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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婚姻质量、教养行为与女生外化问题的关系
李剑侠 1，2， 郭菲 1， 陈祉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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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考察父母婚姻质量、教养行为和女生外化问题的关系。 方法：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青少年

【摘要】

心理健康数据库中 2008 年的横断数据， 对其中 3718 名 11 到 19 岁的在校女生数据进行分析； 外化问题由女生报
告，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由家长报告。 结果：① 婚姻质量、教养行为和外化问题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② 监控、说理
和严厉管教这三种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外化问题之间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在婚姻质量对子女外化问题
的关系中，教养行为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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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 Marital Quality，Parent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Adolescent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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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 marital quality, parent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adolescent girls. Methods: The cross -sectional data of 3718 adolescent girls aged 11 -19 of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China(2008) was use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were reported by the girls. Marital quality and
parenting were reported by the parents. Results: ①Marital qualit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ing; both marital
quality and parenting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xternalizing problems. ②Parental monitoring, harshness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disciplin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Conclusion: Parenting is the mediator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 externaliz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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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问题 (externalizing behavior

除了父母婚姻质量， 父母教养行为也是外化问

problems) 不仅对家庭 和社会有破 坏作用 ，对青 少年

题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父母消极的教养行为，

自己的发展也有负面影响。 外化行为问题也叫外化

如拒绝、 专制等与子女的 多 种 外 化 问 题 存 在 正相

问题，包括广泛的攻击和违纪行为 。 根据以往的研

关[4，5]。 另一方面，积极的教养行为如情感温暖、理解

究结果，由于男孩的外化问题比较突出，使得大部分

等能够预防和减少孩子的问题行为 [6]。

[1]

有关研究更关注男孩， 对女孩外化问题的研究较为

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

忽视。 然而根据美国少年司法与犯罪预防办公室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父母的婚姻质量影响其教养行

2004 年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 1993 年到 2002 年，18

为[7-10]。 因此在婚姻质量影响子女外化问题的过程中

岁以下女孩被逮捕的上升趋势超过了男孩， 这些罪

教养行为很有可能参与了作用。 不过对于其中教养

行包括殴打和宵禁等等， 同一时期女孩药物滥用的

行为的作用，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证实父母

增长速度比男孩要快 2 倍以上。 可见女孩的外化问

较差的婚姻质量通过其消极的教养行为导致了孩子

题不容忽视。

的失调行为， 认为教养行为在婚姻和子女失调行为

在外化问题研究领域 , 父母婚姻质量的作用一

关系里起着中介作用 [11]。 但是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

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有研究显示当父母婚姻质量

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影响外化问题的过程里起调节

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其孩子的适应问题 。 父母婚姻

作用 [12]。 Cui 和 Conger 则指出，前人过多的讨论了消

质量不好的子女在学校出现吵架等其它外化问题的

极教养行为的影响， 而较少考虑积极教养行为的作

情况也较多。 如果婚姻冲突激烈、 公开且与子女有

用。他们在研究中补充了积极教养行为后发现，这些

关时，孩子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 。

教养行为中介作用明显， 而调节作用在外化问题上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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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 [13]。 可见前人对于父母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
和女生外化问题之间的作用，并没有统一的结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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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上述文献在检验过程中都没有将男孩和女孩分开

1.2.4

家庭背景信息

由家长报告文化程度和月收

讨论。

入。 母亲和父亲文化程度包括 5 个水平，即“1- 小学

有研究发现男女青少年感知的父亲和母亲的控

或以下”、“2- 初中”、“3- 高中或中专”、“4- 大学或大

制是非常不同的， 女性青少年感知的这种差异更显

专”、“5- 研究生或以上”。 父亲和母亲月收入包括 10

著， 可以说某些父母的教养特征对女性青少年的影

个等级，即“1=1 千以下”、“2=1-2 千”、“3=2-3 千”、

响比对男性青少年的影响更强 。 另外由于母亲教

“4=3-4 千 ”、“5=4-5 千”、“6=5-6 千”、“7=6-7 千”、

养对子女的重要影响， 作为未来的母亲这些带有外

“8=7-8 千”、“9=8 千 -1 万”、“10=1 万以上”。

化问题的女孩长大后结婚生育， 可能会给她们的下

1.2.5

一代又带来更多的问题， 所以有必要针对女孩的外

关分析检验婚姻质量、 教养行为和外化问题的两两

化问题进行研究。本研究将通过横断设计，来考察我

关系。 采用回归分析检验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影响

国父母婚姻质量、 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期女生外化问

外化问题上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回归分析中为了避

题的关系， 特别是要检验教养行为在另外两个变量

免共线性， 而不同时加入父母文化程度和父母亲月

之间是起调节作用或是中介作用。

收入， 而是以母亲文化程度和父亲的月收入作为控

[14]

