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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学前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与严厉管教的关系。 方法：以 683 名学前儿童的父亲和母亲为被试，以

父母教养压力问卷简表（PSI/SF）和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CTSPC)作为研究工具分别测查学前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

和严厉管教。 结果：①男孩母亲比女孩母亲报告更大的教养压力，但男孩父亲和女孩父亲报告的教养压力之间无显

著差异；不同年龄的学前儿童父亲或母亲报告的教养压力均无显著差异；与父亲相比，母亲报告的教养压力更大。 ②
除 3 岁儿童母亲的心理攻击显著低于 4 岁和 5 岁的儿童母亲外， 父亲和母亲的严厉管教均不存在显著的儿童性别

差异和年龄差异。 ③父亲和母亲的教养压力与其对儿童实施的严厉管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与心理攻击的相

关程度最高，与虐待相关程度最低。 ④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母亲教养压力中的困难儿童维度是其三种严厉管教方式

的较为稳定的预测因素，父亲教养压力中的教养困难维度是其心理攻击和体罚的较为稳定的预测因素。 结论：父亲

和母亲的教养压力与其对学前儿童实施的严厉管教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且这种关系强度随严厉管教严重性的增强

而减弱。 父母教养压力的不同维度对其严厉管教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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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experienced by preschoolers’ parents and
parental harsh discipline. Methods: Parenting Stress Index-Short Form (PSI/S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CTSPC) were administered to 683 preschoolers’ fathers and mothers. Results: ①Mothers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n parenting stress with boys than with girls. Meanwhile, mothers reported higher scores on parenting stress com-
pared with fathers. ②Mothers reported more frequent use of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towards 4-years-olds and 5-years-
olds than with 3-years-olds. ③Parental parenting stress wa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harsh disci-
pline,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④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others’ scores on the Difficult
Child subscale significantly and stably predicted three forms of their harsh discipline, while fathers’ scores on the Parental
Distress subscale significantly and stably predicted their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nd physical punishment. Conclusion:
The parenting stress experienced by preschoolers’ parents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harsh discipline
they perpetrate towards children, and the strength of such relationship decrease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harsh discipline.
The three dimensions from parenting stress predict parents’ harsh discipline diffe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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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儿童实施的严厉管教主要涉及身体攻击

和心理攻击，身体攻击又包含体罚和虐待两种形式。
已有研究发现，心理攻击、体罚和虐待这三种管教方

式的严重性及发生率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心理攻击

的攻击性和侵犯性最低，但其发生率 最高 [1，2]，体罚

的发生率次之，身体虐待的严重性最高，但发生率最

低[3，4]。 三种父母严厉管教方式均会对儿童的发展产

生 一 系 列 短 期 或 长 期 的 消 极 影 响 。 如 Vissing 和

Straus 研究发现， 遭受过父母心理攻击的儿童往往

表现出较多的攻 击 和 违纪行为以及人际交往问题 [5]。

Paolucci 和 Violato 通过元分析也指出， 受过父母体

罚的儿童较易出现认知、行为以及社会情绪障碍 [6]。
此外，从长期影响来看，儿时受过父母心理攻击、体

罚或虐待的个体在青年期或成年 期更可能出 现焦

虑、抑郁、低自尊等内化问题或犯罪、家庭暴力等外

化问题[2，4，7，8]。 因此，探讨父母严厉管教的相关因素，
对于减少父母的严厉管教、 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从以往的研究看， 大多数研究者较关注父

母严厉管教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影响[9-11]，而相对较

少考察引发父母严厉管教的相关因素。 已有考察父

母严厉管教相关因素的研究也更多 关注父母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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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受教育水平、儿时受管教经历等客观因素对父母

