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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
父亲反应方式的中介作用
杨青青，李晓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考察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的关系以及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在其间的中介作
用。方法：以 304 名 3~6 岁幼儿及其父母为被试，采用婚姻质量问卷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父母反应方式量表和儿
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考察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反应方式与幼儿社会适应之间的关系。结果：
①父亲婚姻满

意度与幼儿的焦虑退缩和愤怒攻击显著负相关，
与幼儿的敏感合作显著正相关；
②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

在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焦虑退缩和敏感合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没有发现非支持反应的中介作用。结论：
父亲
婚姻满意度既可以直接影响幼儿社会适应，也可以通过父亲的支持反应间接影响其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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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rnal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Children’
s Social Adjustment:
Mediating Effects of Patern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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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among paternal marital satisfaction，paternal reactions to children’s neg⁃
ative emotion，and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Methods: 304 children aged 3~6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Parents completed 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ior Evaluation Scale and fathers completed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nd Coping with Children’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Results: ①Paternal marital satisfac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
lated with children’s anxious-withdrawn and angry-aggressiv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sensitive-coopera⁃
tive. ②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found that paternal supportive reaction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aternal satisfaction and children’s anxious-withdrawn and sensitive-cooperative, but no mediation effect was found
of nonsupportive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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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夫妻系统作为家庭系统的

一。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其在婚姻关

组织起点，其婚姻关系会对亲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和

系中体验到的压力和疲劳有关[10]。和谐的婚姻关系

幼儿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1]。父母婚姻关系与幼

能够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使父母倾向

儿社会适应紧密相关。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关系的

于在家庭中表达积极情绪，对幼儿的消极情绪做出

敌对、冲突和低满意度能够预测幼儿的焦虑、害羞、

支持反应，而矛盾、冲突的婚姻关系损耗父母的心理

退缩等内化行为问题
题

[3，4]

[2，3]

，攻击、违纪等外化行为问

，以及同伴冲突、低社交能力、低学业成就等适

应不良[5，6]。

的能力[11，12]。
从婚姻生活中
“溢出”的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父母教养行
为在婚姻关系与幼儿社会适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5，7，8]

和情感资源，从而损害父母适当回应幼儿消极情绪

[3，

。溢出假说（spillover hypothesis）认为，父母在婚

姻关系中的积极或消极体验会外溢到其教养行为
[9]

方式可能会更直接地作用于幼儿社会化。因为消极
情绪本身具有令人厌恶的特性，父母对幼儿消极情
绪的反应为考察婚姻关系作用于社会适应的机制提
供了一个具体情境，父母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或

中，从而影响幼儿发展 。在教养行为中，以父母对

非支持反应，直接影响幼儿当时的情绪体验、今后在

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为代表的父母情绪社会化

同伴交往中遇到相似情境时的行为表现，以及长期

行为可能是婚姻关系影响幼儿发展的重要途径之

以来社会行为和同伴技能的习得[13，14]。但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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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父母对幼儿情绪的反应方式影响幼儿社会适应
这一路径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现有研究在考察婚姻关系与幼儿社会适应的关
系以及教养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时，大多采用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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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报告[4，6，15]，缺少婚姻关系的男性视角。Parke 提出

于 0.87~0.91。问题解决、安慰、鼓励情绪表达之间，

pothesis），即父亲比母亲更容易将在不良婚姻关系

此借鉴 Swanson 等的做法，将问题解决、鼓励情绪表

了 父 亲 教 养 易 损 性 假 说（fathering vulnerability hy⁃
[16]

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转移到与子女的互动中 。同

最小化反应与惩罚之间的相关介于 0.47~0.85。因

达和安慰的平均分合成为支持性反应维度，最小化

时，
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母亲就业率的提高，
以及

反应和惩罚的平均分合成为非支持性反应维度[21]。

传统观念的淡化，父亲的教育参与程度逐步提升[17]，

1.2.3

父亲在幼儿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受到研究者的
重视。因而，从父亲视角关注婚姻满意度和情绪社
会化行为具有特定的意义。另外，已有研究大多关
注婚姻关系中的冲突、敌对等消极方面

[2，6]

，缺少对

婚姻关系的总体评价和积极方面的考量，而婚姻满
意度是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个人情感和主观评价
[18]

