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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是否平等

影响数学能力

美国最新研究显示，数学方面
能力的好坏跟生理构造无关，而是
和社会、文化对于女性的观感、态
度有关。

男性并非天生

就比女性擅长数学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
男人才擅长数学，而且统计数据也
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数学水平、参加
数学活动和考试成绩方面是有差
异的，即所谓的数学上的性别差
异。有些研究人员说，这种差异是
天生的，男人就是比女人擅长数
学，有人则说这是一种文化差异，
是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女性在
数学方面表现出色。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校区的肿瘤学教授珍妮特·默茨
与数学教授乔纳森·凯恩，试图理
解男性与女性在数学方面表现不
同的原因，他们搜集了包括美国、
比利时、英格兰、新西兰和中国香
港等在内的86个国家和地区的资
料作为研究依据。

研究分析了两项国际调查的
数据，其中一次是在2007年，调查
对象是四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另
一次是在2009年，调查的对象是15

岁的青少年。
这项研究认为文化才是导致

男女差异的“罪魁祸首”。研究发现
一些国家的男性和女性在数学方
面的差异就小得多。具体说就是这
种女性数学也学得好的国家男女
更加平等，有更好的老师，而且生
活贫困的学生也少。

让女性远离数学的

是社会文化因素

研究人员说，在许多国家，这种
男女在数学方面的差距不是性别
差异。比如，在美国，过去几十年来，
随着更多的女性被认为是“天生的
数学家”，也有更多的女性获得数学
学士学位(尽管仍有70%是男性)，这
种男女差异大大降低。这说明数学
成绩与男女平等高度相关。当男女
在收入、教育、健康和政治上更加平
等时，数学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也
越小，学生的数学成绩也更好。

研究还指出，只有在某些文化
背景下的男性，在数学能力上的表
现才更加突出，比如中国台湾。这
进一步表明，让女性远离数学的不
是生理因素而是文化影响。

珍妮特·默茨在一份声明中
说：“这不是生物学问题，我们没有
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男女之间固有
的生理差别是导致他们在数学方
面表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这项研
究表明：“男女在数学方面的差异
是源于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的社会
文化因素，而这些因素是可以改变
的。”

这项研究结果也推翻了美国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芬·莱
维特先前提出的“苹果橘子经济
学”。史蒂芬认为，有些国家在性别
上的不平等不会影响女性在数学
方面的表现。甚至认为这样的不平
等对于女性学习数学的能力是有
帮助的。乔纳森表示，如今知道是
文化因素影响数学表现，未来将可
能针对此点进行改善。

这项研究结果将发表在2012

年1月号的《美国数学会通告》上。
(据《新民晚报》)

最新研究显示，有一些实用的方法能够帮助人们

在中长期内改变智商

人的智商
可以显著改变

“门萨俱乐部”，一个智商非
凡者聚集在一起的圈子，是一个
让常人嫉妒万分的地方。智商，
是多少人心中的痛，为何有人能
过目不忘，为何有人能瞬间心
算，为何我们身上却不曾有这种
奇迹？或许，最近的一项研究能
让想提高智商的人梦想成真，只
要进行有效的认知训练，智商就
可以提高。

许多人认为智商( IQ)是一
种遗传特征，就像棕色的眼睛、
黑色的眼睛、长腿、短腿一样，与
生俱来，终生不变。但越来越多
的研究显示，这可能是一种谬
论。在人的一生中，智商可以上
升也可以下降。当然，智商的提
高一般非常缓慢，也难以立竿见
影，认知训练对测试得分的提升
效果也会在几个月后减弱。

四年间

智商变化15点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最

近的一项研究中，英国伦敦大学
医学院惠康基金会神经影像中
心的研究人员对33名12至16岁
的英国学生进行了智商测试和
脑部扫描，并在约四年后再次进
行智商测试和脑部扫描。其中有
9%的学生智商测试得分出现至
少15点的显著变化。

此项研究相关论文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论文共同作者、
该中心认知神经科学教授卡西·
普赖斯说，智商90到110被视为
平均智商。在研究中，一个学生
的智商增加了21点，从107升至
128，在同龄人中的排名从第68

百分位数上升到第97百分位数。
另有一个学生的智商从1 1 4的

“平均高值”下降到96。变化幅度
比较显著。

个体智商值的波动通常被
简单地归因于测量误差或者测
试主体发挥不佳。但普赖斯博士
说，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核磁共振
成像(MRI)显示，这些孩子的智
力出现波动，其大脑相应区域的
灰质也发生了改变。尽管这项研
究的样本规模较小，但引起了广
泛关注，因为这是最先揭示智商
值的变化或与脑部结构实际改
变相关的研究之一。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
达(Bethesda)的美国学校心理学
家协会专业发展和标准主管埃
里克·罗森说，“有很多关于智商

的误区，比如有人认为智商是一
成不变的，或者以为智商是预测
未来表现的水晶球，这都是不科
学的。”

