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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 3~8 岁儿童父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特点及其与性别图式的关系。 方法：使用父母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量表及贝姆性别角色量表对 349 名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进行调查。 结果：①3~8 岁儿童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量表计分中位数，并且父亲和母亲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②女孩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孩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得分； ③不同年龄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养

态度得分之间无显著差异； ④性别图式化父母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得分显著低于性别非图式化父母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得分。 结论：整体而言，父母倾向持有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但他们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因儿童性别和

自身性别图式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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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al child-rearing sex-role attitudes towards children aged
3- to 8- year ol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gender schematicity. Methods: 349 children’s parents were examined by
the Parental Child-rearing Sex-role Attitudes Scale and the Bem’s Sex Role Inventory. Results: ①Fathers’ and mothers’
scores on the Parental Child-rearing Sex-role Attitudes Scale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edians of the scale,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scores. ②Girls’ fathers and mothers scored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oys’ fathers and mothers on the Parental Child-rearing Sex-role Attitudes Scale. ③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④Gender schematic parents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ender
aschematic parents on the Parental Child-rearing Sex-role Attitudes Scale. Conclusion: On the whole，the child-rearing
gender-role attitudes of parents tend to be nontraditional, but parents’ child-rearing gender-role attitudes vary with chil-
dren’s gender and their own gender schemat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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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生开始，个体就被纳入两性范畴。父母在教

养子女过程中也会根据子女的性别采取不同的教养

行为，如在玩具选择上，父母会给男孩提供汽车、坦

克、动物等具有创造性、操作性的玩具，而给女孩提

供 洋 娃 娃、小 家 具 等 模 仿 性 的 玩 具 [1]；在 家 务 分 工

上， 与同年龄男孩相比， 父母分配给女孩更多的家

务，并且，女孩多参与厨房劳动，而男孩则多从事需

要体力或维修的劳动[2，3]。
以上研究表明父母的教养行为会因子女的性别

不同而存在差异， 那么父母的教养行为是否与其教

养态度存在一致性呢？有研究发现，父母期望他们的

儿子在数学上比女儿有更好的表现 [4]，甚至将儿子

在数学上的成功归因于能力， 而将女儿在数学上的

成功归因于努力[5]； Block 等 人 的 研 究 发 现，父母希

望儿子表现坚强、主动、具有支配性等男性化特质，
女儿则被鼓励表现整洁、有秩序、情感化等女性化特

质[5]。 这些态度上的差异会对儿童造成影响，比如，
父母认为女孩在英文上较有优势， 男孩在体育运动

上较有优势， 这种观念也加大了男孩和女孩在这些

领域的兴 趣 和 能 力 的差异 [6]；Cole 和 Stetsenko 等人

的研究发现，儿童会逐渐接受父母关于男孩和女孩在

数学能力上存在差异的观念，因而男孩感到自信而女

孩却常常感到焦虑和沮丧， 她们容易低估自己的学

业能力，尤其是低估自己的数学能力[7，8]。
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作为父母持有的与性别有关

的教养态度， 是指父母在教养子女以及与子女的互

动上所持的性别角色态度。 其内容涉及父母对子女

的知觉、期待、行为管教、物质环境的选择、家务分

工、游戏活动的差异、学业性向、学科成就的态度与

期待等[9]。 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强调两性差异，
在教养过程中注重两性区分， 认为子女的行为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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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其自身性别角色特点，比如，认为女儿应该玩洋

娃娃之类的玩具， 而儿子应该玩汽车模型之类的玩

具；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则强调两性平等，教

养过程中两性区分不明显， 对待子女的性别角色特

点比较灵活，比如，认为儿子可以玩洋娃娃，而女儿

也可以玩汽车模型。
父母持有不同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会影响儿童

的性别认知，Tennenbaum 和 Leaper[10]的一项元分析

发现，与持有非传统性别观念的父母相比，那些持有

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的父母， 他们孩子的性别观念

也更可能会较为刻板。然而，目前国内很少有研究考

察父母持有怎样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另外，国外大

量关于儿童跨性别行为的研究均表明，与女孩相比，
父母更反对男孩的跨性别行为， 对男孩的性别角色

要求也更严格 [11，12]。 据此推测，与女孩的父母相比，
男孩父母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可能更为传统。

