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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教养方式包括父母对儿童的教养态度、信念

及行为ꎬ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和行为倾向ꎬ能
够衡量父母对儿童的温暖及控制水平[１] ꎮ 有研究发

现ꎬ教养方式存在代际传递[２] ꎮ 代际传递是代际关系

的一种ꎬ代际关系被定义为一种广泛建立在两代人之

间的互动模式[３] ꎮ 在家庭中ꎬ代际传递是指一代与下

一代之间进行的信仰、规范、价值观、态度或行为的传

递或交换ꎮ 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是指个体在儿童时

受养育的经历能够影响他们自身的养育态度和行为ꎬ
传递过程意味着至少包含父母、个体及其下一代[４] ꎮ
教养方式代际之间传递的过程一直是社会学及心理

学的研究课题之一ꎮ 本文旨在回顾总结教养方式在

代际之间传递的特点及影响传递的因素ꎬ以及教养方

式代际传递成因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ꎮ

１　 代际间的传递性
有关教养方式代际传递研究ꎬ首先开始关注的是

创伤的再现ꎮ 心理创伤是对自然灾害、人为灾难、意
外事故、暴力、虐待或其他严重应激事件的情绪反应ꎬ
通常会令人感到紧张、恐惧ꎬ出现行为异常和生理反

应[５] 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ꎬ研究者们关注到“大屠杀综

合征”带来的创伤对于第二代的影响及其传递ꎬ这种

集体性创伤具体到每个家庭会通过养育方式的形式

进行传递ꎬ表现为家庭中的躯体虐待和忽视等广义的

创伤在代际之间具有传递性ꎮ 孩子在家庭中所学到

暴力行为可能会在成年后以不同方式再次呈现ꎮ
除创伤外ꎬ粗暴的教养方式也会在代际间传递ꎬ

包括一系列父母的管教行为ꎬ如训斥、打屁股、用手推

搡、用物体打儿童等ꎬ并且经常包含了父母的过度控

制及消极情绪[６－７] ꎮ Ｍａｄｄｅｎ 等[８] 在英国开展的一项

纵向研究中发现ꎬ受到过度控制教养方式的个体在养

育下一代时会更多地使用过度控制的教养策略ꎮ
Ｓａｖｅｌｉｅｖａ 等[９] 在芬兰家庭中进行的研究也得到了一

致的结果ꎮ 国内研究表明ꎬ父母体罚存在代际传递的

效应ꎬ且受到对于体罚态度的中介作用[１０] ꎮ 有研究发

现ꎬ严厉管教态度和行为也会在代际之间传递[１１] ꎮ 即

使是目睹家庭暴力ꎬ 也与个体成年后施暴行为相

关[１２] ꎮ
除创伤和粗暴的教养方式外ꎬ研究者们也将关注

点集中在积极育儿方式的代际传递上ꎬ积极教养方式

包括情感温暖、支持及高回应敏感度ꎬ情感温暖的养

育方式与同伴的正向提名相关ꎬ且积极育儿方式也可

以稳定地在代际间传递[１３] ꎮ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等[１４] 的研究证

明了受到积极养育方式的个体能够为下一代营造更

为积极的养育环境ꎮ

２　 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代际传递主要是环境与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ꎬ具

有不确定性和个体差异性[１５] ꎮ 虽然大多数研究证明

代际之间的教养方式具有一致性ꎬ但有一些因素会对

育儿方式的传递产生影响ꎬ促进或阻止不良方式的传

递ꎬ如性别角色因素、婚姻质量、下一代的气质及外显

行为以及个别与家庭心理治疗干预等[１６－１８] ꎮ 研究以

上风险及保护性因素能够帮助了解代际传递的过程ꎬ
建立积极的育儿方式ꎮ
２.１　 性别角色因素　 性别角色因素在代际传递中有

重要的作用ꎬ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对下一代的影响各

异ꎮ 在教养方式的传递中ꎬ相比男性ꎬ女性使用的教

养方式与其被养育的方式更为一致ꎬ可能是由于女性

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比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情感ꎮ
研究者在一项出生队列研究中发现ꎬ相比父亲ꎬ积极

