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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子女时所认为、感受和

表现出的特定方式ꎬ以及与子女互动时带有情感的一

系列行为[１－２] ꎮ 教养方式一直是研究儿童心理、行为

等问题时关注的重点ꎬ众多研究表明ꎬ父母的教养方

式与子代的身心健康有关[３－４] ꎮ 个体接触最早的是处

于微观系统的家庭ꎬ并且对其影响最持久[５] ꎬ因此父

母的言行举止、教养实践对儿童成长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ꎮ 另外教养方式从字面含义来说ꎬ既包含了父母对

子女的教育ꎬ又有抚育之意ꎬ充分体现了父母在儿童

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ꎮ

１　 教养方式对儿童健康影响的早期研究

１.１　 早期研究的代表人物　 早在 １９ 世纪末ꎬ西格蒙

德弗洛伊德就关注到不同养育方式对儿童的影

响[６] ꎮ 对于父母在养育子女中所扮演的角色ꎬ弗洛伊

德做了简单的划分ꎬ他认为父亲负责提供规则和纪

律ꎬ母亲负责提供爱与温暖ꎮ ２０ 世纪初ꎬ詹姆斯马

克鲍德温[７] 强调儿童心理的变化是对他身边起着

重要作用的人的反馈结果ꎮ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逐渐成熟ꎬ他认为“童年塑造了

成人”ꎬ０ ~ ６ 岁是儿童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８] ꎬ这期间

父母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１９５７ 年ꎬ罗伯特理查森西

尔斯[９] 等通过与母亲的访谈发现ꎬ教养方式可以被描

述为限制的和允许的ꎬ这些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的

行为ꎮ
１.２　 生态学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的出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对于教养方式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进展ꎬ主要

是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影响ꎮ 当时心理学研究逐渐

趋于生态化研究ꎬ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情景下研

究儿童的心理和行为ꎬ以及儿童自然、社会环境中各

种因素的相互作用[１０] ꎮ 杰贝尔斯基[１１] 的家庭系统

理论阐述了家庭系统内各子系统间的相互关系ꎬ 家庭

系统中各种因素是相互影响的ꎬ因此父母的抚养行为

既对儿童的行为发展产生影响ꎬ同时也受儿童行为反

应的影响ꎮ 生态系统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的出现和

发展使得学者对于教养方式的研究由单纯的研究母

子关系ꎬ逐渐扩展到父子关系、家庭关系ꎬ将父母特征

和儿童特征都纳入到教养方式的研究中ꎮ １９８６ 年ꎬ美
国学者迈克尔兰姆[１２] 最早提出关于父亲参与教养

的概念ꎬ１９８８ 年格鲁塞克[１３] 等试图解释亲子关系的

双向互动关系ꎮ

２　 教养方式评价内容与工具

２.１　 评价内容　 在教养方式的有关研究中ꎬ主要关注

的是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

影响ꎬ因此学者们努力寻求着父母影响儿童的教养模

式或者维度ꎬ将父母的教养行为、教养模式总结成等

方面ꎬ以此探讨某一类别下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的

影响ꎮ
２.１.１　 教养方式维度化 　 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维度出

发ꎬ探讨某个维度下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的影响ꎮ 美

国心理学家西蒙兹[１４] 是教养方式维度化最早的研究

者ꎬ他把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接受—拒绝和支配—服

从 ２ 个维度ꎬ并且加以研究以此说明教养方式对子女

的影响ꎮ １９５９ 年厄尔Ｓ谢弗[１５－１６] 将父母的教养

方式分为接受—拒绝、心理自主—心理受控、严厉—
放纵 ３ 个维度ꎮ
２.１.２　 教养方式类型化　 是将教养方式进行类型化、
模式化ꎮ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安娜

鲍姆林德[１７] ꎬ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ꎬ她将教养方式

分为专制型、权威型、放纵型ꎮ 之后劳伦斯斯坦伯

格等[１８]的研究将父母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
溺爱型、放任型 ４ 种ꎮ
２.２　 评价工具　 要想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身心

健康等各个方面的关系ꎬ就需要一个有效的评定工

具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教养量表ꎬ如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等[１５－１６] 的“子女对父母养育行

为的评价问卷”(ｃｈｉｌｄ'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ꎮ 其中比较权威的是 １９８０ 年瑞典的卡洛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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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１９]等根据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 等提出的父母教养方式维度的

概念ꎬ编制了一套反映父母教养方式全貌的问卷ꎬ 即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ｅｇｎａ ｍｉｎｎｅｎ ｂｅｔｒäｆｆａｎｄｅ ｕｐｐ￣
ｆｏｓｔｒａｎꎬＥＭＢＵ)ꎮ ＥＭＢＵ 的问世成为探讨父母教养方

