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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目睹父母间冲突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 方法：在湖南和内蒙两地，针对成年人实施的家庭内暴

力现状调查中，若被调查者有 6-18 岁子女，填写“儿童一般情况”和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父母用卷）；两地实际发放

问卷 7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88 份，其中有效儿童情况问卷 135 份。 结果：Rutter 问卷总分 6.22±5.44，与年龄显著负

相关，r=-0.330，P<0.001。 曾受到打骂儿童 Rutter 问卷总分 （7.85±5.94） 显著高于从未受打骂儿童 （4.93±4.65），t=-
3.158，P=0.002； 无论是否曾遭受打骂， 间接或直接目睹父母间冲突儿童的 Rutter 总分都显著高于从未目睹的儿童

（全体儿童 8.14±6.26 vs. 4.84±4.36，t=-3.396，P=0.001； 从未受打骂儿童 6.62±5.35 vs. 3.93±4.03，t=-2.325，P=0.023；
曾受打骂儿童 9.57±6.82 vs. 6.23±4.58，t=-2.252，P=0.028）。 结论：目睹父母间冲突和儿童行为问题密切相关，推测目

睹父母间冲突可能导致儿童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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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witnessing parents conflicts and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Methods: In Domestic Violence Survey for adult men and women in Hunan and Inner Mongolia, respondents were asked
to fill in demography informa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Rutter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 for Parents，RCBQ” if
they had children aged from 6 to 18. Totally 740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68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taken
back. There were 135 valid RCBQ． Results: RCBQ mean score was 6.22±5.44,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r=-0.330,
P<0.001. Mean RCBQ scores of children who had been maltreated (7.85±5.9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had never been maltreated (4.93±4.65), t=-3.158, P=0.002. Mean RCBQ scores of children who had witnessed par-
ents’ conflict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children who had never witnessed, regardless whether
they had been maltreated themselves. In all children, it was 8.14±6.26 vs. 4.84±4.36, t=-3.396, P= 0.001; in those who
had never been maltreated, and it was 6.62±5.35 vs． 3.93±4.03, t=-2.325, P=0.023; in those who had been maltreated, it
was 9.57±6.82 vs. 6.23±4.58, t=-2.252, P=0.028. Conclusion: Witnessing conflicts between parents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behavior.
【Key words】 Parents’ conflict； Children； Behavio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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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暴力研究领域， 研究发现遭受暴力对儿

童的心身发展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家长越是对子女

实施家庭暴力，子女越容易出现情绪性问题行为 [1]；
成年男性严重躯体施暴行为与儿童期受虐有着密切关

系[2]。 但这类研究一般针对直接遭受暴力的儿童。 在

婚姻冲突研究领域， 研究发现婚姻冲突会对儿童的

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如父母的婚姻冲突对儿童青

少年的人格、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均产生了影响 [3]，
双亲冲突对中学生的交往恐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4]。
但这类研究一般采用问卷来测查儿童知觉到的双亲

冲突以及儿童的反应和应对， 对于孩子感知双亲冲

突的方式是否有影响并未关注。 这两个研究领域都

甚少关注那些自身并未遭受暴力， 但曾经目睹过父

母之间冲突的儿童的心理状况。
国外研究发现， 在家庭内目睹暴力冲突会对儿

童的心理发展造成不良影响[5，6]。 近年来国内的专业

人员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领域， 但目前此领域的理

论探讨较多[7]，一直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湖南（乡镇）和内蒙（城市）两地实施调查。 如

果被调查者家中有 6-18 岁儿童， 则要求填写儿童

一般情况和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父母用卷）。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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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者有两个以上 6-18 岁的孩子， 要求填写年

纪最小的儿童的情况。 调查对象的选取条件为：处

在或曾经处在亲密关系（婚姻、同居）中，愿意参加本

调查的成年男性和女性。 性别比例尽量控制在 1:1。
两地实际发放问卷 740 份，收回有效问卷 688 份，回

收率为 92.97%。 填写儿童部分的有效问卷 163 份，

删除填写时儿童年龄不在 6-18 岁的问卷及无效问

卷，共得到有效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 135 份。

1.2 工具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适用于学龄儿童， 可用于

区别儿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也可以鉴别儿童有无

精神障碍， 包括一般健康问题和儿童行为问题两部

分，儿童行为问题又分为 A 行为（违纪行为或称反

社会行为）和 N 行为（神经症行为），可以分别计分。

共 31 个条目，以 13 分为临界值[8]。

1.3 方法

采用横断面现状调查。调查开始前，制定了详尽

的调查说明及实施办法和要求， 所有调查人员均接

受了集中培训。 所有受试者对本调查均知情同意。

1.4 统计学分析

所得问卷经 严格质量检 查后统一录 入， 使用

SPSS17.0 统计 软件进行频 数统计、t 检 验、 相关分

析、单因素方差分析、二因素方差分析等。

2 结 果

2.1 儿童基本情况

总计 135 人，年龄 11.9±4.6 岁；男童 75 人，女

童 58 人 ，2 人 未 填 写 性 别 ；97 人 为 独 生 子 女 ，占

71.9%； 受教育程度：4 人未接受教育，76 人小学在

读，44 人初中、 高中或职高在读，7 人大专或大学在

读，4 人未填写。 Rutter 问卷总分均值 6.22±5.44 分，
17 人得分大于或等于 13 分，占总人数的 12.6%。 年

龄： Rutter 问卷总分与年龄显著负相关，r=-0.330，
P<0.001。 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独立样本 t 检验，在

Rutter 问卷总分、A 行为得分、N 行为得分及一般健

康问题上，男童和女童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1，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无显著性差异，见表 2。

