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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我国小学儿童遭受父母体罚的基本特点。 方法：采用 Straus 编制的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测查

938 名小学儿童的父母。结果：63.2%的小学儿童父母在近半年内对孩子实施过体罚，实施体罚的平均次数约为 8 次；

我国父母使用最普遍的体罚方式依次是用手打孩子的屁股，打孩子的手、胳膊或腿，打孩子的脸、头或揪孩子的耳

朵，体罚孩子最多的身体部位依次为屁股，手和胳膊；父母对男孩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普遍性及实施严厉体

罚的频繁性均显著均高于女孩；父母对一、二、三年级儿童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普遍性显著高于对四、五、六

年级儿童的体罚； 低中社经地位家庭中的父母对儿童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普遍性及实施严厉体罚的频繁性

均显著高于高社经地位家庭的父母。 结论：在我国，父母体罚的普遍性和频繁性均较高，且其发生情况与儿童的性

别，年龄和家庭的社经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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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corporal punishment o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Methods: Nine hundred thirty eight parents of elementary school-aged children completed the Parent-Child Con-
flict Tactics Scale. Results: Nearly sixty-three percent of parents had used corporal punishment toward their children in
the past six months, and reported having used corporal punishment in an average of eight times. Spanking the bottom with
the bare hand, slapping on the hand, arm or leg, slapping on the face, head or ears were the most often used forms by
parents. Bottom, hand, and arm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reported places on the body targeted for corporal punishment.
The prevalence of mild or severe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the frequency of severe corporal punishment were higher for
boys than for girls. The prevalence of mild and severe corporal punishment decreased with increasing grade. Low and mid-
dle SES parents were more likely and more frequently to use mild and severe corporal punishment than high SES parents.
Conclusion: Corporal punishment is a common strategy of disciplining children in Chinese families, and its occurrence is
related to childs’ gender, age and family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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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体罚(corporal punishment)是指父母为了阻

止儿童重复某种行为、 纠正儿童的错误行为或教育

儿童而故意引起儿童身体的疼痛但不会对其造成伤

害的行为[1]。 按其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度体罚和严

厉体罚两种，前者主要涉及用手打孩子的屁股，打孩

子的手、胳膊或腿，摇晃孩子；严厉体罚主要包括用

腰带、 棍子或其他一些硬物体打孩子的屁股， 拧孩

子，打孩子的脸、头或揪孩子的耳朵[2]。 近十几年来，

父母体罚现象已引起各国心理学家的关注， 并成为

发展心理学的家庭环境研究中一个活跃的领域。
父母体罚在许多国家具有很高的发生率并对儿

童身心健康有着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 研究发

现，在美国，35%的婴儿和 94%的幼儿在一年内曾遭

受过父母的体罚[3]，75%的大学生报告儿时曾遭受过

父母的体罚 [4]；在英国，约 50%的大学生回忆儿时曾

被父母打过 [5]；在日本，86%的大学生报告儿时曾遭

受过父母的轻度体罚，35%的大学生报告儿时曾遭

受过父母的严厉体罚 [6]；在我国香港，57.5%的 18 岁

以下的儿童青少年在近一年内遭受过父母的体罚[7]。

然而，Gershoff[8]指出，父母体罚除了能够使儿童立即

服从外， 可能会对儿童适应产生许多短期或长期的

有害影响，如破坏亲子关系，阻碍儿童的道德内化，
攻击行为及反社会行为的增加， 心理健康水平的下

降等。由此可见，父母体罚现象已构成心理学中一个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国外研究发现，父母体罚的发生与儿童的性别、

年龄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国外研究发现，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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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对男孩实施的体罚多于女孩。 如 Straus[3]对 5-6 岁

