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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 要要

ⅠⅠ．．创造性想象的机制创造性想象的机制

ⅡⅡ．．孩子的孩子的““谎言谎言””真的是谎言吗真的是谎言吗？？
１．１．谎言的机制谎言的机制⇔⇔记忆的歪曲记忆的歪曲？？

ⅢⅢ．． 语言语言（（行动行动）＝）＝寻求含义的努力寻求含义的努力

谎言的可能性谎言的可能性



ⅠⅠ．．想象是创造的源泉想象是创造的源泉



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１０个月）第一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出生后１０１０个月个月））

印象的诞生→（装扮游戏、延迟模仿）印象的诞生印象的诞生→（→（装扮游戏、延迟模仿装扮游戏、延迟模仿））

片断记忆的出现←（海马的网络化）片断记忆的出现片断记忆的出现←（←（海马的网络化海马的网络化））



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１０个月）第一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出生后１０１０个月个月））

海馬海馬
HippocampusHippocampus

扁桃体扁桃体
AmygdalaAmygdala

ワーキングメモリーワーキングメモリー
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Ｍｅｍｏｒｙ

第一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出生后１０１０个月个月））

印象的诞印象的诞，，生片断记忆生片断记忆的出现的出现←（←（海马的网络化海马的网络化））



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１０个月）第一次认知革命第一次认知革命（（出生后出生后１０１０个月个月））