和消极教养方式的代际一致性在母亲身上更为明显ꎬ
可能是由于母亲对积极和消极的养育方式内化程度

更高ꎬ因此在抚养儿童时更容易重复相同的模式[１９] ꎮ
有研究对家庭冲突进行追踪结果表明ꎬ当个体原生家

庭中父母有较多冲突时ꎬ在当前家庭中与子女发生的

冲突也更多[２０] ꎮ 尽管部分研究中母亲被认为是在家

庭中对孩子更重要的角色ꎬ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

始关注父亲在亲子关系中的作用ꎮ Ｈａｎｋ 等[２１] 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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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纵向研究对关系质量在两代人之间的传递进

行考察ꎬ得出的结论是在亲密度与矛盾程度上ꎬ父亲

对于个体的态度及行为影响较母亲更大ꎮ Ｓａｖｅｌｉｅｖａ
等[９] 提出ꎬ今后代际的研究需更多关注父亲角色对个

体的影响ꎮ
２.２　 婚姻质量　 良好的婚姻质量能够减少消极教养

方式的传递ꎮ Ｍｉｌｌｉｎｇｓ 等[２２] 的研究表明ꎬ良好的伴侣

关系能够减轻不良教养方式的传递ꎮ 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等[１７]

也指出ꎬ良好的夫妻关系能够减少不良教养方式代际

传递的风险ꎮ Ｃｏｎｇｅｒ 等[２３]研究表明ꎬ个体解决问题的

技巧及夫妻满意度对教养方式的传递至关重要ꎮ Ｒｏ￣
ｄｒｉｇｕｅｚ 等[２４] 对教养方式在父亲和个体之间的传递进

行研究发现ꎬ男性个体良好的夫妻关系会在教养方式

传递过程中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ꎬ当个体有较高的婚

姻质量时ꎬ其传递的教养方式更为积极ꎮ 个体良好的

社会支持也能够减少暴力在代际之间的传递ꎻ相反ꎬ
不良的婚姻质量会提高负性教养方式传递的可能

性[２５] ꎮ Ｓｕｒｊａｄｉ 等[７]研究发现ꎬ较低的婚姻满意度与育

儿态度相关ꎬ进而影响粗暴及不一致教养方式的传

递ꎮ 刘莉等[２６]研究发现ꎬ父母心理攻击均具有显著的

代际传递效应ꎬ但受到了配偶态度的调节作用影响ꎮ
２.３　 下一代的影响　 下一代的不良行为表现可能是

消极教养方式传递的风险因素ꎮ 在苛刻教养方式的

家庭中ꎬ儿童表现出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更明显ꎬ这些

适应不良的表现可能会强化消极教养方式的代际传

递ꎮ Ｓｅａｙ 等[１８]对青少年母亲适应不良的养育方式进

行研究ꎬ发现其与个体外化行为问题相关ꎬ从而延续

了不良教养方式的传递ꎮ 同时ꎬ与下一代良好的亲子

关系可以作为阻断代际的缓冲器ꎬ促进以非暴力方式

应对压力和冲突ꎬ并在困难时期成为情感支持的来

源[２７] ꎮ 有研究表明ꎬ个体即使接受了消极的养育方

式ꎬ但与下一代良好的关系能够减少诸如苛刻、辱骂、
拒绝等行为的传递[２３] ꎮ Ｓｔｅｅｌｅ 等[２８] 也证明ꎬ良好的亲

子关系ꎬ特别是父女之间良好的关系ꎬ能够阻断消极

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ꎮ

３　 代际传递的机制
很多研究发现了教养方式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特

点ꎬ积极和消极的教养方式均会有部分在代际之间传

递ꎮ 为了解内在的传递机制ꎬ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理论

视角对代际间传递发生的规律进行探索[２９] ꎮ
３.１　 生物学理论　 从进化及繁衍观点而言ꎬ人类的养

育行为与环境相适应ꎻ从生物学角度而言ꎬ遗传及内

分泌等均可能会对个体的教养方式产生影响[４] ꎮ
遗传学研究发现ꎬ基因是代际传递中重要的一部

分ꎬ近期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索人类养育行为复杂

性背后的遗传和表观遗传机制ꎮ 早期逆境可能会影

响母性相关的表观遗传基因的表达[３０] ꎮ Ｗｉｄｏｍ 等[３１]

的研究支持代谢酶单胺氧化酶 Ａ(ＭＡＯＡ)与暴力在代

际之间的传递相关ꎮ Ｄｏｒｆｍａｎ 等[３２] 对于 ＭＡＯＡ 的研

究发现其对皮质边缘通路的 ５－羟色胺信号传导产生

影响ꎬ从而提高攻击的风险ꎻ该基因也可能对消极教

养方式的代际传递具有保护作用ꎮ ＭＡＯＡ 基因中的

功能多态性可以缓和不稳定及躯体惩罚性教养方式

的消极影响ꎬ减少个体成人后反社会行为ꎮ 在童年受

到躯体惩罚的儿童中ꎬ具有高水平 ＭＡＯＡ 表达基因型

的个体不太可能产生反社会问题ꎮ Ｍｉｌｅｖａ￣ｓｅｉｔｚ 等[３３]

