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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11～14 岁超常儿童与普通儿童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比较  

作者：张博  黎坚  徐楚  李一茗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总体评价：研究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意见 1： 

自检报告第 3 项的回答不实。国内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相关的研究发表，可

能没有直接使用“超常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之类的关键词，但与之相关的有超常儿童与常态

儿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认知能力”等。另外，文章中在界定“问题解决能力”时，特别强

调了“元认知能力”，超常与常态儿童元认知能力方面国内以前也有过相关的研究。希望作者

认真检索国内文献，不能只检索狭隘的“问题解决能力”，还应该检索相关或相近的关键词和

文献。 

回应： 

感谢审稿人指正并提供搜索关键词。我们之前采用的搜索关键词为“问题解决能力”“问

题解决”，而未采用诸如“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关键词，因此遗漏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这确实是作者的疏忽。结合审稿人提供的关键词，我们已对国内研究（包括中文和国内学者

发表的英文）进行了全面搜索，结合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补充文献引用 9 篇，如下列出，

并予以合理引用。 

查子秀. (1984). 3-6 岁超常与常态儿童类比推理的比较研究. 心理学报, (4), 373-382.   

查子秀. (1990). 超常儿童心理研究十年. 心理学报, (2), 113-126.   

查子秀. (1994). 超常儿童心理与教育研究 15 年. 心理学报, 26(4), 337-346.    

施建农. (1990). 超常与常态儿童记忆和记忆监控的比较研究. 心理学报, (3), 323-329.   

施建农. (2006). 以超常儿童为被试的个体差异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14(4), 565-568.   

施建农 & 徐凡. (1997). 超常与常态儿童的兴趣、动机与创造性思维的比较研究. 心理学报, 29(3), 271-277.  

周林 & 查子秀. (1986). 超常儿童实验班的建立——关于学生筛选的研究. 心理学报, (4), 387-395.   

邹枝玲, 施建农, 恽梅 & 方平. (2003). 7 岁超常和常态儿童的信息加工速度. 心理学报, 35(4), 527-534.  

Zhang, Shi, Luo, Zhao, & Yang. (2006).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a visual search task in 

children: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Neuroreport, 17(7), 747-752. 

意见 2： 

文章从摘要到正文中多处提到“关键期”，这种说法不合适，现在人们更倾向于用快速

发展期或快速变化期。尤其是在这个研究中，使用“关键期”更不合适。即使真的有所谓问

题解决能力的“关键期”，就凭这样一个研究也不能证明它。 

回应： 

感谢审稿人指正。我们在进一步查阅最新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后发现，如果没有大量的追

踪数据以及复杂的数据建模，“关键期”一词确实不合适。已照专家意见将所有“关键期”的表

述改为“快速发展期”。 

意见 3： 

国内关于超常儿童的鉴别方面的文献也有不少，但文章在问题提出部分没有引用。 



 

回应： 

已按照审稿人意见在相应位置对国内文献进行了补充和引用。具体请参见对意见 1 的回

应。 

意见 4： 

研究者开展该项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是 Sternberg 的相关理论、模型，特别是在 Sternberg

的问题解决七步模型中关于认知与元认知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元认知几乎伴随这

认知活动的整个过程，因此，把认知与元认知完全分开的想法是有问题的。建议从关于认知

与元认知的基本定义出发，考虑如何在实验中进行评价和计量。 

回应： 

对问题解决七个步骤进行认知成分与元认知成分的划分是 Davidson & Sternberg (2003)

在 The 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 一书中提出来的，并且这一观点在 Sternberg 的早期的文

章中也有迹可循(Davidson, Deuser, & Sternberg, 1994; Davidson & Sternberg, 1998)。尽管这么

划分可能不是最合理的，但作者认为，本研究这么划分至少是有据可依的。 

另一方面，就认知与元认知的关系，作者完全同意审稿人的意见，即两者相互伴随，不

可能完全分开。因此，我们采用了基于认知任务表现的方式去测量个体的元认知水平。尽管

这些指标本身可能不纯粹，但为了对其进行研究，作者只能尽量选择侧重某一方面的指标。

元认知本身是一个上位的概念，包含许多子成分，例如计划、监测、控制、评估等 (黎坚，

张厚粲，2006)，研究者很难在同一个研究中同时关注到所有成分。以往的研究对监测过程

关注较多，对计划的实证研究很少。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计划这一元认知控制过程，选择了

时间比这一指标，并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验证了指标的信效度(submitted)。因此作者认为本

