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爱的宠物，或许就是迷你版的自己
宠物的长相、性格通常与主人十分相似，这背后确有科学道理

■方陵生/编译

全世界范围内， 猫和狗都是最受

欢迎的宠物 。 虽然养鱼的人越来越

多 ， 但总体而言还是只占少数 。 目

前， 约有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养狗或

养猫 。 而在英国 ， 大约 45%的家庭

拥有宠物 ， 其中 25%的家庭养狗 ，

约 18%的家庭养猫。

据说， 很多人和他们的宠物长得

十分相像， 甚至有些主人觉得自己可

能会 “想宠物所想”。

近年来 ， 一些研究人员一直在

探究人和宠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 他

们从事这类研究 ， 是想要寻找许多

问题的答案 。 例如 ： 宠物能替代孩

子吗 ？ 是我们在操纵宠物 ， 还是它

们在操纵我们 ？ 真的可以按性格差

异将世界上的人分为 “狗性格人 ”

或 “猫性格人” 吗？

宠物其实是
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养不同宠物的
人 个 性 差 异 很 大 ，

而大多数人会将他
们所拥有的特质归
因于他们养的宠物 。

换句话说 ， 一些人
将宠物看作是自己
的另一个 “版本”

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有一个

宠物性格的研究项目。 他发起了一项

在线调查， 让人们给他们宠物的友好

程度和情绪稳定性打分。

调查结果很有意思 ， 超过一半

的宠物鱼主人说他们的 “水中朋友”