式和子女关系的客观、有力的工具ꎬ并且沿用至今ꎮ
中国学者在研究教养方式时大部分都采用岳冬梅

等[２０]修订的 ＥＭＢＵ 进行调查分析ꎮ 教养量表的被试

者分为 ２ 个群体:一个群体是父母ꎬ即评价自己对其子

女的教养态度、行为等ꎻ另一个群体是子女ꎬ通过回忆

来评价父母在生活中对自己的教养方式ꎮ

３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

３.１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父母教

养方式对儿童心理方面的影响是学者们对教养方式

与儿童研究的最早方向ꎬ随着研究的深入ꎬ研究更加

具体化ꎮ 杨碧秀等[２１] 的研究表明父亲和母亲教养方

式的不一致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影响ꎬ其中激

励—惩罚因子的差异对儿童心理问题的影响相对较

大ꎮ 一项日本的有关早期育儿风格对儿童之后心理

健康影响的研究中ꎬ父母双方都是权威型的教养方式

对儿童乃至成人后的心理健康有促进作用ꎬ并且这些

影响不随受试者的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２２] ꎮ
３.１.１　 认知 　 有研究认为儿童认知刺激的核心作用

是在家庭中ꎬ虽然遗传因素可能影响着教养方式与儿

童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ꎬ但是儿童早期智力发展可以

通过教养实践的干预来提高[２３] ꎮ 积极回应、负有责任

的亲子关系和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认知能力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２４] ꎮ 认知能力的强弱反映着智力水平

的高低ꎬ而教养方式类型不同的儿童智力发育水平存

在差异ꎬ在教育型教养方式下ꎬ儿童智商优秀率要高

于严厉型和放任型[２５] ꎮ
３.１.２　 情绪　 父母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方式、情绪

管理以及对孩子情绪管理时所采用的策略对子女的

情绪发展均有影响ꎬ父母关注 / 接受的情绪反应与儿

童自律有关ꎬ有利于儿童调节自身情绪[２６] ꎮ 在母亲与

子女的关系中ꎬ儿童积极性低与母亲的关爱程度低有

关ꎬ且儿童的负面情绪与母亲在心理和行为上的高度

控制有关[２７] ꎮ 一些教养行为以及亲子关系的某些方

面与儿童的焦虑有关[２８] ꎬ其中过度保护、过度控制的

教养方式可能会限制儿童能力发展的机会ꎬ从而可能

会造成儿童的焦虑[２９] ꎮ
３.１.３　 性格 　 尽管气质在儿童性格形成中起着更加

直接的作用ꎬ但是父母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后天个性

的发展[３０] ꎮ 父母的教养方式如对子女的惩罚、夸奖对

儿童青少年人格形成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长

期的[３１] ꎮ 父母长期的溺爱方式如对儿童有过度保护

的倾向ꎬ导致儿童在生活中缺乏主动性ꎬ容易使形成

任性、娇气的性格ꎬ 不利于心理上独立人格的发

展[３２－３３] ꎮ 专制型教养方式不利于儿童正确的道德价

值观的内化ꎬ容易产生社会退缩的心理[３４] ꎮ
３.２　 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行为健康的影响

３.２.１　 社会行为　 儿童的行为问题有一定的持续性ꎬ
其发生可追溯到儿童早期ꎬ而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

儿童行为的重要因素ꎮ 在日本的一项有关带养者与

儿童行为关系的研究中ꎬ儿童 ７.５ 岁时的行为可以预

测 ９ 岁时的行为ꎬ儿童在 ７.５ 岁时的问题行为触发养

育者在子女 ９ 岁时采取过度反应的教养方式ꎬ这种教

养方式会增加儿童的问题行为ꎬ减少儿童的亲社会行

为[３５] ꎮ 可见教养方式对儿童外化行为的改变具有重

要作用[３６] ꎮ
不良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有因果关

联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和孩子的互动

可能影响其子女的自杀行为ꎬ父母与子女低温暖和不

支持的沟通方式与儿童和青少年较高的自杀率有

关[３７] ꎮ 另外父亲和母亲不同的教养方式影响着儿童

的攻击性行为ꎬ家庭中一个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ꎬ
另一个采用宽松型的教养方式ꎬ这种类型的家庭教养

与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呈正相关[３８] ꎮ
３.２.２　 健康相关行为 　 父母的教养方式不仅影响着

儿童的外化行为ꎬ也影响着如儿童的睡眠、饮食、身体

锻炼等健康相关行为ꎮ 教养方式预测儿童的饮食行

为ꎬ如父母强制性控制的教养形式与儿童频繁的甜食

消费呈正相关ꎬ与孩子的睡眠时间呈负相关[３９] ꎮ 温

暖、关心和鼓励、支持的教养方式给儿童青少年带来

的是健康的饮食习惯[４０] ꎮ 父母过度保护的其子女在

饮食上吃的更少[３９] ꎮ 目前教养方式与儿童体育锻炼

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ꎬ还不够明确[４１] ꎮ 在对 ７ ~ １２ 岁

儿童的研究中认为ꎬ父母对孩子的高压管制与儿童的

体力活动、体育锻炼呈负相关[４２] ꎮ 而 Ｓｌｅｄｄｅｎｓ 等[４１]

的系统综述中认为ꎬ父母的控制与子女的体育活动无

关ꎮ 另外有研究表明ꎬ与通常的教养方式相比ꎬ鼓励

孩子进行体育锻炼的教养实践ꎬ与 ５ ~ ６ 岁儿童高强度

体育运动的关联性更强ꎬ这种形式的教养实践是父母

教养方式与儿童体育锻炼的调节器[４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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