的制约(如定居还是游牧)、社会文化对性别的规训、父母或重
要他人的示范等, 均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身体参与甚至在某些时候决定了人们性别角色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只是软硬触
觉经验, 而是上述所有意义上的“身体”全部参与了性别角色的认知过程。日常生活中“闻香
识女人”、“臭男人”、“粉红女郎”、“油腻男”等词汇的存在, 反映了嗅觉、视觉等感觉运动经
验参与性别角色的认知过程。将来, 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进一步探讨性别角色形成与发展的具
身性, 更深入地了解性别具身效应产生的条件与机制。

6 结论
(1)社会性别分类和社会性别角色可以通过软和硬的触觉体验进行隐喻表征。
(2)性别角色词概念的加工会影响物体软硬知觉, 说明了认知判断存在具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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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ft and hard tactical experiences on gender role cognition
YI Zhongyi ; YANG Wendeng ; YE Haosheng
(Education Schoo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considered gender ro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determinism or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 two sides stand at the ends of “nature” and “culture,” respectively. The former focuses on
physiology, and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role of paren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disregards
the link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research have revealed limitations in the cognition of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gender classification and gender roles. Embodied cognition
emphasizes the dependence of cognition on the body,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body and environment are considered.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gender ro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previous studies.
Thre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with E-prime. In Experiment 1, the effect of soft and hard tac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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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on gender classification in the Chinese culture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a behavioral experiment
metho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eriment, subjects were asked for a full long-term contact with a specific ball
(soft or hard). Afterward,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determine the gender of ambiguous face images with their
right hands while squeezing a specific ball with their left hands. We found that the subjects who squeezed the soft
ball were likely to judge the ambiguous faces as female, and the subjects who squeezed the hard ball were likely to
judge the ambiguous faces as male. By assessing these automatic associations of gender roles with hard or soft
tactile experience, we designed an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n Experiment 2 to explore the implicit effect of the
“soft woman and hard man” bias. Our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implicit deviations in the concept of gender roles
in the Chinese cultur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compatible tasks in which feminine role
expres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soft” while masculine role expres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hard” and
incompatible tasks in which feminine role expres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hard” while masculine role
express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soft.” In Experiment 3, we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ual processing
of gender role expressions on soft and hard perceptions of objects through concept priming and percep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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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 task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memorize the male role expressions or female characterization
expressions and evaluate the degree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from 1 (soft) to 10 (hard). The expressions were then
recall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ubjects in the group of masculine role expressions, those in
the group of feminine role expressions judged a sofa as softer.
We conclude that gender classification and gender impression representa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soft and
hard metaphors. The concept of “soft woman and hard man” in the gender role is unconscious. Our
conceptualiz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gender roles depend on the metaphorical expans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soft” and “hard.” In addition, the processing of the concepts of gender characterization among the study
subjects activated the modal information of the proprioception (soft and hard) channel in the brain memory and
caused the simulation of the physical state. It then affected the perception of the degree of softness and hardness of
the sofa, thereby proving the existence of an embodied effect in cognitive judgment.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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