很有幽默感 ， 认为鱼儿比猫 、 马和

鸟更能领悟某个玩笑 ， 但其程度还

比不上狗 。 爬行动物的主人则说 ，

他们的宠物完全没有幽默感 ， 看不

到事情有趣的一面。

调查还要求宠物主人对自己做出

评价， 结果也非常有趣。 怀斯曼在他

的 “怪诞心理学” 网站上写道： “养

鱼的人最快乐； 养狗的人最有趣； 养

猫的人最可靠、 情感最敏感； 养爬行

动物的人性格最独立。” 他在文章中

指出 ， 养不同宠物的人个性差异很

大， 但最关键的是 “大多数人会将他

们所拥有的特质归因于他们养的宠

物”。 换句话说， 一些人将宠物看作

是自己的另一个 “版本”。

狗和猫是人们最喜欢的两种宠

物 ， 但这两种动物有着非常不同的

性格 。 这并不奇怪 ， 因为狗是由群

居动物进化而来 ， 而猫则一直是特

立独行的 “猎手”。 “考虑到人与宠

物之间密切的心理联系 ， 狗和猫可

能适合于不同性格的人。” 美国德克

萨斯大学的山姆·高斯林说， “狗性

格人 ” 和 “猫性格人 ” 的观念渗透

在流行文化中 ， 即使是那些不养宠

物 ， 甚至根本不想养宠物的人 ， 也

可以将自己的性格定义为像狗的或

像猫的类型。

他认为， 人们赋予狗和猫的性格

特征， 反映了人类对这些动物的态度

和看法。 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

高斯林和他的同事们决定对尽可能多

的人进行一项著名的性格测试： 大五

类人格特征测试 。 通过一个在线平

台， 研究人员成功招募了 4565 名参

与者， 这些人自称是 “猫性格人” 或

“狗性格人 ”， 或者既不是 “猫性格

人” 亦不是 “狗性格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普

遍认为这两类人的人格特性截然不

同，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高斯

林说， 更重要的是， 人们对猫性格人

和狗性格人个性特征的看法一致， 并

无太大偏差。

“和猫性格人相比， 狗性格人更

外向、 更随和、 更有责任心、 情绪更

稳定、 更具经验开放性。” 高斯林说，

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合作精神和明确的

目标， 但他们或许比爱猫人更有同情

心、 更能为他人着想。

而自认为是猫性格人的， 则更有

可能不喜欢按常规办事， 与狗性格人

相比 ， 他们对其他人的事较少感兴

趣， 而且控制欲更强。 但猫性格人比

狗性格人更爱冒险 、 更喜欢标新立

异， 不按常理出牌。

宠物与主人
本就趣味相投

我们对不同的
动物有不同的性格
认同 ， 也许正是这
样的认知 ， 影响着
人们选择与什么样
的宠物一起分享自
己的生活

人的性格看来确实可以说是像猫

咪那样 “狡黠”， 或像狗狗那样 “执

着”。 当然， 这并不是说宠物的性格

一定与主人的一致。

事实上， 是我们先给动物赋予了

某种性格特征， 然后选择符合自身性

格判断的宠物。 例如， 许多人把猫和

女人联系在一起， 把狗和男人联系在

一起。 研究表明， 女人确实更喜欢养

猫， 男人则更喜欢养狗。 而且， 爱狗

者无论男女， 都认为自己比爱猫的人

更有男子气概。

这类普遍认同的看法是有一定道

理的。 我们不只是对不同的动物有不

同的性格认同， 甚至我们对某种动物

的不同品种， 也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看

法。 就以狗为例， 牧羊犬被视为犬类

动物中的 “英雄人物”， 如电影 《灵

犬莱西》 中的牧羊犬； 贵宾犬则被视

为养尊处优的 “贵族”； 拉布拉多犬

被视为性情温和与好脾气的代表。

也许正是这样的认知， 影响着人

们选择与什么样的狗一起分享自己的

生活。 研究发现， 喜欢养攻击性狗的

主人更具神经质倾向， 而神经质是一

种与愤怒、 敌意和暴力倾向相关的个

性特征。

从另一方面来说， 养哪个品种的

狗也可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 美

国南密西西比大学的琳达·梅和她的

同事们让受调查者看狗和它们主人的

合影照片 （实际上， 与狗合影的并不

是它们的主人）， 并根据几项性格特

征给照片中的人打分。

对于同一个人来说， 如果与可卡

犬 （一种英国的小猎犬） 配对会被认

为更友好； 与杰克罗素犬 （一种家庭

伴侣犬、 观赏犬） 配对时， 被认为更

聪明； 与吉娃娃 （一种产于墨西哥的

狗） 配对， 则更易被认为情绪紧张。

研究人员将这种现象归结为 “自发的

特质转移”。 换句话说， 我们下意识

地赋予了人们与所养宠物狗品种之间

相联系的特征。

但是， 正如任何宠物主人都会告

诉你的那样 ， 他们那些或是毛茸茸

的， 或是长有羽毛的， 或是满身鳞片

的宠物伙伴， 确实都是有个性的。 这

样的想法曾经被科学界轻蔑地嘲笑

过， 但在过去两年， “宠物个性不局

限于人类” 的观点已得到充分证实，

甚至还出现了犬类版的 “大五类性格