严厉管教的影响 [1，2，4，12，13]，而相对忽略了父母主观体

验到的教养压力对其严厉管教方式的影响。 已有研

究指出， 教养压力是影响母亲对学前儿童的抚养和

教育效果的重要变量， 幼儿母亲感受到的教养压力

越大，其教养行为中的积极成分(如敏感性、参与性、
支持行为和对儿童发展的指导性)就越少，而消极成

分(如对儿童的消极情感和不支持行为)则越多[14]。 然

而， 这些研究更多地关注母亲教养压力与其整体教

养方式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专门考察教养压力与各

种具体的严厉管教行为之间的关系。 此外， 已有研

究多以幼儿母亲为被试， 相对忽视了对父亲教养压

力与其管教行为尤其是严厉管教之间关系的考察。
考虑到整体教养方式与具体严厉管教行为之间的差

异及当前父亲在儿童管教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15]，本研究拟选取学前儿童的父亲和母亲为被试，
较为全面细致地考察父亲和母亲的教养压力与其心

理攻击、 体罚和身体虐待三种严厉管教方式之间的

关系， 从而为构建相应的干预策略以减少父母严厉

管教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为单位，从济南市两所普

通幼儿园抽取 683 名学前儿童的父母作为本研究的

被试， 删除父母一方信息缺失或者两方信息都缺失

的无效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 633 份 (其中男生 348
人，占 55.0%；女生 285 人，占 45.0%)，问 卷回收率

为 92.7%。 其中 3 岁组儿童 68 人（男 36 人，女 32
人）；4 岁组儿童 201 人（男 108 人，女 93 人）；5 岁组

儿童 364 人（男 204 人，女 160 人）。父亲平均年龄为

35.2±4.00 岁， 母 亲 平 均 年 龄 为 33.0±3.22 岁，3 岁

组、4 岁组、5 岁组儿童的平均年龄依次为 3.26±0.12
岁、3.93±0.29 岁、5.36±0.51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教养压力问卷简表 （Parenting Stress In-
dex Short Form，PSI/SF） 采 用 Abidin 编 制 的 父 母

教养压力问卷简表（PSI/SF）作为研究工具对父母的

教养压力进行测查。 PSI/SF 包含 36 个项目，由三个

分量 表组成， 分别 是教养困难 （Parental Distress，
PD），亲 子 互 动 困 难 （Parent-child Disfunctional In-
teraction，PCDI）和困难儿童（Difficult Child，DC），每

一分量表包含 12 个项目[16]。 在本研究中，父亲报告

的所有教养压力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是 0.92，

母亲报告的所有教养压力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是 0.92。
1.2.2 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 (Parent-Child Con-
flict Tactics Scale，CTSPC) 采用 Straus 等人 [17]编 制

的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中文修订版的心理攻击、
体罚和身体虐待三个分量表作为研究工具， 考察父

母最近一年内对孩子实施严厉管教的情况。 CTSPC
包括非暴力性管教(例如，向孩子解释说 明他/她做

的一些事情为什么是错误的)、心理攻击(例如，恐吓

孩子说要打他，不过并没真的打)、体罚（例如，打孩

子的脸、头或揪孩子的耳朵）、身体虐待（狠狠地用拳

头打孩子或用脚踢孩子）和严重身体虐待（勒孩子的

脖子差点使他/她窒息）五个维度，因为身体虐待和

严重身体虐待的发生率都较低， 所以本研究将这两

个维度合并，即本研究仅关注心理攻击、体罚和虐待

三种严厉管教方式。 该量表采用 0 到 6 的 7 点计分

方法，“0”表示未实施过，“1”表示父母最近一年内对

孩子实施过 1 次某种管教行为，“2” 表示实施过 2
次，“3” 表示实施过 3~5 次，“4” 表示实施过 6~10
次，“5”表示实施过 11~20 次，“6”表示实施过 20 次

以上。 将被试在每一题目上得分所对应的次数的中

位数作为被试实施此种管教方式的频繁性 (具体转

化方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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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分量表所有题目的频次之和即为被试实施此种管

教方式的频繁性。已有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修订

版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

究[11，18]。 在本研究中，父亲、母亲报告的心理攻击的

内部一致性 α 分别为 0.55、0.61，体罚项目的内部一

致性 α 为 0.58、0.71，虐待项目的内部一致性 α 均为

0.22。
1.3 施测程序

将包含父亲问卷、 母亲问卷和父母同意书的信

封发给儿童，由儿童转交给父母。同意参加本研究的

儿童父母完成问卷后，将问卷交给幼儿园老师，最后

再由主试统一收回。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学前儿童父母教养压力和

严厉管教的差异比较

以儿童的性别（男、女）、年龄（3 岁、4 岁、5 岁）
为自变量， 分别以学前儿童父母的教养压力的三个

维度为因变量来进行 2×3 的多元方差分析，考察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学前儿童父母教养压力的差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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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母亲教养压力总分的儿童性别效应和儿