儿童的母亲进行研究发现， 母亲体罚的普遍性与频

繁性在男女儿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65%男孩受过

体罚，而只有 58%的女孩受过体罚，并且在经历体

罚的儿童中， 男孩在之前一年中受体罚的平均次数

为 14.3 次，而女孩则为 12.9 次。 McKee[9]发现，父亲

对男孩所实施的言语与身体管教显著多于女孩。
另外， 儿童年龄也会直接影响到父母体罚的发

生。 总体看来，国外研究 [3]发现，母亲报告的体罚情

况与儿童年龄基本上呈负相关。在体罚普遍性方面，
婴儿时期， 三分之一以上的孩子遭受过父母体罚，
4-5 岁时达到顶峰， 体罚比例高达 94%，6-17 岁期

间， 体罚比例稳定下降， 但到 13 岁时， 仍有超过

40%的父母将体罚作为一种主要的管教方式。 在体

罚的频繁性方面，孩子 2 岁时，父母体罚次数最多，
一年内使用体罚的平均次数为 18 次， 然后一直下

降，但到 14 岁时，体罚发生的平均次数仍为每年 6
次。 在体罚的严重性方面，较温和的体罚方式(如用

手打屁股)会较多地发生在童年早期(2-4 岁 )，较严

重的体罚方式(如使用器械殴打)在童年中晚期(5-12
岁)较普遍。 与上述研究结论相一致，Harper[10]发现，
父母体罚在孩子 3-4 岁时达到顶峰，此时接近 80%
的父母报告实施过体罚，虽然到孩子 12 岁时，仍有

超过一半的父母使用体罚来管教孩子， 但总体趋势

是父母体罚随儿童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最后， 父母体罚的发生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

间也存在密切的联系。如 Wissow[11]发现，社会经济地

位与父母体罚之间呈曲线关系， 与社会经济地位较

低或较高的父母相比， 具有高中学历的中等收入的

父母使用体罚是最频繁的。 但当前也有许多研究发

现，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和工作

地位）与父母体罚之间呈负相关[12，13]。
综上所述， 虽然父母体罚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许

多国家，但各国父母体罚的发生率却存在较大差异。
跨文化研究也发现， 父母体罚的发生会受到文化背

景这一宏系统(如体罚的文化标准性、父母的教养信

念、文化价值观、法律政策等)的影响[8]。 但关于父母

体罚的研究结论大多取自西方研究。 考虑到我国文

化的独特性及当前的社会现实，如“不打不成器”的

传统教育思想、集体主义价值观、独生子女的增多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 有必要全面细致地考察我国

父母体罚的发生情况及其特点。鉴于此，本研究拟通

过大样本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我国文化背景中父母

体罚的普遍性、频繁性及其特点进行考察，进而提供

关于我国小学儿童遭受父母体罚的基本信息。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某小学选取 1138 名

一到六年级小学儿童的父母作为被试， 在学校召开

家长会期间进行集体施测，由父母对问卷进行填写，
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938 份。 男生为 490 人， 女生为

448 人，儿童的平均年龄为 9.89 岁，父亲平均年龄为

39.39 岁，母亲平均年龄为 37.29 岁。
1.2 工具

1.2.1 父母体罚行为的测量 采用 Straus 等 [2]编制

的 亲 子 冲 突 量 表 (Parent -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简称 CTSPC)的中文修订版作为研究工具，该

量表包括精神虐待、轻度体罚、严厉体罚，虐待及严

重虐待五个分量表， 本研究选取轻度体罚与严厉体

罚两个分量表测查父母在最近半年内对孩子实施的

体罚行为。共包括 6 个题目，其中轻度体罚有 3 个题

目，包括用手打孩子的屁股，打孩子的手、胳膊或腿，
摇晃孩子，严厉体罚有 3 个题目，包括用腰带、棍子

或其他一些硬物体打孩子的屁股，拧孩子，打孩子的

脸、头或揪孩子的耳朵。 问卷采用 0-6 的 7 点计分

方法，“0”表示最近半年内从来没有对孩子实施过体

罚，“1”表示实施过 1 次，“2”表示 2 次，“3”表示 3-5
次，“4”表示 6-10 次，“5”表示 11-20 次，“6”表示多

于 20 次。 体罚普遍性的计算：若父母在 6 个题目中

任意题目上得分大于 0， 则表示父母实施过体罚行

为，记为“1”；若父母在所有题目上得分都等于 0，则

表示父母从未实施过体罚，记为“0”。 体罚频繁性的

计算： 将父母在每一题目上得分所对应的次数的中

位数作为父母实施该体罚行为的频繁性 (具体转化

方式：0 表示 0 次， 1 表示 1 次，2 表示 2 次，3 表示

4 次，4 表示 8 次，5 表示 15 次，6 表示 25 次)， 父母

体罚频繁性即为 6 种体罚行为的频繁性之和。 体罚

严重性的计算： 若父母在轻度体罚分量表上得分大

于 0，而在严厉体罚分量表上得分等于 0，则认为父

母体罚程度较轻，记为“0”。 若父母在轻度体罚和严

厉体罚量表上得分均大于 0， 则认为父母体罚程度

较严重，记为“1”。
1.2.2 个人背景信息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收集了

被试的个人背景信息，如性别、出生日期、父母年龄、
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根据师保国和