智商测试

备受争议

美国耶鲁大学临床心理学
教授、几项智商测试研究报告的
共同作者阿兰·S·考夫曼说，美
国最早一批可靠的智力测试是
20世纪初问世的。智力测试由一
系列广泛的认知问题和任务构
成，包括信息处理、模式分析、解
决适合受试者年龄的数学题以
及记忆事实或词汇等，根据这些
测试的得分，将受试者与其他同
龄人进行比较。得分在90到110

之间被视为平均水平。他说，“天
才”的得分可能在140以上。

智商测试一直备受争议。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商测试的使
用导致许多孩子被错误地归入

“智障”之列。雇主用来筛选求职
者的类似认知测试也被指责为
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
国人。

在当今的学校里，个体智商
类测试的主要用途是针对一些
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制定教
学计划以及挑选学生参加资优
项目。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达里
恩 的 人 力 资 源 咨 询 公 司
APTMetrics总裁凯瑟琳·伦德奎
斯特说，在如今的职场，认知能
力测试大多作为筛选蓝领、管理
类和专业类初级岗位求职者的
工具。

新任务：

刺激大脑

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
展开的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发
现，工作中包含复杂关系、需要
建立复杂系统、处理人际关系或
解决难题的人在认知能力测试
中的表现往往会逐渐提升。工作
简单、基本不用动脑的人的测试
得分往往会下降。该研究论文
1999年刊登在《心理学与衰老》
杂志上。

新任务对大脑的刺激最强。
德国汉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对20

名青年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
杂耍强化训练，他们发现对应区

域的大脑灰质最早在训练开始
七天后出现增加。研究显示，当
训练停止后，灰质又减少了，不
过参加者仍然能杂耍。该研究论
文2008年发表在《科学公共图书
馆综合卷》期刊上。

智商测试不衡量创造力、常
识或社会敏感性。不过它们确实

会考查许多种知识和能力，包括
抽象推理能力。新西兰奥塔戈大
学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詹姆斯·
弗林的研究显示，抽象推理得分
上升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智商
平均分每10年提高3点左右的主
要原因。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发
展系教授温迪·M·威廉姆斯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现
在的孩子平均上学时间差不多
是几十年前的两倍。

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心理
学教授斯蒂芬·切奇及其他学
者的研究显示，总体来说，学校
教育可以使学生的智商一年增
加几个点。切奇博士说，“智商
测试会问‘《哈姆雷特》的作者
是谁？’或‘我们为什么要付邮
资？’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
答案你多半会在学校里了解
到。”他还说，就连解谜和解决
空间问题等非语言能力可能也
有所提高，因为今天的数学课
堂引入了矩阵、迷宫、积木、设
计等视觉推理训练。

强化训练

智商测试得分增加

强化训练可以使智商测试
得分增加。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
员采用了一种叫“n-back”的方
法训练青年人记忆字母。他们将
一串字母打在屏幕上，并要求受
试者在看到“n”次(比如一次或
者两次)之前出现过的相同字母
时按下按键。

该研究论文的共同作者苏
珊·耶吉说，每天25分钟左右，持
续8至19天的训练，与流体智力
得分上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训
练时间越长，分数提高越多。这
篇论文200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上。

耶吉博士说，针对儿童的研

究显示，训练停止后分数往往会
回落。她说，“你需要做一些强化
训练来进行巩固。”

其他研究发现，训练人在不
同思维任务之间进行迅速切换
也能提高得分。

六年的音乐课程

可使儿童智商提高7 . 5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密西沙
加分校心理学教授格伦·舍伦贝
格的研究显示，音乐训练对智商
的促进是贯穿终生的。《教育心
理学期刊》2006年发表的一项研
究称，六年的音乐课程可以使儿
童智商得分平均提高7 . 5点；到
了上大学的年龄，得分增幅会减
为2点。

在今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
堪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有
十年以上乐器演奏史的人在60

岁之后智商得分仍然较高。
研究表明，普通人的智商通

常在90-110之间，个体差异并不
十分明显。另外，男性智商平均
高于女性5%；黄种人智商在各种
族中偏高；犹太人的智商为各民
族最高。

以下是已知世界名人智商
不完全排名。

德国作家歌德：310

意大利画家达·芬奇:230

法国哲学家、科学家笛卡
儿：210

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
茨：205

英国科学家牛顿：190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190

德国哲学家康德：190

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
185

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165

美籍德国犹太裔科学家爱
因斯坦：160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160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
140

(据《东方早报》)

许多人认为智商(IQ)是一种遗传特征，就像棕色的眼睛、黑色的眼睛，长

腿、短腿一样，与生俱来，终生不变。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这可能是

一种谬论。在人的一生中，智商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并且变化幅度有时比

较明显。

英国、美国、德国的科学研究显示，只需要几周的认知训练，智商测试得

分就可能逐渐上升，也可能快速上升。智商的提高一般非常缓慢，不能立竿

见影，认知训练对测试得分的提升效果也会在几个月后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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