印象的诞生→（装扮游戏、延迟模仿）印象的诞生印象的诞生→（→（装扮游戏、延迟模仿装扮游戏、延迟模仿））

片断记忆的出现←（海马的网络化）片断记忆的出现片断记忆的出现←（←（海马的网络化海马的网络化））

社会参照⇔（向他人寻求解答）社会参照社会参照⇔（⇔（向他人寻求解答向他人寻求解答））

物理认识的开始⇔（物体的同一性认识：
即使看不见也是存在的）

物理认识的开始物理认识的开始⇔（⇔（物体的同一性认识物体的同一性认识：：
即使看不见也是存在的即使看不见也是存在的））



进行或不进行社会参考的孩子进行或不进行社会参考的孩子

社交参考社交参考社交参考

（1）100对出生10个月后的婴儿及其母亲（1）100对出生10个月后的婴儿及其母亲

Social  ReferencingSocial  Referencing

（向井,  2003）（向井,  2003）

让他们在游戏室玩耍让他们在游戏室玩耍

展示一个小狗形状的机器人→ 婴儿很吃惊展示一个小狗形状的机器人→ 婴儿很吃惊

抬头看母亲脸的孩子

未抬头看母亲的孩子

抬头看母亲脸的孩子

未抬头看母亲的孩子

62人

38人

62人

38人

（2）1岁半时，重复同样的实验（2）1岁半时，重复同样的实验

62人跑向母亲

38人虽然走向母亲，但眼睛紧盯着小狗形
状的机器人

62人跑向母亲

38人虽然走向母亲，但眼睛紧盯着小狗形
状的机器人



词汇的词类分类词汇的词类分类词汇的词类分类

「素质」（对人对物系统）「素质」（（对人对物系统对人对物系统））

95%为名词95%为名词 「图谱型」
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敏感

「「图谱型图谱型」」
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敏感对事物的因果关系敏感

38人3838人人

打招呼和表达感情的词语为６成、剩
下的为名词

打招呼和表达感情的词语为６成、剩
下的为名词 「故事型」

对人际关系敏感

「「故事型故事型」」
对人际关系敏感对人际关系敏感

62人6262人人

（内田・向井, 2008）



创造型想象的机制创造型想象的机制

・描绘未来的素材＝经验

・想象≠经验

・描绘未来的素材＝经验

・想象≠经验

想象是创造的源泉想象是创造的源泉想象是创造的源泉

总结经验、整理脉络时

某些新的东西随之产生

总结经验、整理脉络时

某些新的东西随之产生

创造的可能性创造的可能性创造的可能性



２岁５个月２２岁岁５５个月个月 ３岁８个月３３岁岁８８个月个月

兔兔、
蹦蹦跳

兔兔、
蹦蹦跳

好疼、
摔倒了、
石头（手指画中的石头）
摔倒了

好疼、
摔倒了、
石头（手指画中的石头）
摔倒了

呜、呜、
小兔子、呜
（把手放在脸上
学小兔子哭）

呜、呜、
小兔子、呜
（把手放在脸上
学小兔子哭）

小兔边看月亮
边高兴地跳舞

小兔边看月亮
边高兴地跳舞

跳舞时一直朝上看
没有注意脚下、
所以被小石子绊倒
一屁股坐在了水坑里

跳舞时一直朝上看
没有注意脚下、
所以被小石子绊倒
一屁股坐在了水坑里

从头到脚
全湿透了。
小兔子哭了

从头到脚
全湿透了。
小兔子哭了



「回忆」和「想像」的关系「回忆」和「想像」的关系

思考思考 反省式思考反省式思考反省式思考

因果推论＋－
类推＋－

因果推论＋－
类推＋－

类推＋＋
因果推论＋＋

类推＋＋
因果推论＋＋

素材（既有知识，经验）素材（既有知识，经验）

的关系的关系

收缩式收缩式

扩散式扩散式

「回忆」「回忆」

「想像」「想像」

的关系的关系

＝＝

＝＝

图像式图像式

语言式语言式
知识的创造
（创造式表象）

知识的创造
（创造式表象）

知识的再现
（再生式表象）

知识的再现
（再生式表象）



类推（analogy）类推（analogy）

人的内心为了将新的经验与已知事
物相连接，总是不断地留意究竟可
以采取何种类推。

⇔归纳推理

人的内心为了将新的经验与已知事
物相连接，总是不断地留意究竟可
以采取何种类推。

⇔归纳推理



孩子的自言自语孩子的自言自语

「晚霞团在一起啦！」

「云朵是在这里做出来的啊！」

「（白色和黑色的）熊猫肯定不吉利，
动物，对是动物。」

「「晚霞团在一起啦晚霞团在一起啦！」！」

「「云朵是在这里做出来的啊云朵是在这里做出来的啊！」！」

「「（白色和黑色的）熊猫肯定不吉利，（白色和黑色的）熊猫肯定不吉利，
动物，对是动物。动物，对是动物。」」

３岁 男孩

４岁 女孩

６岁 女孩

３３岁岁 男孩男孩

４４岁岁 女孩女孩

６６岁岁 女孩女孩

全劳济编纂『最近孩子们嘴里偶然冒出的可爱的自言自语』
河出书房新社 1998出版

全劳济编纂『最近孩子们嘴里偶然冒出的可爱的自言自语』
河出书房新社 1998出版



想象的意义想象的意义

人如果只是照搬过去的经验，就只能活在过去。

我们之所以能够面向新的未来不断前进，改变现
状，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得益于可以发挥
想像力、创造出以前没有的东西的特质。

人如果只是照搬过去的经验，就只能活在过去。

我们之所以能够面向新的未来不断前进，改变现
状，使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正是得益于可以发挥
想像力、创造出以前没有的东西的特质。

（内田,  1994）（内田,  1994）



ⅡⅡ．．孩子的孩子的““谎言谎言””真的是谎言吗真的是谎言吗？？

谎言的机制谎言的机制⇔⇔记忆的歪曲记忆的歪曲



１．１．报告的顺序的变化报告的顺序的变化

●●某件事情某件事情
事情发生的顺序事情发生的顺序（（因果因果））很重要很重要

例．例．投掷石子事件投掷石子事件；；
１．１．拓哉向慎吾投掷石子，慎吾也向拓哉投拓哉向慎吾投掷石子，慎吾也向拓哉投
掷石子以示报复掷石子以示报复..