申继亮的研究 [14]，本研究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

父母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父母职业主要包括五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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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依次是：①临时工、 失业、 待业人员、 非技术及

农业劳动者阶层； ② 体力劳动工人和个体经营人

员、 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 ③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

专业技术人员、 事务性工作人员； ④中层管理人员

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 助理专业人员 ；⑤职业高级

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这五

类职业分别赋值“1”-“5”，父母受教育程度按照“没

有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

(本科或专科)”、“研究生”几个类别排列，分别赋值

“1”-“6”。 最后把职业等级和受教育程度所得的值

加和，总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值，其分布

范围在 4-22 之间。

2 结 果

2.1 父母体罚发生的普遍性、频繁性及严重性

总体来看，63.2%的 父母在最近 半年内曾体 罚

过孩子，58.5%的 父母对孩子 实施轻度 体罚，31.2%
的父母对孩子实施严厉体罚； 在实施过体罚的父母

中， 92.6%的父母实施过轻度体罚，实施轻度体罚的

平均次数为 5.70 次，49.4%的父母曾实施过严厉体

罚 ， 严 厉 体 罚 发 生 的 平 均 次 数 为 2.37 次 ； 并 且

50.6%的父母仅实施过轻度体罚，7.4%的父母 仅实

施过严厉体罚，42.0%的父母既实施过轻度体罚，也

实施过严厉体罚。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我国父母使用最普遍和最

频 繁 的 三 种 体 罚 方 式 依 次 是 用 手 打 孩 子 的 屁 股

（75.3% ，3.44 次 ）、 用 手 打 孩 子 的 手 、 胳 膊 或 腿

（46.6%，1.64 次）、打 孩子的脸、头 或揪孩子的 耳朵

（30.8%，0.93 次）。 与之相对应，父母体罚孩子最多

的身体部位依次为屁股、手和胳膊。
2.2 小学儿童遭受父母体罚的基本特点

2.2.1 儿童性别与父母体罚发生的关系 与女孩相

比， 父母更可能对男孩实施 轻度体罚和 严厉体罚

（χ2=10.32，20.30，Ps<0.01），63.5%的男孩和 53.1%的

女 孩 在 最 近 半 年 内 曾 遭 受 过 父 母 的 轻 度 体 罚 ；
37.8%的男孩和 24.1%的女孩在最近半年内曾遭受

过父母的严厉体罚。在父母体罚发生的频繁性上，对

于实施过体罚的父母， 父母对男孩和女孩实施轻度

体 罚 的 频 繁 性 无 显 著 差 异 (t=1.22，P>0.05，M 男 =
6.08，SD=8.53；M 女=5.20，SD=8.86)，但父母对男孩实

施严厉体罚的频繁性显著高于女孩 (t=3.14，P<0.01，
M 男=3.08，SD=7.80；M 女=1.44，SD=4.87)。
2.2.2 儿童年龄与父母体罚发生的关系 将年级作

为儿童年龄的指标， 在父母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发

生的普遍性上， 父母对各年级儿童实施轻度体罚的

普遍性存在显著差异(χ2=42.58，P<0.001)，对各年级

儿童实施严厉体罚的普遍性无显著差异(χ2=2.02，P>
0.05)。 如附图所示，一、二、三年级儿童遭受父母轻

度体罚的普遍性显著高于四、五、六年级儿童 (χ2s>
6.60，Ps<0.001)。 一、二、三年级儿童遭受父母轻度体

罚的普遍性无显著差异 (χ2s<2.46，Ps>0.05)，四、五、
六年级儿童遭受父母轻度体罚的普遍性也无显著差

异 (χ2s<0.04，Ps>0.05)。在父母体罚发生的频繁性上，
对于实施过体罚的父母来说， 不同年级儿童的父母

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频 繁性均无显 著差异

(F=0.81，0.75，Ps>0.05)。

附图 各年级儿童遭受父母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普遍性

2.2.3 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SES)与父 母体罚发生 的

关系 将父母职业和父母受教育程度总分作为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得分， 然后将社经地位按平均数上下

一个标准差分为三组，在父母体罚发生的普遍性上，
不同社经地位家庭中的父母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