特征测试”， 即通过让宠物主人回答

有关狗的行为举止的问题， 来确定其

性格特征。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莉

萨·卡瓦诺通过犬类版本和人类版本

的 “大五类性格测试”， 对宠物狗和

其主人的性格进行比较后 ， 发现了

两者性格之间的相似之处 。 例如 ，

性格外向的人通常喜欢养性格外向

的宠物狗 。 匈牙利罗兰大学的博巴

拉·特克桑在一项研究中发现， 宠物

狗主人的性格与他们宠物狗的相似

度 ， 更甚于与他们朋友或配偶的相

似度。

毫无疑问， 特定的犬类品种有特

定的性格特点， 不同性格的人也可能

会被不同品种的狗所吸引。 但由于狗

是一种擅长与人类沟通交流的物种，

它们会取悦主人 ， 按主人的心意行

事， 久而久之， 也会逐渐形成与主人

性格上的相似点。

怀斯曼的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

他发现 ， 人们与宠物生活的时间越

长 ， 就越相信宠物的性格与自己相

似。 特克桑进行了一项针对 14000 只

纯种犬和混种犬的大型研究， 证实狗

的性格是由其主人的性格以及他们之

间的互动等因素决定的。

在潜意识中
把宠物当孩子养

人与宠物之间
的操纵似乎是双向
的 。 较为神经质的
人更容易让自己的
宠物患上疾病 ， 这
种相关性在人类亲
子关系研究中也有
发现

狗可能会适应主人， 但脾气乖戾

的猫却永远也不会。 如果会的话， 谁

适应谁还不好说呢。

难道是猫咪在操纵我们吗？ 英国

苏塞克斯大学的凯伦·麦库姆在一项

研究中发现， 猫能完美地发出一种特

殊的 “呜呜” 声， 听起来就像婴儿的

哭声， 让人很难忽视它的要求， 于是

它们就从主人手中 “哄骗” 到了它想

要的东西。

然而， 现在看来， 这种人与宠物

猫之间的操纵似乎是双向的。 最近发

表的一项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观点，

即许多人将宠物视为孩子的替代品，

人们喜欢以类似于带孩子的方式影响

他们的宠物。

一项研究利用 “大五类性格测

试” 对 3300 多名猫主人的性格进行

了评估 ， 让宠物主人回答宠物的健

康 、 行为和体重等问题 。 “我们发

现 ， 比较神经质的人 ， 即情绪稳定

性较差的宠物主人更容易让宠物患

上各种疾病 ， 包括肥胖和与压力有

关的疾病 。 ” 英国林肯大学的丹尼

尔·米尔斯说。

事实上， 这种相关性在人类亲子

关系研究中也有发现， 情绪稳定性差

的人， 他们养的宠物猫也倾向于表现

出更强的攻击性， 以及更多其他行为

问题。

“目前， 我们还不能从现有相关

研究十分清楚地理清其中的因果关

系， 但这些研究结果似乎表明， 主人

情绪焦虑， 其行为会对宠物猫的身心

健康产生影响。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

过度担忧导致过度保护， 对宠物的健

康产生了不利影响 。” 丹尼尔认为 ，

这样的主人更有可能会限制他们的猫

到户外活动。 积极的一面是， 责任心

得分高的主人通常拥有更合群、 情绪

更放松的宠物猫。

宠物主人如果过于紧张焦虑， 可

能会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宠物情绪产

生不利影响。 但另一方面， 我们倾向

于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选择和塑造宠

物， 这似乎也不错。

“狗性格人”

坦率 、善良 、忠诚 、

务实、乐于助人、具有团
队精神

“猫性格人”

优 雅 、

含蓄 、 独立 、

聪明 、 体贴 、

神秘

近年来，心理学家发现大
约有五种特质可以涵盖人格
描述的所有方面，由此提出了
人格的“大五模式”，这被称之
为人格心理学的一场革命。

大五类人格可以通过量
表评定，五大因素包括：

外向性

健谈，果敢，精力充沛

亲和力

尽责性

情绪稳定性

经验开放性

有同情心 ，和蔼
可亲，有合作精神

有条理 ，有责任
心，计划性强

不紧张 ，非神经
质的，不易焦虑

兴趣广泛 ，富有
想象力，有深刻见解

大五类人格特征

一只不幸的斑点蝾螈成为了猪笼草的

午餐。

■江泽珍/编译

有人发现，猫或狗
与它们的主人非但长
得像， 连性格也相似，

这种相似度甚至超过
了与自己好友之间的
相像程度。为什么主人
和他们的宠物会是如
此完美的一对？宠物像
主人，这背后有什么科
学道理吗？

新奇科学发现
就在自家后院

如今那些上头条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
新似乎都与高科技有关： 基因编辑、 器官
3D 打印、 加速器发现新的基本粒子， 还
有用百万美元望远镜搜寻系外行星。

但不一定要到达世界的尽头或是掌握
最先进的技术才能拥有惊人的发现。 很多
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不需要精致的仪器，