研究对元认知计划的考察是合理的。 

意见 5： 

作者在问题提出部分认为有关超常儿童认知效率方面的研究很少(4 页 15 行)，这种说法

不很符合事实。一方面，如果把单位时间内的认知量看成是认知效率的话，在超常儿童研究

领域，国内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在心理学报上有过关于超常儿童的记忆组织和记忆监控

方面的文章发表，其中就有记忆效率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近年来在认知神经领域，有研

究者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探讨超常儿童在完成认知任务时的神经机制，也有认知效率的探

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提供超常儿童的认知效率更高的研究证据，建议阅读相关文献后再慎

重下论断。 

回应： 

感谢审稿人意见并提供详尽的文献资料。这确实是由于作者关键词选择的局限导致部分

关键性研究被遗漏。现已补充相关研究，并将“很少”一词替换为“较少”，以更客观地展

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补充文献详情请参见对意见 1 的回应。 

意见 6： 

研究中采用的实验任务，作者认为是“经典”任务的说法也不合适。“推箱子”是若干

年前的一个电脑游戏，用电脑游戏作为心理学研究任务，需要解释为什么。而“经典实验任

务”在心理学领域，通常是指“已经很成熟，被很多人重复并证明有效，从而被广泛接受的

任务或实验范式”，如选择反应时任务，Stroop 任务，N-back 任务等。 

回应： 

感谢审稿人细致的修改意见。非常抱歉我们在原文中未能表述清晰。推箱子只是经典游

戏，而非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任务，我们已在原文中删掉了经典一词。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推箱

子游戏，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①作者希望考察被试在同一个认知任务中展现出来的认知能

力、元认知能力和认知效率。而在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已经证明推箱子任务能同时提供这三

个指标，且指标的心理测量学属性也得到了验证(submitted，如需相应数据，作者可提供)；



 

②推箱子游戏比较有趣，并且是通过后台记录的 log-file 来分析，不需要被试自我报告，是

以一种非闯入(not intrusive)的方式来进行在线测量(on-line assessment)，这种测量方式的效度

更高(Veenman, 2007, 2011, 2013)。 

意见 7： 

在实验任务中，由于每一题中涉及的箱子数不同（1-3），每一题的难度不是一样的，所

以，如果满分是 20 分，也就是共有 20 题。这 20 题的难度是逐渐递进的还是随机的？需要

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回应： 

原文中实验材料部分有提到“根据预实验结果将题目由易到难排列”。具体请参见“2 方

法”中的“2.2 实验材料”部分。 

 

意见 8： 

在确定认知效率的指标时，用总步数来代表认知效率是不合适的，至少不是最合适的。

如果一个被试虽然步数多，但用于解决问题的时间短，算效率高还是低？因此，效率应该与

步数和时间联系起来。 

回应： 

感谢审稿人细致入微的意见。本测验在指导语中明确说明“不限时”，同时也强调“被

试所用步数越少越好”。同时，每个题目需要的最少步数是一定的，总步数越多则代表额外

步数越多，冗余操作越多。因此，总步数可以作为认知效率的指标。时间并不是本研究中考

察效率的一个主要标准。 

意见 9： 

在追踪的结果方面，被追踪的被试 141 名被试(其中 76 名常态)的详细年龄分布没有交

待，这会影响对结果的解释。由于在前面的数据分析中已经发现无论是超常还是常态儿童，

年龄差异显著，因此，如果把有年龄差异的被试放在一起时，就会出现误差。结果很难说明，

这两年之间的差异是由于时间造成的还是由于不同年龄的被试混合造成的。 

回应： 

谢谢审稿人的意见，这个意见对于本研究很重要。由于超长儿童的数据来之不易，因此

作者在最初数据分析时把高低两个年级的超常儿童班均纳入其中，且这种情况下两类儿童的

年龄差异也不大，因此未进一步检验两者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经审稿人指正之后，作者对两

组被试的年龄进行了 t 检验，发现确实存在年龄差异。为了匹配两类儿童的年龄，作者只采

用超常儿童组中年龄较大的一个班和普通儿童组中年龄较小的一个班，并重新进行了数据分

析，剩余两个班级不参加数据分析。这样，两组儿童的年龄不再存在显著差异，t = 1.49, p = 

0.14，因此排除了年龄的混淆效应。 

意见 10： 

在讨论部分，关于超常儿童的培养的讨论，与本研究的偏离了本研究的主题。 

回应： 

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超常儿童与普通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差异，研究部分确实并未