，能够全面反映父母在婚姻关系中的体验和对婚

姻关系的态度。综上，本研究以父亲为主体，在家庭
系统理论和溢出假说的指导下，考察父亲婚姻满意
度、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与幼儿社会适
应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揭示父亲对婚姻关系的整
体感知作用于幼儿社会适应的机制，为通过提高父
亲婚姻满意度、改善其情绪社会化行为促进幼儿社

niere 和 Dumas 编制 [22]，刘宇等人 [23] 修订的儿童社会
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Social Competence and Behav⁃

ior Evaluation，SCBE- 30）测 量 幼 儿 的 社 会 适 应 状
况,，由父母分别报告。该量表包括焦虑退缩、愤怒

攻击和敏感合作三个分量表，共 30 个项目，6 点计

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为 1~6 分。父亲和母
亲报告的三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在

0.74~0.84 和 0.81~0.88 之间。为避免采用单方报告
的幼儿社会适应可能造成的结果偏差，同时考虑到
父母分别报告的各分量表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

0.58，0.55，0.38，在结果分析中把父母分别报告的焦
虑退缩、愤怒攻击和敏感合作的分数计算平均分。
1.3

会适应提供实证依据。

1

通，父母知情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受过专业培训的
主试和班主任在家长接送幼儿时说明问卷填写注意

对象

以 304 名 3~6 岁幼儿及其家长为研究对象，其

中男孩 137 名，女孩 167 名；平均年龄 53.93 月（SD=

9.06）；独生子女占 79.3%；父亲年龄在 27~53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36.64 岁（SD=4.04）；母亲年龄在 26~
50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34.27 岁（SD=3.34）。
1.2

1.2.1

研究过程与数据处理
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幼儿园与幼儿父母进行沟

对象与方法

1.1

儿童社会能力与行为评价量表 采用 LaFre⁃

工具

婚姻质量问卷
[19]

采用 Olson 婚姻质量问卷的

事项，要求父母双方在一周内填答完儿童社会能力
与行为评价量表，同时父亲填写婚姻满意度量表以
及父母反应方式量表。最后由主试统一收回问卷。
采用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

2
2.1

结

果

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

应方式与幼儿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

婚姻满意度分量表 ，通过父亲自评测量父亲婚姻

首先，对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

满意度。问卷共 10 个项目，5 点计分，从“非常不同

的反应方式各维度和幼儿社会适应各维度的平均数

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1）。相关分析表明，父亲婚姻满意度与父亲支持反

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记为 1~5 分，分数越高表示婚
系数为 0.87。
1.2.2

父母反应方式量表

采用 Fabes，Eisenberg

和 Bernzweig 编制 ，Tao 等人 修订的父母反应方式
[20]

[14]

量表（Coping with Children’
s Negative Emotions Scale，
CCNES）测量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该

和标准差进行统计，并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见表

应、幼儿敏感合作显著正相关，与父亲非支持反应、
幼儿的焦虑退缩和愤怒攻击显著负相关。
2.2

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在父亲婚姻

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假设的第一个中介模型是父亲婚姻满意

量表包含 12 个描述幼儿经历消极情绪的假设情

度—父亲支持反应—幼儿社会适应。按照中介作用

反应方式的可能性进行自评：问题解决、安慰、鼓励

模型，对父亲支持反应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见表

境。对于每个情境，要求父亲对自己采用以下 5 种

情绪表达、最小化反应和惩罚（分别代表 5 个维度），
5 点计分。本研究中，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介

的检验步骤分别检验社会适应各维度的 ABC 三个
2）[24]。第一步，以幼儿社会适应各维度为因变量，以
父亲婚姻满意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ABC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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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 中 标 准 化 回 归 系 数 为 - 0.19，- 0.26，0.25（P<

作 的 预 测 作 用 显 著（β =- 0.16，P<0.01；β =0.21，P<

婚姻满意度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ABC 三个模型

虑退缩、敏感合作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效应值分

0.001）；第二步，以父亲支持反应为因变量，以父亲

中回归系数均为 0.39（P<0.001）；第三步，以幼儿社

会适应各维度为因变量，以父亲婚姻满意度与父亲
支持反应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ABC 三
个模型中父亲婚姻满意度对焦虑退缩、愤怒攻击、敏

感合作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3，β=-0.24，β=0.17，

P<0.01），同时父亲支持反应仅对焦虑退缩和敏感合

0.001），表明父亲支持反应在父亲婚姻满意度与焦
别为-0.06，0.0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32.84%，32.76%。