罚的普遍性存在显著差异(χ2=7.64，7.15，P<0.05)。 相

关源分析发现，低社经地位(63.43%, 33.92%)和中等

社经地位(59.36%, 32.67%)家庭中父母对儿童实施

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普遍性显著均高于高社经地

位家庭的父母(50.50%, 23.23%)，低等和中等社经地

位家庭中的父母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的普遍性均无

显著差异。
在父母体罚发生的频繁性上， 对于实施过体罚

的父母来说，分别对父母轻度体罚、严厉体罚和社经

地位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社经地位与父

母轻度体罚频次之间无显著相关(-0.06)，而与父母

严厉体罚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0.09)，即社经地位

越高的家庭父母实施体罚的频次越少。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在我国约 60%以上的父母在最近

半年内对孩子实施过体罚， 其中 58.5%的父母对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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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实施轻度体罚，31.2%的父母 对孩子实施 严厉体

罚。 同时，在那些实施过体罚的父母中，父母在最近

半年内实施体罚的平均次数约为 8.0 次， 其中轻度

体罚的发生次数为 5.70 次，严厉体罚的发生次数为

2.37 次。本研究结果为“父母体罚具有跨文化的普遍

性” 这一结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 它进一步表

明，尽管不同文化中父母体罚的具体普遍性、频繁性

及严重性不尽相同， 但父母体罚在各种文化背景的

家庭中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父母教养问题。
我国父母使用最普遍和最频繁的三种体罚方式

依次是用手打孩子的屁股、用手打孩子的手、胳膊或

腿、打孩子的脸、头或揪孩子的耳朵。与此相一致，父

母报告体罚孩子最多的身体部位依次为屁股、 手和

胳膊。 父母体罚孩子的身体部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与不同身体部位的特点有关， 打孩子的屁股和手既

能让孩子体验到疼痛，达到纠正错误行为的目的，又

不致对孩子造成严重伤害。 然而，Chang[6]对美日大

学生进行研究发现， 美国和日本的父母体罚孩子的

身体部位存在差异， 美国大学生受体罚最多的身体

部位依次为屁股、手和腿；而日本大学生受父母体罚

最多的身体部位依次为头、脸和屁股。体罚部位的文

化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体现了不同国家对父母

体罚方式和部位的文化接受性不同。
在儿童性别与父母体罚发生之间的关系上，本

研究发现， 父母对男孩实施轻度体罚和严厉体罚的

普遍性及实施严厉体罚的频繁性均显著高于女孩。
这可能存在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 从生物学角度

看，男孩可能天生就具有一种 “不服从”的倾向，从

而会引发父母更多的严厉体罚；其次，从社会文化角

度看，我国文化中的父母期望女性温柔、服从、合作、
友好，期望男性独立、有安全感、具有支配性、竞争性

和强烈的成就动机， 而这种性别角色的期待可能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父母的管教方式。
在父母体罚发生的年级差异上，本研究发现，随

着年级的升高或年龄的增长， 父母轻度体罚和严厉

体罚发生的普遍性均逐渐下降，当孩子到四年级后，
父母体罚的发生显著减少。 但父母轻度体罚和严厉

体罚发生的频繁性并无显著的年级差异。这表明，随

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认知能力渐近成熟，许多父母

会放弃体罚而改用说理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但对于

将体罚作为主要管教方式的父母而言， 其实施体罚

的频繁性在小学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这可能

是因为那些持续体罚孩子的父母实施体罚行为有着

更深层的机制或原因，如父母人格特点、体罚态度或

价值观等。
在家庭社经地位与父母体罚之间的关系上，本

研究发现， 低社经地位和中等社经地位家庭中的父

母体罚孩子的普遍性显著高于高社经地位的家庭，
且社经地位越低的家庭中父母实施严厉体罚的频次

越高。 这可能是因为社经地位较低的家庭面临的经

济压力较大，居住环境较差，一方面过大的压力容易

导致父母情绪紧张或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 另一方

面较差的居住环境几乎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和

帮助，所以当儿童犯错或出现亲子冲突时，在不能获

得任何建议和帮助的情况下， 情绪冲动的父母极易

选择即时奏效的严厉管教方式，如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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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成就动机是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的。McClellan
和 Atkinson 在最初提出成就动机的时候就指出，成

就动机涉及到对成功的期待和对失败的担心两者之

间的冲突 [23]，高 成 就 动 机，是 既 能 够 对 成 功 有 所 期

待，同时也能够承担失败后果，这是一种最积极的应

对方式。 对于高追求成功高避免失败和低追求成功

低避免失败，因为自身存在一定的矛盾，他们的成就

动机都处于中等水平，前者想成功却害怕承担失败，
后者不对成功抱有期待但也不会逃避失败。 但对于

低追求成功高避免失败的人， 他们所有的动机都是

逃避失败，而不想成功，所以往往采取的也都是最消

极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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