２．２．拓哉哭着跑向母亲拓哉哭着跑向母亲..
３．３．拓哉告诉母亲说拓哉告诉母亲说「「是慎吾先向我扔石子的是慎吾先向我扔石子的
」」

慎吾受到了斥责慎吾受到了斥责



拓哉撒谎了吗拓哉撒谎了吗？？

●●可能会发生以下的记忆变化可能会发生以下的记忆变化
例．例．内心观内心观念的排列念的排列 AA－－BB－－CC

如果如果AA－－CC 的联系被过份强调，或的联系被过份强调，或 BB－－CC的的
关联被扩大，那么关联被扩大，那么因果关系将发生逆转。因果关系将发生逆转。

★★拓哉拓哉寻找母亲的过程中，只有寻找母亲的过程中，只有被扔了石子被扔了石子
这个这个最新的体验在记忆中最新的体验在记忆中被放大了被放大了（（ｒｅｃｅｎｃｙｒｅｃｅ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ｐｒｉｍａｃｙ＊ｐｒｉｍａ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ｅｆｆｅｃｔ

孩子的孩子的““谎言谎言””是常见的是常见的



成年人的成年人的目击证词可靠吗目击证词可靠吗？？

●●von Liszt(1902)von Liszt(1902) 教授教授（（P)P)上课时发生的事上课时发生的事；；

AA「「我想从基督教的立场解释该问题的本质我想从基督教的立场解释该问题的本质！」！」
BB「「不能站在那样的立场不能站在那样的立场！」！」
AA「「你敢侮辱我你敢侮辱我！」！」（（举起手枪举起手枪））
BB（（冲向冲向AA））
PP（（劝开两人，使事态平息。劝开两人，使事态平息。））

出现了很多出现了很多省略省略、、附加附加
甚至甚至更改（与事实不符更改（与事实不符

的叙述）的叙述）

马上马上让学生把在现场看到的事件写成报告。让学生把在现场看到的事件写成报告。



２．２．在更改的同时在更改的同时附加附加

★★觉得回想到的细节对自己来说毫无意觉得回想到的细节对自己来说毫无意
义时义时

⇔⇔想像并附加自己认为想像并附加自己认为
有意义的事有意义的事

综合各种经验或整理线索时综合各种经验或整理线索时
→→附加附加新的信息新的信息

创造的可能性创造的可能性



ⅢⅢ 故事故事（（作为活动的叙述作为活动的叙述））

●●叙述的素材叙述的素材＝＝经验经验

●●叙述叙述≠≠经验经验

★★信息的更改或附加信息的更改或附加

更改或附加的更改或附加的““装置装置””
「「音声化音声化」」（（语言化语言化⇔⇔身体身体））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把想法说出来把想法说出来（（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扩大化信息扩大化

２．２．公式化公式化・・定型化定型化

３．３．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４．４．从精神内从精神内～～精神间精神间～～到精神内到精神内（（深深
化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 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扩大化信息扩大化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ｅｓｃｕｅｓ

２．２．公式化公式化・・定型化定型化

３．３．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４．４．从精神内从精神内～～精神间精神间～～到精神内到精神内（（深化深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信息丰富化的玄机信息丰富化的玄机

「「回忆是回忆是 重新建构重新建构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１９３２）（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１９３２）

经验总是被经验总是被重新建构重新建构成符合对该事件的叙述的线索成符合对该事件的叙述的线索

１．１．证词证词的可信性的可信性

e.g., e.g., 甲山事件甲山事件

（（２．２． 传言传言的产生与传播的产生与传播
e.g.,e.g., 丰川信用金库的恐慌丰川信用金库的恐慌）） →省略→省略

（（３．３． 口传文艺口传文艺 的变迁的变迁
e.g., e.g., 伊势物语、格林童话伊势物语、格林童话）） →省略→省略



孩子的目击证词的可信性孩子的目击证词的可信性
（（甲山事件证词的启示甲山事件证词的启示））

●●44个孩子的证词个孩子的证词；；
事件发生当晚，事件发生当晚， 「「看到看到」」保育员山田将小悟从紧急出口带走。保育员山田将小悟从紧急出口带走。

●●确定犯人的关键证词确定犯人的关键证词；；
11人是事件发生人是事件发生1515天后做的证词天后做的证词，，另另33人是事件发生人是事件发生33年后做的年后做的
证词。证词。