提出ꎬ今后研究中需要在生物学上同时考虑父亲、祖
父母和其他照料者的影响ꎮ

在个体妊娠期及产后ꎬ个体的内分泌水平也会有

所变化ꎮ 催产素被视为与母亲照料行为密切相关的

激素之一ꎬ与母亲的养育敏感性、情感温暖及积极养

育密切相关[３４] ꎮ 个体早期不良经历可能影响妊娠后

催产素的分泌ꎬ减少突触神经递质的分泌ꎬ从而影响

涉及奖赏、情感、情绪调节的脑区ꎬ通过影响多巴胺奖

赏环路使个体对儿童的回应敏感性降低[３５] ꎮ Ｊｕｌｉａｎ
等[３６]发现ꎬ不良早期压力与催产素的分泌对于育儿方

式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ꎬ研究者让个体回忆儿时逆境

来评估早期压力ꎬ部分早期压力来源于父母教养方

式ꎬ同时在母婴互动前后测量唾液中的催产素水平ꎬ
并对互动过程进行编码分类为积极和消极的育儿方

式ꎬ结果表明ꎬ催产素对于在粗暴环境下长大的个体

可能会有不同的运作方式ꎬ对于早期压力较低的个体

而言ꎬ催产素分泌与其积极育儿行为呈正相关ꎻ而对

于早期压力较高的个体而言ꎬ更高的催产素分泌与更

低的阳性育儿行为相关ꎮ
３.２　 依恋理论　 依恋是指一种广泛的情感联结ꎬ源于

婴儿与其最初的照料者之间的互动[３７] ꎮ 在早期与母

亲进行情感沟通的过程中ꎬ孩子学会如何体验、理解

和组织情感关系ꎬ这种能力在成人与重要他人建立情

感关系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ꎮ 有研究表

明ꎬ成人依恋类型是社交焦虑障碍发生的核心因素ꎬ
部分因素围绕依恋不同类型起着不同影响[３８] ꎮ 依恋

模式具有代际传递性ꎬ依恋模式的代际传递被定义为

“根据特殊照料者有关依恋的心理状态ꎬ可以预测婴

儿与其之间依恋关系的安全性” [３９] ꎮ 父母是对儿童依

恋模式影响作用最大的人ꎬ其中最为根本的影响因素

是父母自身的依恋类型ꎮ
个体的依恋关系往往与其早年受到的养育方式

相关ꎬ且会影响到育儿态度及行为[４０] ꎮ 积极的教养方

式通常与安全的依恋相关ꎬ而依恋的模式会在代际之

间传递ꎬ安全型依恋的父母更容易养育出安全型的孩

子ꎮ Ｂｏｗｌｂｙ[３７]提出ꎬ婴儿对于照顾者的第一印象与自

身安全感的发展相关ꎬ对于个人如何理解自己、重要

他人及两者的关系十分重要ꎮ 安全的依恋关系使个

体对婴儿的信号具有更高的敏感性ꎬ有更好的解读和

回应能力ꎮ 在儿童时期被良好的对待和回应能够使

个体在为人父母后对于婴儿的反应更为良好和积极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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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ꎬ不良的教养方式可能与不安全的依恋关系相

关ꎬ而对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内在表征会使个体在成为

父母后对婴儿的回应质量降低[４１] ꎮ 面对自己的孩子

哭泣时ꎬ可能会激活“内在不安全依恋关系婴儿” 危

险、恐惧及烦躁的强烈感受ꎬ从而无法给予孩子积极

的回应ꎬ而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内在表征多数发生在潜

意识层面ꎮ Ｆｏｒｓｌｕｎｄ 等[４２] 在临床人群中的研究中总

结模型ꎬ认为这种内化是相当深入的ꎬ很难通过训练

进行学习和改变ꎮ
３.３　 其他心理学理论　 除依恋理论外ꎬ其他流派的研

究者对教养方式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研究主要包括社

会学习理论、精神动力学理论及家庭系统理论ꎮ
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子代通过模仿来传递家庭中