对父亲非支持反应采取与支持反应同样的检验

程序，未发现其在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
各维度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表 1 主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M
SD
1
2
3
4
a
1 幼儿性别
0.45
0.50
2 幼儿月龄
53.95
9.06
0.04
3 父亲婚姻满意度
3.85
0.60
0.04
-0.00
4 父亲支持反应
3.90
0.54
0.04
0.04
0.39**
5 父亲非支持反应
2.04
0.62
0.08
0.11
-0.28** -0.19**
6 焦虑退缩
2.15
0.49
-0.01
-0.14* -0.19** -0.22**
7 愤怒攻击
2.11
0.41
0.19**
-0.18** -0.25** -0.14**
8 敏感合作
4.10
0.56
-0.15**
0.19** 0.24**
0.27**
注：a 性别，
（0）女孩，
（1）男孩；*P<0.05，**P<0.01，***P<0.001，
下同。
表2

步骤
因变量
第一步 焦虑退缩
第二步 父亲支持反应
第三步 焦虑退缩

B 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

第一步 愤怒攻击
第二步 父亲支持反应
第三步 愤怒攻击

C 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

第一步 敏感合作
第二步 父亲支持反应
第三步 敏感合作

支持反应—愤怒攻击

支持反应—敏感合作

3
3.1

讨

6

7

0.13*
0.14*
-0.11

0.35**
-0.45**

-0.43**

父亲支持反应在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介模型假设
A 父亲婚姻满意度—父亲
支持反应—焦虑退缩

5

自变量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支持反应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支持反应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婚姻满意度
父亲支持反应

论

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亲婚姻满意度越高，幼儿表现出

越好的社会适应，即社会能力较高，内化和外化行为
问题较少。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 [7，25]。这可
能与在高婚姻满意度家庭中父亲的教养参与、婚姻
冲突应对方式及幼儿体验到的家庭氛围等方面有

β
-0.19
0.39
-0.13
-0.16
-0.26
0.39
-0.24
-0.05
0.25
0.39
0.17
0.21

t
-3.42***
7.30***
-2.16**
-2.65**
-4.73***
7.30***
-4.02***
-0.88
4.60***
7.30***
2.92**
3.61***

ΔR2
0.04***
0.15***
0.02**

ΔF
11.73***
53.23***
7.04**

0.07***
0.15***
0.002

22.41***
53.23***
0.78

0.06***
0.15***
0.04***

21.10***
53.23***
13.00***

问题的发生[5]。相反，父亲婚姻满意度较低，婚姻冲
突频发，夫妻双方倾向于采用破坏性的方式应对婚
姻冲突时，幼儿可能模仿冲突行为，从而导致行为问
题的增加 [5]。第三，处于婚姻关系不良的家庭中的
幼儿容易形成不安全依恋，经常处于消极情绪和自
我责备之中，从而出现更多的行为问题[6]。
3.2

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在父亲婚姻

满意度与幼儿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

关。第一，婚姻满意度较高的父亲会更多地参与幼

本研究发现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支持反应在

儿教养，
与幼儿进行积极互动，从而促进幼儿社会能

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幼儿的焦虑退缩和敏感合作之间

[25]

力的发展 。第二，婚姻满意度较高的父亲更倾向

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和补充了溢

于采用建设性的方式应对婚姻冲突，幼儿可以从中

出假说，即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可能也

学习如何适宜地解决问题，提高社会能力，减少行为

是婚姻关系中溢出的重要变量之一。已有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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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父母对配偶和婚姻的消极情绪、在婚姻关系中承

用还需进一步探讨。

受的压力可能会反映在与子女的日常交往中，更容
易对子女的消极情绪表达表现出厌恶、不耐烦等情
绪，
给予更少的支持反应；相反当婚姻中的冲突和矛

参
1

盾较少时，父母报告更多的支持反应[2，11，12]。而父亲
对幼儿消极情绪更多的支持反应能够让幼儿感到自
己的消极情绪是正常的、被接纳的，避免过度的情绪

2

更具社交力的方式调节情绪。父亲的支持反应本身

3

也是幼儿观察学习社会交往技能的重要途径[13]。据
此，以父亲对幼儿消极情绪的反应方式为代表的父
母情绪社会化行为可能是婚姻关系作用于幼儿社会

4

然而，本研究仅发现父亲婚姻满意度对幼儿愤
中的中介效应。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婚姻关系更多

5

用于幼儿的愤怒攻击，如父亲较低的婚姻满意度通
常与更多的婚姻暴力和冲突相关，而幼儿频繁地暴
露在暴力和冲突行为之下，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模仿
暴力行为，
内化父母解决冲突的行为模式，在遇到挫
[6]

折或冲突时再现暴力行为 。又如在婚姻质量较差

6
7
8

虽然本研究发现父亲婚姻满意度与其非支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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