●●「「过去的记忆过去的记忆」＝「」＝「现在的故事现在的故事」；」；
目击证词是现在的叙述中产生的过去。目击证词是现在的叙述中产生的过去。

●●目击证词目击证词＝＝附加了注解的叙述附加了注解的叙述；；
在检察官或法官面前叙述并解释事件发生的经过，这样的叙在检察官或法官面前叙述并解释事件发生的经过，这样的叙

述才被成为证词。述才被成为证词。

→→取决于听者的解释的结构。取决于听者的解释的结构。



重复重复提问的行为提问的行为

●●答案明确的情况下不会重复提问答案明确的情况下不会重复提问

∵∵ 因为避免使交流拖长的规则发挥了作用。因为避免使交流拖长的规则发挥了作用。

会话的合作原则会话的合作原则 （（Grice, 1975) Grice, 1975) 

量量的准则：的准则：提供足够的信息提供足够的信息

质质的准则：的准则：叙述事实叙述事实

关系关系准则：准则：说话要有关联说话要有关联

方式方式准则：准则：说话要清楚说话要清楚，，明了明了



●●理解孩子们的这一规则理解孩子们的这一规则

大人重复提问时，孩子们大人重复提问时，孩子们

①①认为认为「「不能做出同样的答复不能做出同样的答复」」或或

「「自己回答错了自己回答错了」」。。

②②敏感地洞察大人想要得到的答复，敏感地洞察大人想要得到的答复，

试图寻找其他答案以试图寻找其他答案以顺应大人的意图顺应大人的意图。。



例例：：通过重复同一问题来引出答案通过重复同一问题来引出答案

ＢＢ 「「一开始在走廊入口处看到时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一开始在走廊入口处看到时看清那个人的脸了吗？」」
ＣＣ 「「・・・・・・・・・・」」
ＢＢ 「「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哦。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哦。」」
ＣＣ 「「不，没看清。不，没看清。」」

例：例： 转换成选择式提问，强迫接受提问的人选转换成选择式提问，强迫接受提问的人选
择一个答案。择一个答案。

ＢＢ 「「SS君身后的人和君身后的人和SS君身体几乎是靠在一起的吗君身体几乎是靠在一起的吗？」？」
ＣＣ 「「・・・・・・・・・・」」
ＳＳ 「「请你先回答一下到底是靠在一起的还是没有靠在一起。请你先回答一下到底是靠在一起的还是没有靠在一起。」」
ＣＣ 「「・・・・・・・・」」
ＢＢ 「「请先回答身体是不是靠在一起的。请先回答身体是不是靠在一起的。」」
ＣＣ 「「・・・・・・・・・・几乎是靠在一起的。几乎是靠在一起的。」」



例例：：从无法回答到能够回答从无法回答到能够回答
ＢＢ 「「刚才你对我说是从男厕所出了大门朝女生楼去的。刚才你对我说是从男厕所出了大门朝女生楼去的。」」
ＣＣ 「「是的。是的。」」
ＢＢ 「「当时你看到男生当时你看到男生楼的走廊楼的走廊，，大门那儿和女生楼大门那儿和女生楼有其他人吗有其他人吗？」？」
ＣＣ 「「没有。没有。」」
ＢＢ 「「女生楼的走廊上有人吗女生楼的走廊上有人吗？」？」
ＣＣ 「・・・・・（１「・・・・・（１分分1515秒秒）」）」
ＢＢ 「「听懂我的问题了吧。听懂我的问题了吧。」」
ＣＣ 「「是的。是的。」」
ＳＳ 「「如果没有听懂我的问题，请说「请你再说一遍」。如果没有听懂我的问题，请说「请你再说一遍」。
ＣＣ 「「知道了。知道了。」」
ＢＢ 「「女生楼的走廊上有人吗女生楼的走廊上有人吗？？ 」」
ＣＣ 「・・・・・「・・・・・SS君和泽崎老师在那儿。君和泽崎老师在那儿。」」