涉及超常儿童的教养问题。但是作者认为，心理学研究除了描述、解释之外，还希望能够进

行预测和控制，对发展进行干预和促进。并且，本研究关于快速发展期的研究结果在教育上

具有一定应用价值，能为超常儿童的培养提供一定的指导。而且作者在问题提出部分也说明

关注发展模式差异对于超长儿童的鉴别和培养具有重要意义，讨论部分与此呼应。综上，作

者仍希望能够保留这一部分的讨论。当然，经审稿人的提醒，我们也发现此部分内容稍多，

作者已进行删减。 

意见 11： 



 

在结论部分，作者的第 1 个结论实际上不是研究发现，而是作者的设想，或者说作者认

为问题解决能力应该包括“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和认知效率” 维度，而不是在本实验得

出的结论，因此根本不是结论。 

回应： 

本研究在引言部分通过理论分析，形成“问题解决能力包括元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和认

知效率”这个假设，然后通过数据分析中的 CFA、EFA 结果部分验证该假设成立。这一过

程借鉴一般心理测量学的研究思路，即提出相应构想，并通过数据检验假设是否成立。因此，

作者认为这可以成为结论。当然原文结论过于绝对，问题解决能力可能还包含着其他本研究

未考虑到的成分。作者已在讨论和结论部分作修改，以求更加科学谨慎，详见“5.结论”蓝

色字体部分。 

意见 12： 

第 3 个结论中对于关键期的说法不合适，理由在前面已经提到。另外，作者根据年龄与

儿童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得出“两类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差异逐渐减小”的结论也是很难

成立的。理由是，虽然交互作用显著(p < .001)，但埃塔值非常小(偏 η
2
=0.05)，还有，追踪数

据的交互作用也达到了显著水平，但埃塔值更小(偏 η
2
=0.03)，说明效应值很小。更主要的

是，追踪数据中没有详细说明被试的年龄分布，没法分清结果是由什么引起的。而且，只有

两个点，不能说明一条曲线的走向或趋势。 

回应： 

感谢审稿人指正。我们已经将原文中“关键期”这一措辞改为“快速发展期”。 

在横向比较中，被试类型和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但效应量较小。作者认为，这是由于

被试间实验设计未能有效控制个体差异，导致误差项增大，因而效应量减小。另一方面，在

纵向比较中，我们已根据审稿人意见 9 对被试年龄进行匹配，年龄分布详见“2.1 被试”部

分。重新分析数据发现，被试类型和时间的交互作用依然显著，且效应量值偏 η
2 达到了 0.14，

已属较大效应量(Olejnik & Algina, 2000；Cohen, 1988)。因此作者认为该交互作用确实存在。 

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纵向研究只有两个点，确实不能说明完整的发展趋势。但横向比

较有三个年龄段，且横向和纵向的结果交互验证。据此，作者认为可以做出“两类儿童的问

题解决能力差异逐渐减小”这一推论。当然，作者也计划在后续的研究中增加追踪的年限，

以期获得更有说服力的结论。 

 

 

审稿人 2 意见： 

总体评价：本文主要就问题解决能力的考察，比较了普通和超常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特征。

就选题角度、文献分析、行文逻辑、数据处理和结果讨论等方面而言，论文表现出较好的心

理学专业水准，具备公开发表的潜质。但要在《心理学报》上发表，我们认为还需从如下方

面对论文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意见 1： 

文献综述部分，对与该领域相关的研究分析不深入，更多是泛泛引用，没有从本文“主

题”的角度进行专业性讨论。 

回应： 

谢谢审稿人的指正。我们已经在文中对一些重要研究进行了深入分析(见第二、四段蓝

色部分)。本研究从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和认知效率三个角度来探讨超长儿童和普通儿童

的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异同。但其实直接相关的文献较少，没有从问题解决能力这个层次出发，

更多的是单独研究某一种能力。且发展研究就更少了。因此作者只能分别从认知能力、元认

知能力和认知效率的角度进行综述。并根据综述结果，整合本研究的思路。 



 

意见 2： 

文献行文线索和语言表述还需提炼。如 2-3 段缺乏相应的理论过渡，文中为何要借鉴元

认知能力发展模式来比拟问题解决模式等。 

回应：     

谢谢审稿人指正。作者已经在第二段和第三之间添加了理论过渡，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

要借鉴元认知能力的发展模式来比拟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模式。详见文中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3： 

    本文选取 11-14 岁儿童作为研究被试，且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鉴于发展心理学上该

年龄段的“儿童”仅是一小部分，故论文题目建议限定为“11-14 岁儿童”。 

回应： 

谢谢审稿人的指正。已经按照修改建议，对文章的标题进行了修改。 

意见 4： 

文章结论部分存在“猜测成分”，如“超常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可能在 11-12

岁半之间”，“普通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可能在 12 岁半-14 岁之间”以及“尽管

