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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违规情境中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性及体罚态度在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以 332
名小学儿童父母为被试，以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问卷测量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以体罚态度问卷(ATPP)测量父母对

待体罚的态度，以假设故事情境测量父母实施的体罚行为。 结果：①父母最可能体罚谨慎违规儿童，最不可能体罚社

会习俗违规儿童，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的父母越可能体罚社会习俗违规儿童；②年长父母比年轻父母更认可

体罚这一管教方式；③父母体罚存在代际传递性，且父母体罚态度在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与父母对谨慎违规和道德

违规儿童所实施的体罚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与父母对社会习俗违规儿童所实施的体

罚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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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whether parents’ at-
titudes toward corporal punishment mediated this transmission. Methods: 332 parents with elementary-school-aged chil-
dren completed the measures on the attitudes toward corporal punishment, exposure to, and current use of, corporal pun-
ishment. Results: ①Parents reported the highest likelihood of spanking children who committed prudential transgression,
and the lowest likelihood of spanking children who committed social-conventional transgression. Furthermore, the likeli-
hood of spanking children committing social-conventional transg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arents’ age but nega-
tively related to parents’ education. ②The older par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favor corporal punishment than were younger
parents; ③Corporal punishment was transmitted across generations. The transmission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 corporal punishment in the context of prudential and moral transgressions and fully mediated by parents’
attitud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conventional trans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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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体罚(corporal punishment)是指父母为了纠

正或控制儿童的错误行为而故意引起儿童身体上的

疼痛但不会造成伤害的行为， 包括用手或物体打屁

股、打耳光、拧等方式[1]。 许多研究发现，父母体罚对

儿童发展会产生许多短期或长期的消极影响 [2]。 父

母体罚通常被看作是个体在儿时的家庭中习得的一

种行为， 儿时受过父母体罚的个体在其教养过程中

更可能体罚自己的孩子[3]。 Kaufman 与 Zigler 研究发

现， 在 儿 时 曾 受 过 父 母 严 厉 体 罚 的 成 年 人 中 ，约

30%的个体会体罚自己的孩子[4]。横断的多代研究和

追踪研究也均发现， 父母儿时的受体罚经历能够显

著地正向预 测 其当前对儿童实施的体罚行为[5-7]。由此

可见，父母体罚存在代际传递性。

虽然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性已被反复验证， 但

有关代际传递机制的研究大多是以班杜拉的社会学

习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8]。 然而考虑到并非所有儿时

经历过父母体罚的个体在成年后都会体罚孩子这一

事实， 研究者认为模仿和观察学习并不能充分解释

父母体罚行为存在代际传递性的深层机制。近年来，

有研究者开始探讨父母体罚代际传递的中介变量。

根据 Anderson 和 Bushman 提出的攻击性一般模型

(GAM)：输入变量(如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通过激活

个体内部状态而最终影响结果行为 (如父母对儿童

实施的体罚行为)[9]。 我们推测，父母体罚作为一种特

殊的攻击行为， 在其代际传递过程中可能也须依托

父母对体罚的态度这一认知中介变量得以实现。 由

此，本研究假设，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可能会在父母

体罚的代际传递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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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山东省某小学抽取 343 名一到五年级小学生

父母作为被试，剔除无效问卷 11 份，最后获得有效

问卷 332 份（男孩 172 名，女孩 160 名，平均年龄为

8.00 岁 ）， 有 效 率 为 96.8% 。 母 亲 有 261 名 ， 占

78.6%，父亲有 71 名，占 21.4%，父母的平均年龄为

35.72 岁。
1.2 工具

1.2.1 父母儿时受体罚史的测量 借鉴 Berger 等[10]

编制的儿时管教史问卷(Assessing Environment，AE-
Ш)中的体罚分量表(Physical Punishment Scale)和其

他测查大学生儿 时 受 父 母 体 罚 史 的 相 关 研 究工

具[1，11]，本研究编制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的问卷。 问

卷共包括 10 个题目，涉及各种父母体罚方式，采用

0、1 记分，“0”表示没有经历过题目中所描述的父母

体罚方式，“1” 表示儿时曾经历过相应的体罚方式。
得分越高，表明其儿时受过的父母体罚越多。
1.2.2 父母对体罚的态度的测量 采用 Chang 等[12]

编制的体罚态度问卷(Attitude Toward Physical Pun-
ishment，ATPP)的中文修订版作为测查工具[13]。 问卷

共包含 18 个题目，采用 1～5 的 5 点记分方法，问卷

中所有题目得分的平均分作为父母体罚态度得分。
得分越高，表明父母越认可体罚这一管教方式。
1.2.3 父母体罚行为的测量 本研究设置了六种假

设故事情境来测量父母的体罚行为，涉及谨慎、道德

与社会习俗三类违规类型，例如“贝贝在家里经常拿

着铁丝去触碰电源插座。 假如您是贝贝的父亲或母

亲，当他(她)经常犯这种错误时，您会体罚他(她)的
可能性为多大？ ”(谨慎违规)，回答采用六点计分，从

“完全不可能”(1 分)到“完全可能”(6 分)，得分越高

表明父母在面对表现出该类违规的儿童时越可能实

施体罚。
1.3 施测程序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在

学校召开家长会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采

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父母体罚行为的基本特点

以儿童违规类型为组内变量， 儿童性别为组间

变量进行 3×2 的混合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儿童违

规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F(2，660)=180.22，P<0.001)，
进一步的配对 t 检验发现， 父母对谨慎违规儿童实

