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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观点采择是指个体从他人或他人所处情境出发, 想象或推测他人情绪、观点或态度的过程。
观点采择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互动对观点采择的影响一直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
从建构主义观点角度出发,将不同社会互动场景对观点采择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底层机制进行综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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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perspective-taking
Mingli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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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pective-tak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imagine or speculate other people's
emotions, opinions or attitu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s. The development of perspective-taking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has been concerned by many
resear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ocial interaction scenarios on perspective-taking an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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