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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父子依恋关系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父母与

同伴依恋问卷（IPPA）、长处与困难问卷（SDQ）、父亲参与教养问卷（IFI），对 338 名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学生及其父

亲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在控制了年龄、年级和性别之后，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显著正向预测

作用；父子依恋关系在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结论：父亲参与教养

的程度对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积极影响，父子依恋关系在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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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ather involvement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father-child attachment. Methods: The research surveyed 338 pupils from Grade three to Grade six and their fa-
thers by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IFI), an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elf-report version (self-report SDQ). Results: Father Involvement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the father-child attachment significan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ther involve-
ment and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Conclusion: Father involvement implement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chil-
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father-child attachment plays a mediating role of the two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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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是儿童社会性发展和个性形成的重

要方面，其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成

员和亲子关系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儿童亲社会行为形

成的重要因素[1，2]。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母亲对儿

童的影响， 直到最近的二十多年来才开始把研究的

视野扩展到对儿童社会发展起着重要影响的其它家

庭成员， 当前对于父亲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

方面，一是父亲教养对儿童的影响；二是父子依恋关

系的研究[3]。
现代社会中父亲越来越多的承担和母亲相等的

养育责任， 而且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的全面发展是

非常有益的； 父亲能更多参与教养的家庭中的儿童

认知能力发展更好、 对学校和教育的态度更积极 [3，4]，
也有更强的同理心以及更好的社会交往技能和同伴

关系[5]。 近年来对父子依恋关系的研究也引起了越

来越多的关注， 一些研究对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进

行了比较， 认为父亲也能够在儿童的童年早期就和

儿童建立比较良好的依恋关系[6]。 相关研究发现，安

全的父子依恋而不是母子依恋与儿童的自主行为以

及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相关[7]，并与青少年期的同伴依

恋安全感相关[8]。
需要指出的是， 仅仅从父亲教养行为的视角去

观察儿童行为的话， 还不能够充分说明父子关系的

全部。同样的，研究者们关注父子依恋关系时却很少

考虑到这其实就是父亲教养行为的结果。 所以在考

察父亲对儿童行为的影响时， 需要把父亲的教养行

为和父子依恋关系这两个变量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长沙市的四所小学选取儿童样本， 考虑到部

分问卷需要儿童独立完成， 低年级的同学可能在问

卷理解上存在困难， 所以只对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

的同学进行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338 份，其中男

生 173 人，女生 165 人；从小学三年级到小学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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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量分别 71、103、91 和 73 名。 平均年龄 11.5±
1.1 岁。

父亲样本的平均年龄是 39.18±7.26 岁，其中文

化程度小学 17 名，初中 60 名，高中或中专 102 名，
大学 101 名，研究生 58 名。
1.2 程序

两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在小学的自习时间

指导学生当面完成父子依恋问卷和 长处与困难 问

卷，当场回收，之后由教师将父亲参与问卷转交给儿

童父亲填写。
1.3 工具

1.3.1 父子依恋 采用 Armsden 和 Greenberg 编制

的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PPA）[9]。 本研究选取父子

依恋分量表，该分量表由信任、沟通、疏离三个维度

构成。
1.3.2 亲社会行为 采用 Goodman 编制的 长 处 与

困难问卷（SDQ）[10]自评版的中文修订版。 SDQ 分为

两个大的部分：即困难部分和长处部分，长处部分即

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1.3.3 父亲参与教养 采用 Hawkins 等人开发的父

亲参与教养问卷（The Invent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IFI）[11]。整个问卷共 26 个题目，将父亲参与教养划分

为 9 个维度，即：管教责任、学业鼓励、支持孩子的母

亲、提供经济支持、交流与陪伴、表扬和情感支持、鼓

励孩子发展才能、阅读与家庭作业、关注孩子的日常

生活。 其适用对象是从幼儿到青少年的父亲。
1.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5.0 以及 AMOS7.0 进行数据的处理

和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和初步分析

由表 1 可知，各个变量之间，相关都达到极其显

著的水平。 因此，在下述结果分析中，需要对所有变

量都加以考察。
2.2 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预测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 考察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独立预测作用。结果见表 2。在控

制了年级、年龄和性别之后，父亲参与教养可以解释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 7.1%。
2.3 父子依恋关系对父亲参与教养作用的中介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并用回

归分析和 sobel 单侧检验（sobel 检验公式为 z = ab /
），考察父子依恋关系（包括父子沟通、父

子信任、父子疏远三个维度）的中介效应，见表 3。
表 3 显示，在父子依恋的三个维度父子沟通、父

子信任、 父子疏远在父亲参与教养作用预测儿童亲

社会行为时都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父子沟通维

度 的 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为 0.28*0.33/0.23=
0.40，即中介效应占了总效应的 40%左右，父子信任

维度的中介效应占了总效应的 33%左右，父子疏远

维度的中介效应占了总效应的 11%左右。

表 1 父子依恋各维度、父亲投入以及儿童

亲社会行为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父亲参与教养程度与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回归分析

表 3 父子依恋各维度在父亲参与教养作用

预测儿童亲社会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a、c 分别为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单独预测父子依恋关系、儿童亲社会行为的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b、c’ 为父亲参与教养程度与父子依恋关系共同预测儿童

亲社会行为时各自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Sa、Sb、Sc、Sc’ 分别为对应的标准误

（所有路径均控制了性别、年级及年龄水平的影响）。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

会行为有着显著积极影响。 父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

的作用更多的在于建立规则， 孩子必须遵守规则才

能获得父亲的认同， 这和母亲对于孩子那种无条件

的爱是有区别的， 所以父亲积极参与对儿童的教养

对儿童社会行为的发展意义更大。从这个结果来看，
父亲的责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持， 还需要花更多

时间和孩子一起相处才能有利于孩子的亲社会行为

的发展。 本研究结果和 Hawkins 等人的研究结果是

相一致的[12]。
在考察父亲参与教养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Sa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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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父子依恋关系在两个

变量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父亲参与教养的程度

可以稳定的预测父子的依恋关系， 父亲参与教养程

度越高，越能建立良好的优质的父子依恋关系，相反

则父子依恋的品质越低。 研究结果也表明， 父子依

恋关系在父亲参与教养程度对儿童亲社会行为预测

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也就是说父亲参与教养的

程度会影响到父子依恋关系的质量， 再通过父子依

恋关系的质量影响到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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