的信念、价值和行为规范ꎬ认为父母教养方式的代际

传递可能建立在社会学习的基础上[４３] ꎮ 个体处于儿

童阶段时ꎬ会对情境及角色进行社会学习ꎮ 如果在社

会化和社会学习中遭受了父母的暴力行为ꎬ容易在亲

子关系中建立暴力的角色特征ꎬ从而减少了建立积极

人际关系的能力ꎬ可能会让他们在成人后在自己组建

的家庭中再次成为受虐者或施暴者ꎻ相反ꎬ儿童如在

早期受到较多的积极养育ꎬ学习到父亲或母亲良好的

社会角色特征ꎬ可能会在其今后养育子女时得到复

制ꎮ 有 ３ 种代际传递的模型:第 １ 种是基于父母与孩

子互动时的观察学习ꎻ第 ２ 种是孩子儿童时与父母的

互动关系ꎻ第 ３ 种是父母与其他儿童互动过程中学习

到的方式ꎮ
精神动力学理论主要认为儿童早期对于关系的

体验是自我构建的重要基础ꎬ在父母教养方式的作用

下产生的自我表征会持续稳定存在ꎻ精神动力学对创

伤和不良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主要解释为“对攻击者

认同” [４４] ꎮ 在个体生命早期ꎬ可能会采取对攻击者认

同的方式来减少创伤带来的焦虑、受挫和不愉快的情

绪ꎻ在成为父母后可能会对攻击者进行模仿ꎬ继而采

取消极的教养方式ꎮ 由此ꎬ创伤和不良教养方式的传

递发生在代际之间ꎮ 客体关系理论强调早年生命发

展中ꎬ母亲作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ꎬ在儿童自我意向

形成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ꎮ 儿童期常用的防御方式

之一为分裂ꎬ如在心理上将母亲割裂为一个“坏的”与

一个“好的”母亲ꎮ 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对

重要他人的图式ꎬ 从而将客体的不同方面进行整

合[４５] ꎮ 如果个体由于早年负性教养方式的影响而固

着在某一个发展阶段ꎬ未来可能会更多地使用分裂此

不成熟防御机制ꎮ 自体和客体无法完全分化使得个

体无法在意识层面传递教养方式ꎮ 当其变成养育者

时ꎬ可能会以各种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ꎬ再次激发对

于重要他人的分裂感受ꎬ使个体对于儿童的反应过于

敏感从而使用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ꎬ或在焦虑感受下

采取疏远的教养方式[４６] ꎮ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ꎬ家庭是一个动态的、建构的

系统ꎬ强调互动因果关系ꎬ及重视家庭态度、行为背后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思维、态度及行为对彼此的影响ꎬ
以及如何产生互相联动的循环模式ꎮ 在家庭中的教

养方式传递过程中ꎬ父母和儿童可能存在替代性认同

的过程ꎮ 部分个体在早期发展中未能受到良好的照

顾ꎬ自觉承担起修复早期没有受到照顾创伤的任务ꎬ
过度承担父母未尽的责任ꎬ从而在养育儿童的过程中

被迫处理早期分离的痛苦ꎮ 此外ꎬ家庭角色的缺席会

使得个体丧失对于父母角色的一致性ꎬ从而否认自

身ꎬ对于个体及家庭的不稳定感使在潜意识层面重复

不良的教养方式ꎮ

４　 讨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大部分已有研究均表明教养方式的代

际传递稳定存在ꎬ包括积极和消极的教养方式ꎬ且教

养方式的传递会受到不同因素影响ꎮ 但仍有一些问

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首先ꎬ目前对于父母教养方

式代际传递的研究多集中于健康被试ꎬ对于临床被试

的研究较少ꎬ针对临床的研究也多集中于研究物质滥

用或是产后抑郁母亲的教养方式ꎻ其次ꎬ现有研究虽

然通过队列研究的方法确立了一些基本模型ꎬ但对于

父母教养方式代际传递过程发生的成因及机制还未

有一个较为统一和认可的模型ꎻ最后ꎬ目前的研究多

为量化研究ꎬ即通过对人群大范围的调查来了解教养

方式的传递模式ꎬ今后可以通过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相结合的方法ꎬ进一步明确积极和消极教养方式在代

际之间传递过程的机制ꎬ通过发现教养方式传递的风

险因素及保护因素ꎬ对可能具有不良教养方式的父母

进行干预调整ꎬ从而为打破消极教养循环及传递积极

良好的教养方式提供可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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