性别图式是性别图式理论的核心概念。 该理论

认为[13]，与性别非图式化个体相比，性别图式化个体

更倾向于以性别维度为基础搜索和加工信息。 已有

研究也表明， 性别图式化个体更倾向于注意性别刻

板一致信息， 而非图式化个体对性别刻板一致信息

和不一致信息的注意偏好不存在显著差异 [14]。 据此

推测，与非图式化父母相比，性别图式化父母可能更

注重子女的行为应该符合其自身性别角色特点，更

强调性别差异， 即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可能持有更

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根据 Ruble 等人的观点， 儿童从 3 岁起便掌握

了有关性别化的知识，在学前阶段，这些性别相关知

识有显著的增长，到 8 岁左右，儿童的性别认知不再

那么僵化，开始变得灵活 [15]。 也就是说，在 3 到 8 岁

之间，儿童的性别认知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与性别

相关的事件很可能会影响 3~8 岁儿童的性别认知，
因此其父母所持有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对于这些儿

童而言可能尤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选取 3~8 岁儿

童的父母作为被试， 考察他们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

特点及其与性别图式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济南市三所普通幼儿园和一所普通小学选取

来自完整家庭的 3~8 岁儿童 349 名， 男孩 174 名，
女孩 175 名。其中 3 岁组 51 人，4 岁组 55 人，5 岁组

53 人，6 岁组 74 人，7 岁组 59 人，8 岁组 57 人；平均

年龄分别为3.61±0.25 岁，4.42±0.32 岁，5.36±0.26 岁，

6.50±0.30 岁，7.43±0.31 岁，8.58±0.28 岁。 他们的父

亲和母亲构成本研究的被试，父亲年龄范围26~57 岁，
平均年龄为 35.05 岁；母亲年龄范围 24~45 岁，平均

年龄为 33.07 岁。
1.2 研究材料

本研究采用张怡雯[16]修订的父母性别角色教养

态度量表，内容包括家长对子女的知觉、期待、行为

管教、物质环境的选择、家务分工、游戏活动的差异、
学业性向、学科成就的态度与期待等，主要用来测量

父母在教养儿童时所表现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程

度。 修订后的量表包括 32 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 α 值为 0.9155，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为 0.914。 该量表采

用 Likert5 点计分， 从 1 至 5 依次表示 “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和“非常同意”。 本

量表是为了了解父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是倾向于传

统还是平等，量表中既有正向计分的项目，也有反向

计分的项目。在传统倾向的问题采用反向计分，在平

等倾向的问题采用正向计分。 在该量表中，仅第 17
题为平等倾向的项目，其余均为传统倾向的项目。将

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 即为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得

分， 得分越高表示其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越倾向于平

等，反之，则表示性别角色教养态度越倾向于传统，
对男女儿童的教养持有两极化及刻板化的态度。

采用 Bem 性别角 色量表 [17]测量 父母的性别 角

色。该量表包含 60 个人格特质词，其中包括 20 个男

性特质词（男性化分量表），20 个女性特质词（女性

化分量表）和 20 个中性特质词。 要求被试在 7 点量

表上评定每个特质词符合自己的程度， 从 1 至 7 代

表从“完全不正确”至“完全正确”，符合自己的程度

依次升高。根据中位数分类法，分别将父母分为四个

组：传统性别化组（在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分量表上得

分高于中位数， 在与自己性别不一致的分量表上的

得分低于中位数）、双性化组（在男性化、女性化分量

表上的得分均高于中位数）、未分化组（在男性化、女

性化分量表上的得分均低于中位数） 和跨性别化组

（在与自己性别一致的分量表上的得分低于中位数，
在与自己性别不一致的分量表上的 得分高于中 位

数）。本研究中，父亲、母亲男性化分量表的中位数分

别为 4.7 和 4.2， 女性化分量表的中位数分别为 4.3
和 4.65。根据性别图式理论，传统性别化组的个体为

图式化个体， 双性化组和未分化组的个体为非图式

化个体[13]。 由于性别图式理论未对跨性别化个体的

图式化程度做任何假设， 因此本研究将该类父母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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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最终，本研究中图式化父亲、母亲分别为 74 和