1

采用 SPSS16.0 处理数据。 采用相

制变量。

对象与方法

1.1

统计方法

结

2

对象
样本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 年 全国

果

女孩外化问题、家长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相关

2.1

青少年心理健康数据库。 本研究选取其中从小学四

问题行为与父母婚姻质量和各教养行为均呈较

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女生共 3718 人， 年龄从 11 到

低的显著相关。 父母婚姻质量与监控和说理呈显著

19 岁，平均年龄 15.96±2.25 岁。 在参与调查的家长

正相关，与严厉呈显著负相关。 见表 1 。

中 58.9% 是母亲，37.4% 是父亲，3.7% 为其他人。

1.2

工具

表1
。

。。。

1.2.1 婚姻适应测验 婚姻适应测验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 ） 为 Locke 与 Wallace 于 1959 年

。。

编制。 MAT 共 15 题，评估主观的婚姻幸福感以及夫
妻双方在大量生活领域的一致性，总分越高，代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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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 ，**P<0.01 ，下同。

姻适应越好，婚姻满意度越高。

1.2.2

青少年问题行为自评问卷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检验

。 。。。 。

表2

问题行为采用

Achenbach 2001 年修订 的青少年自 评量表 ( Youth
Self Report ，YSR) 中违纪行为 ( 如：“旷课逃学”、“吸
烟”、“喝酒”) 与部分攻击行为的项目 （如：“吵架”、
“打架”、“破坏公物”）进行测试。 受测者根据自己最
近 半 年 的 情 况 回 答 每 项 行 为 发 生 的 频 率 ，即 “0- 没
有”、“1- 有时”、“2- 常常”。

1.2.3 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项目
（Iowa Youth and Families Project ） 中的 教养问卷对
家长的教养行为进行测量。 分别评估 3 个方面的教
养行为：监控（mornitoring ）、说理 (inductive reasoning)

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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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行为在 婚姻质量与 外化问题之 间的调节

作用
采取分层回归来检验各项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
和外化问题之间的调节作用。 回归方程以外化问题

和严厉 (harshness) 。 监控表明父母对子女日常活动的

为因变量，第一层放入年龄、母亲文化程度、父亲月

了解程度。说理表明父母是否尊重孩子的意见，在教

收入等控制变量以及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 第二层

育子女时是否采用讲道理的方式。 严厉表明父母采

放入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的交互作用。 结果显示婚

用打骂、斥责等教养行为的程度。其中前两项属于积

姻质量、各项教养行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婚姻质量

极的教养行为，后一项属于消极教养行为。由家长评

与说理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与监控和严厉管教呈现

估自己对孩子的教养行为。

极其微弱的交互作用。 见表 2 。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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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会增大犯 Ⅰ型错误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调节

和教养关系研究领域的失去爱假说 (The loss of love

作用可能并不具解释意义 。

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父母的婚姻问题会减少他们

[15]