表 1 性别与 Rutter 得分

表 2 是否独生子女与 Rutter 得分

表 3 儿童“是否受到打骂”与 Rutter 得分

2.2 是否受到打骂与儿童行为问题

根据“您或您伴侣是否辱骂或者狠打过孩子”一

题，将儿童分为两组，从未受到打骂儿童 69 人，曾受

到打骂儿童 62 人，4 人该题未答。 独立样本 t 检验

显示，曾受到打骂儿童 Rutter 总分、A 行为和一般健

康问题得分都显著高于从未受到打骂儿童，见表 3。
2.3 目睹父母冲突、是否遭受打骂与儿童行为问题

根据 “孩子是否看到过您和您伴侣之间的争吵

或者动手”一题，将儿童分为“从未目睹”、“间接目

睹”和“直接目睹”三类，共计 131 人，4 人此题未答。
由于“间接目睹”一类只有 5 人，因此将此类与“直接

目睹”合并为“间接或直接目睹”一类，与“从未目睹”
的儿童比较。 结果显示，无论是否曾经遭受过打骂，
间接或直接目睹过父母间冲突的儿童的 Rutter 总分

都显著高于从未目睹的儿童； 在自身并未遭受过打

骂的儿童中， 直接或间接目睹父母间冲突的儿童的

N 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从未目睹的儿童， 而在自身曾

遭受打骂的儿童中，则表现为 A 行为得分显著高于

从未目睹的儿童，见表 4。
为考察“是否遭受打骂”和“是否目睹冲突”两个

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做二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是否遭受打骂”和“是否目睹”在 Rutter 问

卷总分（F=0.121，P=0.728）、A 行为得分（F=2.375，P=
0.126）、N 行为得分（F=1.740，P=0.190）及 一 般 健 康

问题（F=0.101，P=0.751）上，均没有显著交互作用。
2.4 是否独生子女、目睹父母冲突与儿童行为问题

为考察“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目睹冲突”两个

因素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做二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和“是否目睹”在 Rutter 问

卷总 分（F=3.570，P=0.061）、A 行 为 得 分（F=0. 620，
P=0.433）、N 行为得分（F=2.211，P=0.139）没有 交互

作用，但在一般健康 问题（F=4.502，P=0.036）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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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交互作用。 目睹父母间冲突可能使儿童更容易

出现一般健康问题， 且该因素对非独生子女的影响

显著大于对独生子女的影响。

在间接或直接目睹过父母间冲突的儿童中，独

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 Rutter 总分、N 行为得分和

一般健康问题上，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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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是否目睹父母间冲突与 Rutter 问卷得分

表 5 间接或直接目睹过父母间冲突的

儿童中，是否独生子女与 Rutter 得分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目睹父母间冲突与儿童的行为问

题有显著关系，这个结果和国外研究者的结论相似
[5，6]。 虽然前人研究显示目睹暴力冲突的儿童很可能

同时遭遇其他负性经历，如虐待和忽视 [9，10]，但本研

究发现，总体而言，无论自身是否遭受过暴力对待，
只要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 就有可能对儿童的行为

产生不良影响。 而自身是否遭遇负性经历， 可能影

响儿童受父母间冲突影响的方式。 那些自身并未遭

遇过暴力对待的孩子，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后，更可

能出现神经症性的行为问题， 而那些自身曾遭遇暴

力对待的孩子，目睹父母之间的冲突后，则更可能出

现违纪行为或者反社会性的行为。 这可能与儿童需

要处理的内心冲突和压力类型不同有关。
父母之间的冲突对儿童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

池丽萍等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11]。 从本研究的结果

来看， 认知-背景理论和情绪安全假设似乎能够更

好地解释现有结果。 同样是曾经目睹过父母之间冲

突的儿童， 独生子女的行为问题显著低于非独生子

女。 在全体儿童中， 是否独生子女与是否目睹过父

母间冲突在儿童是否出现一般健康问题上， 出现显

著的交互作用。在目睹过父母间冲突后，非独生子女

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显著大于独生子女。 这一现象可

能的原因是：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在相同的情况下，
父母能够提供给独生子女的 情感关注和 支持会更

多。
儿童行为问题与年龄呈现显著负相关， 可能与

儿童的认知发展和应对能力提升有关。 随着年纪的

增长， 儿童对于家庭内发生的事件有了不同的认识

和新的应对方式， 因此更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心理压

力和情绪问题[12]。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儿童目睹

父母间冲突的时间可能也越长。在研究设计中，如果

儿童曾经间接或直接目睹过父母间冲突， 则要求填

写首次目睹时儿童的年龄以及 最近一年是 否目睹

过，但最终填写相关数据的人数过少，难以进行有效

的数据分析。儿童年龄、目睹父母间冲突的时间长度

和儿童行为问题有何关联，尚需进一步探讨。
在研究设计中，为了避免被调查者的抵触情绪，

并未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其子女是否目睹过夫妻之间

的“暴力行为”，而是采用了相对比较温和的“孩子是

否看到过您和您伴侣之间的争吵或者动手”。 因此，

本研究涉及的儿童， 并不能直接判定为家庭内暴力

的目睹儿童。他们只是目睹了父母之间的冲突，而这

些冲突未必都达到了“暴力”的程度。即便如此，直接

或间接目睹的儿童， 行为问题还是显著高于从未目

睹的儿童。可以设想的是，如果目睹更加严重的暴力

行为，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冲击。由

此可见，在针对家庭内暴力进行相关研究时，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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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内暴力的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同时， 家庭中的儿

童的心身健康状况， 也值得研究者和相关人员密切

关注。 (致谢：本研究得到内蒙古医学院心理教研室

苏巧玲教授和湖南省宁乡妇联的大力支持， 特此感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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