只需一部手机， 或者自己的观察和好奇心
就足够了。 还有一些新奇而令人惊讶的现
象， 就在我们自家后院等着被发现。

猪笼草吃蝾螈并非巧合

在近期一篇论文里， 加拿大多伦多大
学和圭尔夫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团队在阿
岗昆省立公园有一项惊人发现： 原本被认
为靠昆虫和蜘蛛等小型无脊椎动物维生的
紫猪笼草，居然还捕食幼年蝾螈。

论文作者之一、生态学家帕特里克·莫
尔多万说：“任何人都有可能看到过这个现
象。我们也许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被回答了，

所有的数据都通过观察收集了， 但还有一
些新奇的、 令人惊讶的现象就在我们自家
后院等着被发现。 ”

75 年来，阿岗昆一直是野生动物研究
项目的观察点。但这么长时间过去后，这座
公园似乎还有很多秘密未被发现。

起先， 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一个不
正常的巧合， 但观察了几十株猪笼草后，

他们意识到这个现象其实很普遍。 莫尔多
万和同事发现 ， 在他们观察到的猪笼草
里， 20%有蝾螈， 这意味着蝾螈似乎是猪
笼草的一种重要食物， 以帮助它们在低养
分土壤中存活。 莫尔多万不认为这是一个
新的现象， 他说： “我们对于肉食性植物
饮食的观察通常是在春天或是夏初进行，

而幼小蝾螈直到夏末或秋天才会从水生生
境中出来。”

两张“脸”破解乌鸦认知能力

另一项 “低科技” 实验由华盛顿大学
的研究人员完成， 他们对野生乌鸦的认知
能力有了惊人发现。

这支由鸟类生态学家约翰·马兹鲁夫
带领的团队， 是第一个用实验来演示野生
乌鸦不仅能辨认出人的脸， 还能记住那些
三年前曾威胁过它们的脸。

研究人员还演示了野生乌鸦的社交学
习能力———换句话说， 乌鸦在没有直接面
临威胁时 ， 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乌鸦的行
为， 了解到有威胁的存在。

在这项研究中， 两个带着人类面具的
研究人员会设置陷阱将乌鸦困住， 绑在 5

个不同的地点 。 设陷者的面具是 “危险
脸”， 而另一种与设陷无关的测试面具是
“中立脸 ”。 研究人员要评估乌鸦在看到
“危险脸” 和 “中立脸” 后的反应。

他们发现， 在同一区域， 当初没有被
捕捉到的乌鸦在看到 “危险脸” 时， 会比
看到 “中立脸” 反应强烈； 而设陷时还未
出生的乌鸦看到 “危险脸” 时， 也有与同
类相似的反应。 这意味着， 它们很可能从
家长那里学到了对这种危险的警觉。

不同的人对待乌鸦的态度是不同的，

有些人喂乌鸦， 另一些人则捕杀乌鸦。 因
此， 能够辨认出其他物种个体， 并与同伴
分享威胁信息， 很可能是乌鸦的一大进化
优势。 这类实验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动物的
认知能力， 还能解释动物———从乌鸦到浣
熊再到蚂蚁———是如何用独特的技能使族
群不断壮大的。

公众参与科学激发更大热情

行话满篇的高端科学有时对公众来说
很难理解， 但即使没有高端科技和百万资
金， 依然有获得重大发现的机会。 这类发
现门槛不高 ， 还能激发人们对科学的兴
趣， 以及探索欲望。 大自然的未知还有很
多， 通过观察， 我们能了解不少。

公众科学项目通常是低科技的， 它们
可以提供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领域相关的
重要信息。 这些项目不需要昂贵的仪器，

也不用接受精细的训练， 在自家后院就能
完成。

此类项目会收集日食数据、 帮助追踪
光污染， 还为人类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做
出了很多贡献。 “公众科学” 还能改变参
与者的态度和行为。 比如， 参与保护哺乳
动物公众科学项目的人在项目结束后， 更
有可能分享当地野生动物的知识及保护方
法， 这样就能在更大人群范围内激发起生
物保护意识并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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