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与 外化问题之 间的中介

2.3
作用

在教育孩子上的热情和正面行为 [16]。 而本文结果里
婚姻质量对消极教养行为的直接影响则符合外溢假

通过回归分析分别检验监控、 说理和严厉管教

说 (The spillover hypothesis) [17]，该假说认 为 婚 姻 的 问

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检验婚姻质量预测问题行为的

题会导致家长的负面教养行为。 有研究显示婚姻的

回归系数， 第二步检验婚姻质量预测各教养行为的

冲突和困境会导致消极的教养行为， 比如对孩子的

回归系数， 第三步检验各教养行为和婚姻质量预测

拒绝和更苛刻的纪律等等 [18]。 可见不良的婚姻质量

外化问题的回归系数。 每一步的回归分析都放入年
龄、母亲文化程度和父亲月收入这些控制变量。结果
见表 3 。

会恶化父母对孩子的教养行为， 反之好的婚姻质量

结果显示婚姻质量预测外化问题的回归系数显

问题就有直接影响作用， 好的婚姻质量能预测女孩

著，婚姻质量预测各教养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各教

较低的外化问题， 较差的婚姻质量可以预测女孩的

养行为和婚姻预测问题行为的回归系数显著。 教养

高外化问题， 这些也符合前人关于婚姻和孩子问题

行为在婚姻质量和外化问题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行为的研究结论 [3，4]，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在减少和预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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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有利于父母和孩子的教育关系 [19]。
根据本研究检验显示， 婚姻质量本身对于外化

防女孩的外化问题的工作里， 需要特别重视父母的
婚姻。 从本研究结果可看出，监控、说理和严厉管教
这三个维度的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影响外化问题上
只是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说明这一作用里可能存在
其他中介变量。 曾有研究指出和男生相比对父母的
依恋更能预 测高中女生 的外化问题 行为 [20]，所以依
恋有可能在婚姻质量对外化问题的影响上也起了中
介作用。
参

1

考

文

献

Achenbach TM. Manual for the youth self-report form and
1991 profile. Burlington,VT: University of Vermont,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1991

论

2 Conger R, Conger KJ, Elder G, et al. A family process mod-

研究表明， 教养行为的三个维度在婚姻影响外

el of economic hardship and adjustment of early adolescent

化问题上都有部分中介效应， 也就是婚姻质量部分
通过教养行为来影响子女的外化问题。 另外从调节

boys. Child Development, 1992, 63(3): 526-541
3

justment: An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作用上看， 虽然家长的监控和严厉与婚姻质量的交
互作用在 参与回归 方程时在 0.05 水 平 上 呈 现 了 显

Davies PT, Cummings EM. Marital conflict and child ad Bulletin,1994,116(3): 387-411

4

张文新，管益杰，任朝霞，等 . 独生与非独生儿 童 的 攻 击 性

著性，但这种调节作用非常微弱。这种显著性有可能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的 研 究. 山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是本研究样本量大造成的 [15]。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是

1997 ，6 ：60-64

希望检验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外化问题之间是调

5

Steinberg L, Lamborn SD, Darling N, et al. Over -time

节作用还是中介作用， 本文的结果与 Cui 和 Conger

changes in adjustment and competence among adolescents

在美国青少年中得到的结果一致， 在外化问题上可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能更支持中介作用而非调节作用。
根据本研究， 教养行为在婚姻质量和外化问题
上的中介作用是存在的。 在婚姻质量通过教养行为

families. Child Development, 1994, 65(3): 754-770
6

蒋奖 .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 . 健康

7

Cox MJ, Owen MT, Lewis JM, et al. Marriage, adult adjust-

心理学杂志，2004 ，12(1) ：72-74

来影响青少年女孩的外化问题的过程里， 婚姻质量

ment, and early parenting.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5):

首先对教养行为产生了影响。 我们在检验过程里呈

1015-1024

现的婚姻质量对积极教养行为的直接影响符合婚姻

（下转第 72 页）

·72·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1 2012

也是预测其在创伤之后恢复、成长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还发现，在加入 PTSD 症状后，地震对于
被试的主、客观影响均被减弱或不再显著。在最后的

3

回归模型中，PTSD 症状解释的方差（13.6% ）超过了
解 释 的 总 方 差 （22.4% ）的 一 半 ，成 为 预 测 创 伤 后 成
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PTSD 症状越严重的被试创

4

伤后成长的程度越高， 这一结 果 也 和 前 人 的部分
研究 [4，5]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被试 PTSD
症状的严重程度比地震本身对被试造成的影响更能

5

够显著的预测被试的创伤后成长。 仅仅经历创伤事
件并不一定会带来创伤后成长。 如若创伤体验并不
是非常强烈，或只持续很短的时间，那么个体可能就
无需深究该事件对自己的意义； 而只有当个体深刻

6

地体验到创伤事件给自己生活带来的重大变化后，
他才能够更深入地思考创伤经验对个人生命的意

7

义。 （致谢：在此特别感谢彭州志愿者调查员的辛勤
工作，以及彭州新兴镇受灾民众的支持和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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