施的体罚(M=8.37)显著高于对道德违规儿童所实施

的体罚(M=8.04)，t(331)=2.97，P<0.01，对道德违规儿

童所实施的体罚显著多于对社会习俗违规儿童所实

施 的 体 罚 (M=6.22)，t(331)=15.23，P<0.01，儿 童 性 别

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违规类型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F(1，330)=1.96，F(2，660)=1.05，Ps>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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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相关系数（N=33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父母体罚代际传递效应及父母体罚态度的中

介作用

采用相关分析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由表 1
可知， 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与父母年龄呈显著正相

表 2 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和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对父母体罚行为的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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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父母对社会习俗违规儿童所实施的体罚行为与

父母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另外，相关分析还发现，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与

其当前对待体罚的态度和体罚行为之间均存在显著

正相关， 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与其对三类违规儿童

实施的体罚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
采用以下步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以父

母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以父母儿时受体

罚经历为预测变量， 以父母对违规儿童实施的体罚

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父母年龄和

受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 以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为

预测变量， 以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第三步，同时以父母儿时受体罚经历和父母

对待体罚的态度为预测变量， 以父母对违规儿童实

施的体罚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上述回归分

析在父母对谨慎违规儿童、 道德违规儿童和社会习

俗违规儿童所实施的体罚行为三种情况下分别进行

计算。 具体结果见表 2。

3 讨 论

与已有研究相一致[13]，本研究发现，中国父母最

可能体罚谨慎违规儿童， 最不可能体罚社会习俗违

规儿童。 另外，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当儿童表现出

谨慎违规和道德违规行为时， 父母的年龄和受教育

水平与父母对违规儿童实施体罚的可能性之间并无

明显的关系，但当儿童表现出社会习俗违规行为时，
年龄越大、 受教育水平越低的父母越可能对儿童实

施体罚这一管教方式。原因可能在于，与谨慎违规和

道德违规相比，社会习俗违规的严重程度较轻。父母

会根据自己对社会习俗规则的认识和对习俗违规儿

童的态度而采取不同的管教方式。通常来说，年龄较

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受社会传统习俗的影响

更深， 他们更认为儿童应该严格按照社会上约定俗

称的规则和团体规则来行事， 他们不允许儿童去挑

战社会习俗规则，而与之相比，年龄较小或受教育水

平较高的父母对待社会习俗规则的 态度则较为 灵

活，他们可能认为社会习俗会因社会背景而异，是可

以改变的。因此，他们可能对社会习俗违规儿童持更

为宽容的态度。 与国内外研究所发现的年轻父母比

年长父母更易体罚孩子 的结论不一 致 [14，15]，本研究

发现， 年长父母比年轻父母对体罚这一管教方式持

更为认可的态度。 这可能是因为年长父母比年轻父

母受中国传统文化（如：不打不成器，棍棒之下出孝

子）的影响更深。

关于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性，本研究发现，在控

制了父母的年龄及受教育水平之后， 父母儿时受体

罚经历均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父母当前对假设故事

情境中三类违规儿童所实施的体罚行为。另外，本研

究发现， 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在体罚的代际传递中

起部分或完全中介作用， 这说明父母对待体罚的态

度能够有力地帮助解释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现象。
然而， 本研究通过设置假设故事情境进一步分析发

现， 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途径可能会受到即时情境

因素的影响。在谨慎违规和道德违规情景中，父母儿

时的受体罚经历既可能直接影响其 当前的体罚 行

为， 也可能通过改变父母对待体罚的态度而产生间

接影响。而在社会习俗违规情景中，父母体罚只通过

间接途径进行代际传递。 出现这一差异可能与三类

违规行为在儿童期出现的频次和父母对其采取的管

教方式不同有关。 通常来说，在儿童期，谨慎违规和

道德违规是出现频次较高的违规行为， 并且当儿童

表现出这两类违规行为时，父母更可能选择严厉的、
强制性的方式立即且有效地阻止儿童这一行为，高

频次和高体罚性一方面会使个体认识到在此类情景

中选择体罚这一管教方式是恰当、有效的，另一方面

也会强化个体的模仿和记忆。因此，在谨慎违规和道

德违规情景中， 父母体罚的代际传递存在直接和间

接两种途径。 而社会习俗违规是出现较少的一类违

规行为，当儿童表现出社会习俗违规行为时，父母通

常会采用劝说、 解释等方式来让儿童了解这些规则

从而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做出符合规则的行为。 所

以当儿童触犯习俗规则时， 儿时受过体罚的父母并

不一定会实施体罚。 只有当父母的内部认知结构(如
对待体罚的态度)发生改变，如当父母高度认可体罚

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并且把体罚孩子看做是父母自

身的一项权利时， 父母才可能选择体罚来管教习俗

违规的儿童。本研究的这一结果进一步提示我们，在

探讨父母体罚代际传递效应的同时要考虑近期或即

时情境因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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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评定量表手册（1999-2010）》出版

由郑州大学教育系王宇中教授主编，7 所院校的数位博士参与编写的《心理评定量表手册（1999-2010）》于 2011 年 10
月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量表手册为 16 开本，91.4 万字。共收录 95 个量表分为 7 大类，分别为学习与教育评定、能力

与职业评定、人格特质评定、生活质量评定、心理健康评定、临床心理评定和价值观及态度评定。 每一个量表均详细地介绍

了该量表的研究历史、理论发展、量表的编制过程、计分方法和使用范围等。 该手 册 收 录 的 量 表 均 经 量 表 编 制 者 授权使

用。 该手册适合心理学、 教育学、 医学等专业人员以及心理 咨 询 师 的 科 研 工 具， 需 要 者 请 与 郑 州 大 学 教 育 系， 张 宇

（13849025610）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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