ＢＢ 「「那是你看到的？那是你看到的？」」
ＣＣ 「「是的。是的。」」



供词的特征供词的特征

（１）（１）
事件刚发生时的供词中是「山田带走了小悟」。事件刚发生时的供词中是「山田带走了小悟」。
事件和线索不同事件和线索不同

→→叙述叙述日常记忆日常记忆的可能性的可能性

（２）（２）
在不断重复的审问中，信息变得面目全非，令其成为在不断重复的审问中，信息变得面目全非，令其成为
足以印证足以印证「「杀人事件杀人事件」」的线索。的线索。

（３）（３）
提问人的提问人的 主观认识主观认识 引出了支持这种主观认识的供词。引出了支持这种主观认识的供词。



（４）（４）
提供证词的孩子患有智障。提供证词的孩子患有智障。

→→因为没有因为没有记忆虚构的事实以及进行分析组织记忆虚构的事实以及进行分析组织的的

能力，所以认定其所说的就是「事实」而忽略了供述能力，所以认定其所说的就是「事实」而忽略了供述
过程中的分析。过程中的分析。

（５）（５）
山田的自供山田的自供；；精神上无法忍受连日来恶劣环境下的审精神上无法忍受连日来恶劣环境下的审
问。问。
无法和辨护人进行充分的交流。无法和辨护人进行充分的交流。
→→无意识中被迫认定就是自己干的，不得不做出无意识中被迫认定就是自己干的，不得不做出

了违背事实真相的自供。了违背事实真相的自供。

∴∴ 证词的可信度极低。证词的可信度极低。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更丰富信息更丰富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ｅｓｃｕｅｓ

２．２．公式化公式化・・定型化定型化

３．３．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４．４．从精神内从精神内～～精神间精神间～～到精神内到精神内（（深化深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叙述＝公式化･定型化叙述＝公式化･定型化

「谈话的语法」（物语图解法）「「谈话的语法谈话的语法」」（（物语图解法物语图解法））

5岁半以后～5岁半以后～

◆叙述事件和发生的事

①起承转结 布局

②常用句･常用的表现手法

◆◆叙述事件和发生的事叙述事件和发生的事

①①起承转结起承转结 布局布局

②②常用句常用句･･常用的表现手法常用的表现手法



把星星送回天上的方法把星星送回天上的方法［［M.T.5M.T.5岁岁1010个月个月］］

７７月月１５１５日是小兔子的生日。日是小兔子的生日。

今天是今天是７７月月１５１５日，因为是小兔子的生日，所以森林里日，因为是小兔子的生日，所以森林里
的动物们都来了。的动物们都来了。

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蛋糕的影子里冒出了一颗星星。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蛋糕的影子里冒出了一颗星星。
星星对大家说∶星星对大家说∶““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把我送回天上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把我送回天上
吧。吧。””听了星星的话，大家都大吃一惊。听了星星的话，大家都大吃一惊。

““送回天上送回天上？？”“”“对啊，我是天上的星星啊。对啊，我是天上的星星啊。””

““星星星星？？””大家都惊呆了。大家都惊呆了。



大象说∶大象说∶““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说完，它把星星说完，它把星星
放进自己的鼻子里，然后使劲把星星喷了出去。可是，星星放进自己的鼻子里，然后使劲把星星喷了出去。可是，星星
还是掉了下来。还是掉了下来。

于是，大家一起开始商量。小兔子说：于是，大家一起开始商量。小兔子说：

““对了，拿一根长长的竹子来，然后把星星放在竹子的顶对了，拿一根长长的竹子来，然后把星星放在竹子的顶
端，再把它送回天上吧。端，再把它送回天上吧。””

