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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国家的未来人

口素质ꎮ 近年来ꎬ青少年性成熟年龄逐年提前和首次

性行为年龄逐年下降的现象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针对该问题ꎬ我国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青少年生殖健康

的干预项目[１] ꎮ 青少年的性早熟和少女妊娠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ꎬ其中ꎬ童年期成长环境是影响个体性成

熟和繁殖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ꎮ
父亲缺位ꎬ又称父亲缺席或父亲缺失ꎬ目前并未

有统一的界定ꎬ已有研究多采用杨丽珠等[２] 界定的定

义ꎬ指由于分居、离婚、死亡等原因而导致的儿童缺少

父亲关怀的现象ꎮ 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ꎬ人类男性对

后代投资更多ꎬ这也被认为是人类进化的标志[３] ꎮ 父

亲对后代的投资既有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ꎬ也有利于

维持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稳定ꎮ 父亲缺位会对儿

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一方面ꎬ父亲缺

位会直接影响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ꎻ另一方面ꎬ父
亲缺位也会通过影响母子关系ꎬ导致儿童无法从母亲

处获得照料ꎬ无法建立安全依恋ꎬ进而影响儿童的发

展[４] ꎮ

１　 父亲缺位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影响

个体较早性行为的发生会影响其成年后的性健

康和生殖健康水平[５] ꎮ 儿童早期成长环境是影响个

体较早性行为发生的首要原因[６] ꎮ 其中ꎬ父亲缺位以

及其他童年期心理压力是导致性早熟、较早性行为和

少女妊娠的重要因素ꎮ 而与童年期生活压力、父母冲

突等因素相比ꎬ父亲缺位是导致青少年性成熟更为关

键的因素[６] ꎮ 父亲缺位易导致儿童选择消极的生活

方式ꎬ如较早性行为[７] 、药物滥用等ꎮ
由于两性的生理差异以及社会对两性的不同评

价标准ꎬ父亲缺位的少女更容易出现青春期提前、较
早性行为和性滥交行为ꎬ甚至少女妊娠[８] ꎮ 父亲的形

象可以为少女提供关于男性的行为参照模式ꎬ并影响

其选择配偶的标准ꎬ处于青春期的女生甚至会将父亲

看作异性伴侣的标准[９] ꎮ 童年期的父亲在位可以有

效推迟儿童重要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ꎬ包括减少女儿

与潜在性伴侣的接触[１０] ꎮ 家庭中父亲缺位会促进女

孩与异性的交往[１１] ꎮ 父亲缺位的女生在幼年时会经

历人格的变化ꎬ使她们更愿意与异性接触和交往ꎬ她
们企图通过与异性的交往来弥补父亲缺位造成的空

虚感ꎬ将导致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发生[１２] ꎮ
与父亲在位的少女相比ꎬ父亲缺位的女孩 １６ 岁前出现

首次性行为的可能性更大[１３] ꎮ 另外ꎬ父亲缺位发生时

少女的年龄也影响其较早性行为的发展[１４] ꎮ Ａｌｖｅｒｇｎｅ
等[１５]发现ꎬ法国少女在 ０ ~ ５ 岁间经历的父亲缺位可

以预测其较早的月经初潮ꎬ １０ ~ １５ 岁间经历父亲缺位

可以预测其较早性行为以及性伴侣数量ꎮ 父亲缺位

的少女发生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概率是父亲在

位少女的 ２ 倍[１４] ꎮ ０ ~ ６ 岁间经历父亲缺位的少女较

早性行为发生的概率是无此经历少女的 ４ 倍ꎬ少女妊

娠的概率是无此经历少女的 ２.５ 倍[１６] ꎮ 与父母相处

的时间越长ꎬ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发生的概率越

低ꎻ而经历父亲缺位的年龄越小ꎬ少女出现较早性行

为和少女妊娠的概率越高[１７] ꎮ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１０]在控制了种族变量后发现ꎬ父亲缺

位确实会导致少女的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ꎬ而且父

亲去世和父母离异形成的不同父亲缺位的类型会对

这些少女的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ꎮ 其中ꎬ父亲缺位对那些从未与父亲生活过ꎬ即
父亲较早去世的少女的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影

响更大ꎬ这些少女也更可能成为未婚母亲[１０] ꎮ 但是ꎬ
父亲缺位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影响并非

完全无法弥补ꎬ继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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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位造成的影响[１８] ꎮ 虽然继父对子女的投资相对较

少ꎬ但继父的存在可以减少父亲缺位造成的影响ꎬ进
而减缓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发生ꎮ

２　 父亲缺位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的影响机制

２.１　 生理机制　 行为遗传学是探讨行为与遗传关系

的研究学科ꎮ 研究者用遗传混淆的观点解释父亲缺

位导致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的生理机制[６] ꎮ 其观

点指出ꎬ父母会将其具有的人格特点遗传给下一代ꎮ
有暴力、冲突和高压人格的父母会将携带这些人格特

点的基因遗传给孩子ꎬ并使其在外显行为中表现出

来[１９] ꎮ 具有这些人格问题的父母也更容易成为单亲

或者缺位的父母ꎮ 由于不良基因的遗传会使儿童表

现出一系列消极的心理社会行为ꎬ其中包括不良性行

为问题[２０] ꎮ 因此ꎬ与父亲缺位有关的由父母遗传给下

一代的基因因素是导致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发生

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２.２　 心理机制

２.２.１　 进化发展理论(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ｓ) 　 该理论由 Ｂｅｌｓｋｙꎬ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和 Ｄｒａｐｅｒ 共同提