童年龄效应均显著(Fs>3.02，Ps<0.05)，男孩母亲显著

高于女孩母亲，4 岁组儿童母亲得分高于 5 岁组儿

童母亲得分。在父母教养压力各维度上，父亲和母亲

报告的教养困难得分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Fs<1.71，
Ps>0.18)；父亲和母亲报告的亲子互动困难得分存在

显著的儿童性别差异(Fs>4.26，Ps<0.04)，父母在与儿

子互动的过程中比与女儿的互动体验到了更多的压

力，同时，母亲报告的亲子互动困难得分存在显著的

儿童年龄的差异 (F(2，627)=5.39，P<0.01)，其中 4 岁

儿童得分显著高于 3 岁和 5 岁儿童， 而后两者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困难儿童维度上，母亲报告的困

难儿童得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F(1，627)=6.36，P<
0.05)，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而 父亲报告 的困难

儿童得分则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F(1，627)=1.13，P=
0.29)，同时，父母报告的 困难儿童得 分均没有显 著

的儿童年龄差异(Fs<1.159，Ps>0.315)。在以上父母报

告的教养压力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上， 性别和年龄

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s<2.96，Ps>0.05)。
对父母教养压力的三个维度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的 t 检验，结果发现，学前儿童母亲教养压力总分高

于父亲教养压力总分， 差异边缘显著 (t=1.745，P=
0.08)。 母亲的教养困难和亲子互动困难两个维度得

分显著高于父亲的得分 (ts>-6.07，Ps<0.02)，而在困

难儿童维度上， 父母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t=0.02，P=
0.99)。

以儿童的性别（男、女）、年龄（3 岁、4 岁、5 岁）
为自变量， 分别以学前儿童父母的严厉管教三个维

度为因变量来进行 2×3 的多元方差分析，表 1 结果

表明， 除了母亲报告的心理攻击存在显著的儿童年

龄差异(F(2，627)=3.42，P<0.05)外，父亲和母亲 报告

的严厉管教均不存在显著的儿童性别、 年龄效应及

两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母亲对 3 岁儿

童实施的心理攻击的频繁性显著低于 4 岁和 5 岁儿

童，而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对三种严厉管教方式进行了父母之间配对样本

的 t 检验，结果发现，学前儿童母亲的心理攻击得分

显著高于父亲的心理攻击得分 (t=-3.63，P<0.01)，而

在体罚和虐待两个维度上， 父亲和母亲得分没有显

著差异(ts<0.84，Ps>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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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父亲和母亲教养压力与严厉管教的相关分析

注：对角线以上各系数表示父亲各变量之间的 相 关；对 角 线

以下各系数表示母亲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P<0．05，**P<0.01，
***P<0.001，下同。

2.2 父母教养压力与严厉管教的关系

2.2.1 相关分析 分别对父亲、 母亲教养压力各维

度得分与严厉管教各维度得分进行积差相关分析结

果发现（具体见表 2）：母亲的教养压力三个维度与

其对儿童所实施的体罚、心理攻击、虐待三种严厉管

教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父亲的教养压力三个维度与

其对儿童所实施的体罚和心理攻击均存在显著正相

关， 父亲报告的亲子互动困难维度与其对儿童实施

的虐待之间相关显著， 其他两个维度与其对儿童实

施的虐待之间相关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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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回归分析 分 别 以 三 种 父 母 严 厉 管 教 方 式

（即心理攻击、体罚和虐待三种行为）为结果变量，以

父母教养压力各维度（即教养困难、亲子互动困难、
困难儿童）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

现， 父母教养压力的不同维度对其三种严厉管教方

式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具体见表 3。

表 3 父母教养压力与严厉管教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国内有研究发现，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父母体