听了兔子的话，大家纷纷同意：听了兔子的话，大家纷纷同意：““就这么办吧。就这么办吧。””说完说完
取来了竹子。取来了竹子。



最长的竹子是老鼠取来的。最长的竹子是老鼠取来的。

老鼠晃动着手取来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竹子。大家一起把星星老鼠晃动着手取来了一根很长很长的竹子。大家一起把星星
放到竹子的顶端，把竹子种在土里，等了一天。放到竹子的顶端，把竹子种在土里，等了一天。

于是，虽然只过了一天，竹子却越长越高，终于把星星送回于是，虽然只过了一天，竹子却越长越高，终于把星星送回
到了天上。到了天上。

生日聚会结束后，大家在家看着天空，发现那儿有一颗闪闪生日聚会结束后，大家在家看着天空，发现那儿有一颗闪闪
发光的非常美丽的星星。发光的非常美丽的星星。

大家觉得那颗亮闪闪的星星一定就是那颗曾经掉到地上的星大家觉得那颗亮闪闪的星星一定就是那颗曾经掉到地上的星
星。星。

完。完。



「把星星送回天上的方法」细节分析「把星星送回天上的方法」细节分析

Ⅰ.小兔子的生日聚会〈出场人物的集合〉

Ⅱ.会餐的场面〈从蛋糕上出现了星星〉＝ 事件

①解决问题的尝试 1〈大象〉

②失败→解决问题的尝试 2〈商量〉

③解决问题的尝试 3〈小兔子的提议〉

→搬来最长的竹子〈老鼠〉

→成功！《看似没有价值的东西成为解

决问题的关键》

Ⅱ.问题得以解决〈星星回到了天上〉

Ⅰ.生日聚会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Ⅰ.小兔子的生日聚会〈出场人物的集合〉

Ⅱ.会餐的场面〈从蛋糕上出现了星星〉＝ 事件

①解决问题的尝试 1〈大象〉

②失败→解决问题的尝试 2〈商量〉

③解决问题的尝试 3〈小兔子的提议〉

→搬来最长的竹子〈老鼠〉

→成功！《看似没有价值的东西成为解

决问题的关键》

Ⅱ.问题得以解决〈星星回到了天上〉

Ⅰ.生日聚会结束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ⅠⅠⅡⅡ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更丰富信息更丰富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ｅｓｃｕｅｓ

２．２．公式化公式化・・定型化定型化

３．３．因果关系明确因果关系明确

４．４．从精神内从精神内～～精神间精神间～～到精神内到精神内（（深化深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能够区分能够区分「「谎言谎言」」和和「「真话真话」」吗吗？？

虚构和现实的区别虚构和现实的区别

由结果追溯原因由结果追溯原因；；

★★可逆操作可逆操作⇔⇔时间概念时间概念的形成的形成

短期记忆的长度短期记忆的长度；；

４４个单位个单位（５（５岁后半岁后半））

e.g., e.g., 沙团沙团 的礼物的礼物

（（加用加用，１９８９），１９８９）



在沙坑里做沙团的孩子们在沙坑里做沙团的孩子们

孩子孩子「「给你给你 团子团子」」（（伸出手伸出手））

大人大人「「我吃了哦我吃了哦」」（（假装张大嘴巴放进嘴里假装张大嘴巴放进嘴里））

３３岁孩子岁孩子；；无动于衷地继续玩。无动于衷地继续玩。

４４岁孩子岁孩子；；吃惊地睁大双眼，觉得发生了棘手的吃惊地睁大双眼，觉得发生了棘手的

事情，开始扭扭捏捏，或泪水在眼眶里事情，开始扭扭捏捏，或泪水在眼眶里
打转，低下头。打转，低下头。

５５岁孩子岁孩子；；「「不能真吃啊不能真吃啊！！要假装吃，做做样子要假装吃，做做样子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沙子不能吃的，是妈妈沙子不能吃的，是妈妈
说的。说的。妈妈说也许妈妈说也许小猫在沙坑里撒小猫在沙坑里撒
了尿。了尿。」」