71 人，非图式化父亲、母亲分别为 198 和 199 人。
1.3 施测

将问卷 (附指导语) 装在写有孩子姓名的信封

内，在征得儿童父亲和母亲均同意的情况下，由带班

老师或班主任把问卷交给接送孩子的家长。 儿童的

父亲和母亲分别在家中完成问卷， 由主试统一收回

问卷。

2 结 果

2.1 3~8 岁儿童父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总体特点

中位数是集中量数的一种， 它是按顺序排列在

一起的一组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 在总体成正

态分布时与平均数等值[18]。 在本研究中，量表计分的

中位数表示“无意见”，即在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上持

中立的观点。 为了从总体上考察父母是否持有非传

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将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得分的平均分分别与量表计分的中位数进

行单尾 t 检验[9]。 结果发现，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教 养 态 度 得 分 均 显 著 高 于 中 位 数 ，t 值 分 别 为

3.864、4.447，Ps<0.001。
2.2 父亲和母亲性别角色教养态度的比较

将父亲和母亲在性别角色教养态度量表上的得

分（平均数分别为 99.17、99.65，标准差分别为 15.31、
15.35）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父亲和母亲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t=-0.549，P>0.05。
2.3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的父母性别角色教养

态度比较

为考察父亲 和母亲的性 别角色教养 态度得分

（见附表）在儿童性别和年龄上的差异，以儿童性别

和年龄组为被试间变量， 以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为被试内变量进行 2×6×2 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结果发现， 儿童性别主效应显著，F （1，337）=
37.018，P<0.001， 男孩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养

态度得分显著低于女孩父亲和母亲的得分， 即与女

孩相比， 父母对待男孩时所持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更为传统。 年龄组主效应不显著，F （5，337）=1.836，P>
0.05， 性 别 角 色 教 养 态 度 的 父 母 主 效 应 不 显 著，F
（1，337）=0.204，P>0.05。 其他交互效应均不显著。
2.4 父母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与性别图式的关系

采用 t 检验考察性别图式化父母与非图式化父

母在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上的差异，结果发现，不论对

父亲还是对母亲来说， 性别图式化个体与非图式化

个 体 差 异 均 显著，t 值 分 别 为-2.421 和-2.220，Ps<

0.05。 这表明，性别图式化父亲、母亲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得分显著低于非图式化父亲和母亲， 即性别

图式化父母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比非图式化父母更

为传统。

附表 3~8 岁男孩和女孩父母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3 讨 论

在儿童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是他们最初的、
也是主要的学习场所，对儿童性别发展产生直接的、
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影响。父母不仅是孩子的抚养

者，也是其心理和行为的最早塑造者，父母持有的性

别角色教养态度对于儿童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

用。因此，探讨父母持有怎样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具

有一定意义。 本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父亲和母亲

在教养子女时持有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并

且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受

教育水平也大幅提高，加之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人

们针对两性刻板、旧有的观念逐渐被平等、现代化的

观念所取代。并且，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不断

落实，与以往一个家庭有众多子女的情况相比，女孩

参与到男孩活动中的机会逐渐增加。 父母在教养子

女时持有的侧重两性差异的性别角 色态度逐渐 改

变，性别刻板印象逐渐减弱，对待子女性别角色的态

度逐渐灵活。 因此，在对待子女上，家长也倾向于持

有平等的态度。
本研究还发现， 男孩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女孩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

教养态度得分，也就是说，尽管本研究中的父母均持

有非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但与女孩的父亲和

母亲相比， 男孩的父亲和母亲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更传统一些。 一项以幼儿园教师为被试的研究 [19]也

发现， 教师对待男孩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比对女孩

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更为传统。由此可以看出，从童

年早期开始， 成人就对男孩的性别角色进行严格的

要求，而对女孩的性别角色要求则相对宽松。
与预期一致，本研究发现，父母的性别图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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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别角色教养态度。具体来说，与非图式化的父母

相比， 性别图式化的父母持有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教

养态度。 其原因可能在于，与非图式化父母相比，性

别图式化父母可能更强调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差异，
更注重子女的行为应该符合其自身性别角色特点，
因而也就持有更传统的性别角色教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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