超常儿童在 12 岁半和 13 岁半左右问的题解决能力都显著高于普通儿童”中 12 岁半、14 岁

和 13 岁半是如何得出的？因为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方式，是难以得出上述结论的。因此，

建议在数据处理方面最好使用“混合效应模式”，而不是将被试依据年龄划段进行方差分析。

这样可以更好的看出“真正的年龄效应”。从而避免上述结论中的猜测性语言表述。 

回应： 

谢谢审稿人指正。本研究主要关注 11-14 岁普通儿童和常超儿童的问题解决能力发展

模式的异同。因此在横断研究中，将被试分为三个年龄段，作为年龄这一自变量的三个水平。

然后通过 2 × 3 的 ANOVA，来关注儿童类型和年龄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若存在交互

作用，则说明超常儿童和普通儿童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追踪研究的道理也是如此。普通方

差分析可以达到此目的。如钱怡，赵婧，毕鸿雁(2013)2013 年发表于《心理学报》研究 3-5

岁儿童正字意识的发展使用的就是普通方差分析，王异芳，苏彦捷，何曲枝(2012)发表于《心

理学报》研究 3-5 岁儿童基于声音线索的情绪知觉能力的发展同样使用的是一般方差分析。 

而就本研究的年龄点的划分这个问题而言，作者十分感谢审稿人的细心和严谨。在横

断研究中，三个年龄组被试的平均年龄分别是 11.12 岁、12.46 岁、13.76 岁；纵向研究中，

第一次测试的平均年龄为 12.7 岁。由于实际取样的限制，没能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的平

均年龄严格对应起来（比如纵向研究应该是探测从 12.46 岁到 13.76 岁）。因此最严谨的做法

应该是就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分别得结论（如“从横向研究可以看出，超长儿童问题解决能

力发展的关键期在 11.12 岁半-12.46 岁之间”、“从纵向研究中可以看出，普通儿童问题解决

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在 12.7 岁-13.7 岁之间”）。但是如果这样得结论的话，会显得过于琐碎，

不易于读者理解。因此作者还是倾向于在结论部分将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的结果综合起来，

并将年龄划分为 11-12 岁半、12 岁半到 14 岁这两个区间。但在更详细的讨论部分，按照上

述更严谨的方式来进行。详见讨论“4.2 超常儿童与普通儿童问题解决能力的异同”部分。 

对于审稿人提到的“混合效应模式”，作者不太清楚所指为何。是指处理追踪数据的

mixed-model？还是指一个自变量为 fixed-factor，另一个自变量为 random-factor 的 mixed 

effect 方差分析？如果是前者，本研究一部为横断研究，此方法不适用。纵向研究也只有两

个点，同样也不适用。如果是指后者，mixed effect 中的 random-factor 是指从某一自变量总

体中随机抽取几个水平作为研究所用的自变量水平，但期望将研究结果推广至所有水平，而

不仅是限制于研究所选取的这几个水平（Tabachnick & Fidell,2000）。就本研究而言，首先，

我们只关注11-14岁之间的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目前并没有将研究结论推至更广年龄段。

其次，本研究虽然按照年龄段对被试进行了分组，但实际上 11-14 岁之间的每个点（以月为



 

最小单位）都有取值，得出的结论也都是针对某个年龄区间而非特定年龄点而言。同时，

random-factor 由于误差项较大，且误差项自由度较小，对统计检验力的影响较大。综上所述，

作者认为暂不需要使用混合效应分析。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针对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虽然在关于认知与元认知成份的区分上仍有商

榷的余地，但属于学术争论的范围。鉴于相关领域国内的研究较少，该研究的发表有利于国

内相关领域同行的借鉴。同意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人在第一次外审时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这里也再次感谢审稿人对本研

究的认可。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论文作了较好的修改，基本达到发表要求。建议：进一步规范文字和标点，严

格按学报版式和规范修改定稿。  

回应： 

 感谢审稿人在第一次外审时对本研究提出的宝贵意见，这里也再次感谢审稿人的严格

要求以及对本研究的认可。研究者邀请了三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稿件再次进行详细阅

读，对存在不规范的标点和文字使用进行了修改。同时也严格参照学报要求的格式，对原稿

件中格式不规范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见稿件中红色字体部分。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同意审稿人意见，作者根据审稿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建议在如下两点进一步完

善写作后发表：表 3 表 5 应该为三线表；讨论的第一段应为结果的小结，请补充。  

回应： 

感谢编委对本研究的认可。研究者已按照编委意见，将表 3、表 5 改为三线表了，并在

讨论部分添加结果小结，详见讨论部分绿色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