追溯过去⇔可逆操作追溯过去⇔可逆操作

●现实与非现实的来回●现实与非现实的来回

《意外的细节》或《离题》

「梦中发生的事」

《意外的细节》或《离题》

「梦中发生的事」

让故事发展更具悬念让故事发展更具悬念让故事发展更具悬念

●可以后退的认知能力●可以后退的认知能力

可逆操作可逆操作可逆操作



可逆操作可逆操作

●因果式思考的核心作用●因果式思考的核心作用

★7，8岁～（Piaget，１６６４）★77，，88岁岁～～（（PiagetPiaget，１６６４），１６６４）

●从几岁开始会用？●从几岁开始会用？

←「因果图解法」＝ 先验（Ｋａｎｔ）

「从前到后」＝ 出生后４个月（Ｓｐｅｌｋ
ｅ，１９８７）

←「因果图解法」＝ 先验验（Ｋａｎｔ）

「从前到后」＝ 出生后４个月（Ｓｐｅｌｋ
ｅ，１９８７）

★5岁后半～（内田,  1985）★55岁后半岁后半～（～（内田内田,  1985,  1985））

「从后到前」的语言化「「从后到前从后到前」」的语言化的语言化

５岁后半～ 时间概念的形
成
５５岁后半岁后半～～ 时间概念的形时间概念的形
成成



顺向条件顺向条件

②②①①



逆向条件逆向条件

②② ①①



逆向条件逆向条件

①①②②

「嗯，牵牛花应该是先发芽再开花的…」「嗯，牵牛花应该是先发芽再开花的…」S：S：

「是啊，但是不能从②的图片开始说吗？」「是啊，但是不能从②的图片开始说吗？」E：E：

「嗯…，牵牛花渐渐变小，变成了一株幼苗。」「嗯…，牵牛花渐渐变小，变成了一株幼苗。」S：S：

T. I. 5岁5个月T. I. 5岁5个月



正反应数正反应数

顺向条件

逆向条件



连接词连接词

「但是、刚才、…所以」「但是、刚才、…所以」

模仿重现的训练模仿重现的训练



逆向条件下使用的策略逆向条件下使用的策略

５５岁前半岁前半 ５５岁后半岁后半 ６６岁前半岁前半

逆向排序策略

按提示顺序策略

按事项顺序策略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更丰富信息更丰富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ｅｓｃｕｅｓ

２．２．公式化公式化・・定型化定型化

３．３．因果关系因果关系

４．４．从精神内从精神内～～精神间精神间～～到精神内到精神内（（深化深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能否站在对方的能否站在对方的角度角度
「「能否理解别人的心情能否理解别人的心情？」？」

①①小兔子讨厌红颜色。小兔子讨厌红颜色。

展示规则展示规则（（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ｉｓｐｌａｙ ｒｕｌｅｒｕｌｅ））
是否能够顾虑别人的看法、改变是否能够顾虑别人的看法、改变

自己的举动自己的举动？？

②②听说小兔子过生日的时候奶奶送给她一听说小兔子过生日的时候奶奶送给她一
双红色的靴子。双红色的靴子。

问题问题；；小兔子是怎么做、怎么说的小兔子是怎么做、怎么说的？？



①① 小兔子讨厌红色。小兔子讨厌红色。



②② 小兔子过生日的时候奶奶送给她一双红小兔子过生日的时候奶奶送给她一双红
色的靴子。色的靴子。



③③ 这时候小兔子会怎么做呢这时候小兔子会怎么做呢？？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情吗能够理解别人的心情吗？？

③③小兔子当时会怎么做，会怎么说呢小兔子当时会怎么做，会怎么说呢？？

33岁孩子的反应和岁孩子的反应和55岁孩子的岁孩子的

反应完全相反反应完全相反
““容易害羞容易害羞””的的44岁孩子岁孩子

33岁孩子岁孩子 「「我不要。我不要。
＜Ｅ：＜Ｅ：为什么为什么？＞？＞不喜欢红颜色。不喜欢红颜色。」」

55岁孩子岁孩子 「「高高兴兴地接受高高兴兴地接受。。
因为是奶奶因为是奶奶专门专门为自己准备的礼物为自己准备的礼物」」



作为作为活动活动（（activityactivity））的叙述的叙述

「「音声化音声化」」
１．１．信息更丰富信息更丰富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ｕｅｓｃｕｅｓ