验到的教养压力不存在显著的儿童性别差异， 而国

外研究发现抚养男孩体验到的教养压力明显高于抚

养女孩所体验到的教养压力[19]。 本研究则发现男孩

的母亲在教养过程中体验到的压力明显高于女孩的

母亲。原因可能在于：首先，与女孩相比，男孩本身更

具有攻击性和冒险性， 更可能做出后果严重的错误

行为[2，20]，因而母亲在抚养男孩时会体验到更大的压

力感；其次，男孩在成年后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和家庭责任， 社会和家庭对男孩与女孩的社会预期

和要求不同，因此较之女孩，母亲可能在教养男孩过

程中需要更多的教养技能，体验到更大的压力感；再

次， 对男性成长历程缺乏了解也可能是母亲抚养男

孩压力大的原因之一[16]。 同时本研究发现父亲的教

养压力并不存在显著的儿童性别差异， 分析原因可

能是由于与母亲相比， 父亲较少的参与儿童的日常

生活管理， 因而父母对不同性别教养压力的差异更

可能在母亲身上体现出来[2]。
相关分析发现除父亲教养压力的教养困难维度

和困难儿童维度与其实施的虐待相关不显著外，父

母体验到的教养压力各维度与其对学前儿童所实施

的心理攻击、体罚、虐待三种严厉管教之间均存在显

著正相关。 这表明父母体验到的教养压力与其对学

前儿童所实施的严厉管教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更进

一步来看，父母教养压力总分与心理攻击、体罚和虐

待这三种严厉管教的相关程度逐渐降低， 其原因可

能在于：首先，三种严厉管教的严厉程度（由低到高）
和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心理攻击、体罚和虐待，
当父母感受到教养压力时， 更容易采取严厉程度相

对较低且更为社会和文化所接受和认可的严厉管教

方式，即心理攻击。 其次，父母体罚和虐待的严厉程

度较高， 它们的发生更可能受到父母自身其他高危

险性因素的影响[21]，比如父母过高的消极情绪唤醒，
父母偏爱体罚的态度以及父母的心理机能受损 （如

抑郁或焦虑退缩、药物滥用等）等。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父母教养压力的不同维度

对其三种严厉管教方式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从总

体上看， 母亲教养压力中的困难儿童维度是其三种

严厉管教方式稳定而一致的预测因素， 原因可能在

于：一般而言，母亲通常会付出比父亲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抚育学前儿童， 这可能使母亲在管教孩子的过

程中更容易受到儿童本身气质类型的影响。 在困难

型学前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母亲通常会经历持续性

的高强度抚育困难， 而这种持续性的高强度抚育困

难会进而大大增加母亲对儿童实施心理攻击、 体罚

等严厉管教的可能性[14]。 而对于父亲而言，教养压力

中的教养困难维度是其实施心理攻击和体罚的比较

稳定而一致的预测因素。 这可能与父亲较少参与学

前儿童抚养有关。 从我国目前学前儿童的生活实际

看，父亲较少参与儿童的抚育，父子之间的互动交流

相对较少， 这可能导致父亲更多地从父亲角色的胜

任感等方面体验到教养压力和困难， 而这种教养困

难又会进一步引发父亲的严厉管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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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式是个体处理应激性生活事件时所采用

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章金辉等的研究表明，健康老年

人与抑郁老年人应对方式差异显著， 抑郁老年人在

遇到压力事件时更多地是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而

健康老年人多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式 [10]。 这提示积

极应对方式能缓解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而消极

应对方式，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更易引起抑郁

症状。因此在对留守妇女的抑郁症的预防和干预中，
要重视和帮助留守妇女提高应对能力。

生活事件是 农村妇女抑 郁症状的重 要影响因

素。田丹等对凤城市农村妇女抑郁症状的研究表明，
农村妇女的抑郁症状随着生活事件的增多而增加 [11]。
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社会交往少，缺乏可以

放松精神的休闲娱乐方式， 使得他们遭遇负性生活

事件时，心理压力难以及时、有效的排解，容易引发

抑郁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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