出ꎬ又称 ＢＳＤ 模型[４] ꎮ 该模型认为个体主要存在 ２ 种

繁殖策略: 高数量的繁殖策略和高质量的繁殖策

略[２１] ꎮ 高数量的繁殖策略只强调后代的延续性ꎬ不注

重后代的发展质量ꎻ而高质量的繁殖策略则更关注对

后代的投资以及后代的发展水平ꎮ
Ｂｅｌｓｋｙ 等[２１]认为ꎬ童年期的父亲缺位是导致成年

期高数量繁殖策略的重要生活压力事件之一ꎮ 当生

活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时ꎬ少女更容易提前其性行为和

妊娠的发生年龄ꎮ 危险的和不稳定的家庭因素意味

着短暂的生命ꎬ少女通过采用较早性行为和妊娠行为

来缩短世代间隔ꎬ增加血统后代的数量[２２] ꎮ 家庭中父

亲缺位意味着家庭的不稳定性ꎬ甚至由于家庭缺少父

亲的保护而存在一定的危险性ꎮ 父亲缺位的少女会

为了提高繁殖率而较早地出现性行为和妊娠行为ꎬ经
历父亲缺位等童年期生活压力事件的少女比父亲在

位的少女预测寿命更短ꎬ并且更早地孕育后代[２２] ꎮ
２.２.２　 社会控制理论　 家庭的控制、支持和社会功能

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３] ꎮ 家庭压力影响青少

年性行为的发生ꎮ 社会控制理论强调ꎬ双亲家庭孩子

性行为发生率较低的原因是双亲家庭能更好地控制

儿童的行为[２４] ꎮ 作为家庭中的权威ꎬ父亲对于约束儿

童行为ꎬ避免其不良性行为的出现具有更为重要的作

用[２５] ꎮ 父亲的存在能有效控制青少年的各种活动和

社交网络ꎬ减少较早性行为出现ꎮ 与打破双亲的约束

相比ꎬ青少年打破单亲母亲约束的可能性更大ꎬ使得

青少年更容易较早地出现性行为ꎬ 拥有更多性伴

侣[２６] ꎮ
２.２.３　 儿童发展理论 　 低质量的生活环境与少女的

较早性行为和妊娠有关[１４] ꎮ 低质量的生活环境主要

指儿童所生活的不符合常规的家庭环境ꎬ这些不良环

境会对儿童成长造成一定的压力ꎮ 当生存环境充满

压力时ꎬ尤其是较低的父母投资ꎬ儿童意识到必须通

过自身的快速发展尽快地适应环境ꎬ此时儿童通过提

前的青春期时相和较早进行性行为来加快适应环境

的速度ꎮ
另外ꎬ该理论也强调ꎬ父亲缺位家庭母亲的约会

行为也会对少女的较早性行为和妊娠产生影响[１４] ꎮ
与母亲无约会行为的父亲缺位家庭相比ꎬ母亲约会行

为较多的父亲缺位少女会存在更多的性行为[２７] ꎮ 在

父亲缺位家庭中成长的少女ꎬ由于单身母亲需要承担

更多的生活和育儿压力ꎬ其母亲更可能与不同的男性

约会ꎬ以便找到最适合自己和孩子的男性作为伴侣和

父亲[２８] ꎮ 一方面ꎬ母亲的约会行为会破坏母女之间的

关系ꎬ导致母亲对女儿的控制力降低ꎬ并严重影响女

儿对性行为的态度[２３] ꎮ 另一方面ꎬ很多离异的父母会

在离婚后的 １ 年内开始约会ꎬ孩子至少目睹过母亲与

２ 人以上的约会行为ꎬ此时孩子会对母亲的约会对象

和行为产生好奇并进行评价ꎬ使父亲缺位家庭的少女

开始模仿母亲的约会行为[２１] ꎮ 这些少女可能会由于

模仿而较早地与异性约会ꎬ并造成其较早性行为和少

女妊娠的发生ꎮ
以上心理机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父亲缺位对少

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影响ꎮ 目前ꎬ研究者较多

支持社会控制理论和儿童发展理论ꎮ

３　 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３.１　 本土化研究有待发展　 目前国内外关于父亲缺

位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ꎮ
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母亲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

娠的影响ꎬ忽视了父亲在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中的

独特作用[２９] ꎮ 因此ꎬ未来应对父亲缺位对少女较早性

行为和妊娠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ꎮ 另外ꎬ我国对少女

较早性行为和少女妊娠的研究更少ꎬ已有研究多是借

鉴国外的研究成果ꎮ 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ꎬ应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ꎬ进行更多的本土化研究ꎮ
３.２　 对父亲缺位的类型进行细化　 目前国内关于父

亲缺位的研究多采用杨丽珠等[２] 对父亲缺位的定义ꎮ
随着对父亲缺位研究的深入ꎬ研究者应对父亲缺位的

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和细致的分类ꎬ可以将由父亲死

亡、父母离异与母亲生活以及父亲长期在外工作造成

９３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的生理缺失ꎬ和父亲忽视或教养方式不当造成的功能

缺失区别开ꎬ以便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ꎮ
３.３　 考虑父亲缺位对男生性行为的影响　 已有研究

多关注父亲缺位对少女较早性行为和妊娠的影响ꎮ
实际上ꎬ父亲缺位也会影响男生的初次性行为年龄、
首个孩子的出生年龄和性伴侣数量[１７] ꎮ 但关于父亲

缺位对男生性行为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ꎮ 有研究指

出父亲缺位不会对少男的性成熟和性行为产生影

响[２６] ꎬ也有研究指出父亲缺位不会影响少男的青春

期ꎬ但可以预测其较早性行为和较多的性伴侣[３０] ꎮ 因

此ꎬ父亲缺位对少男和少女性行为和繁衍行为存在不

同影响ꎬ这也是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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