２．様式化・定型化２．様式化・定型化

３．因果関係３．因果関係

４．精神内～精神間～精神内へ（深化）４．精神内～精神間～精神内へ（深化）

５．５．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朗读是发现陷阱的钥匙朗读是发现陷阱的钥匙」」
不管是应用题还是简单的计算，博士总是首先要求学生朗不管是应用题还是简单的计算，博士总是首先要求学生朗
读题目。读题目。

「「因为任何问题因为任何问题都有其特有的节奏。都有其特有的节奏。和音乐和音乐
一样一样。。大声朗读掌握节奏的话大声朗读掌握节奏的话，就能够以，就能够以
开阔的视野理解整道题目，开阔的视野理解整道题目，从而发现从而发现需要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隐藏着玄机的细节。进一步思考的隐藏着玄机的细节。」」

★★““朗读朗读””・・・・・・・・・・发现和观察发现和观察（元认知）！（元认知）！

（（小川洋子小川洋子『『博士挚爱的计算公式博士挚爱的计算公式』』新潮文库新潮文库，，
2005,2005,

p.56p.56））



〔〔结论结论〕〕有意识的有意识的「「谎言谎言」」

→→少少

★★大部分大部分仅仅是在回想过去发生的仅仅是在回想过去发生的
事时事时由于添加了一个令整个叙述的由于添加了一个令整个叙述的
脉络发生变化的结合脉络发生变化的结合而产生的。而产生的。

回忆过去经历的事是重新构建回忆过去经历的事是重新构建
的过程的过程

∴∴孩子的谎言并不是孩子的谎言并不是「「谎言谎言」」



孩子的谎言并不是孩子的谎言并不是「「谎言谎言」」

ⅠⅠ．．无论大人还是孩子无论大人还是孩子 回忆就是重新构建回忆就是重新构建
回忆回忆 ≠≠ 经验经验

回忆过去的经验时回忆过去的经验时
→→添加了一些添加了一些新的信息新的信息

ⅡⅡ．．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二次认知革命；；５５岁后半段岁后半段～～
１．１．计划能力计划能力
２．２．元认知能力元认知能力
３．３．可逆操作可逆操作⇔⇔因果推论因果推论

协作互动



第二次认知革命；５岁后半段～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二次认知革命；５；５岁后半段岁后半段～～

海馬海馬
HippocampusHippocampus

扁桃体扁桃体
AmygdalaAmygdala

ワーキングメモリーワーキングメモリー
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Ｍｅｍｏｒｙ

第二次认知革命第二次认知革命【【５５岁后半段岁后半段～～】】
短期记忆的长度短期记忆的长度；；３→３→４４个单位个单位 （大人＝７±２

）



大人令孩子大人令孩子「「撒谎撒谎」」

ⅢⅢ．．大人武断地认为孩子大人武断地认为孩子「「撒谎撒谎！」！」
⇔⇔孩子理解为孩子理解为「「原来这就是谎言原来这就是谎言」」
⇔⇔这一经验的重复这一经验的重复
⇔⇔孩子开始孩子开始有意识地、有策略地有意识地、有策略地

使用使用｢｢谎言谎言」」
（（从从５５岁后半段起岁后半段起～～））

大人将大人将孩子的谎言孩子的谎言变成了变成了
「「真正的谎言真正的谎言」」



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原点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原点幼儿教育是教育的原点

为了孩子的成长，无为了孩子的成长，无

论我们投入了多少，孩子论我们投入了多少，孩子

们的成长对我们的文化和们的成长对我们的文化和

社会所做出的回报都将远社会所做出的回报都将远

远地超出我们的投入远地超出我们的投入。。

孩子是文化孩子是文化・・社会的财富社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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