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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技能指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运用已有

的社会知识和经验，有效而恰当地与他人进行积极

交往，以实现自己或他人互动目标的行为方式 [1]。

儿童社会技能与其学校适应和心理社会适应密切相

关。研究发现儿童的社会技能促进其学业成就的发

展 [2]；影响其同伴关系，如友谊质量 [3]、同伴接纳 [4]。

儿童社会技能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5]，负向预

测孤独感[6]，缺乏社会技能的个体社会互动减少，更

容易遭到同伴的拒绝和排斥，群体归属感较低，孤独

感水平较高。

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根

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起着直接

作用，而母亲作为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其教养行为与

儿童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研究发现母亲鼓励社

交、独立和成就均能促进儿童社会能力的发展 [7]。

母亲对孩子的需求给予温暖回应和支持，孩子的社

会技能发展得更好 [8，9]。如果母亲以平等的态度对

待孩子，允许孩子对自己的决定提出质疑，并且对孩

子的困惑能够给予引导和解释，孩子在社会能力上

的表现更好[10]。母亲消极的教养行为与孩子社会技

能的关系结果不一致。有研究发现父母的严厉管

教、拒绝惩罚负向预测孩子的社会技能[7，8，11]，但也有

研究发现父母专制性的教养行和惩罚与儿童社会技

能的发展无关[9，12]。

儿童社会技能也会受到自身害羞退缩特质的影

响 [13]，害羞退缩儿童的社会技能一般较低 [14]。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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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动机的角度，害羞退缩儿童具有较高的趋近动机

和回避动机，一方面渴望与同伴接触，具有较高的趋

近动机；另一方面想远离紧张和焦虑的社交情境，具

有较高的社交回避动机[15]。从行为的角度，害羞退

缩儿童较少表达自己的看法，行为抑制、退缩和警

觉，在游戏过程中一般是独自游戏、平行游戏或者是

在远处观望别人，较少参与同伴互动[16]。害羞与行

为抑制在概念上较为相似[17]，研究发现无论是儿童

的害羞还是行为抑制都显著负向预测儿童社会能力

和技能的发展，如人际交往技能、口头主张能力、主

动性、亲社会行为、遵守规则、情绪控制[17-19]，且解释

率较高[13]。同伴互动促进儿童认知、情感和行为的

发展。积极的同伴关系给儿童带来支持和归属感，

与同伴互动的过程也是儿童学习的过程，例如对朋

友行为进行观察学习、学习如何与人沟通和解决冲

突[20]。害羞退缩儿童缺乏同伴互动，难以通过同伴

互动使自身社会技能得到发展，社会技能一般较低。

儿童社会技能的发展并非由母亲的教养行为或

自身的害羞退缩特质单独决定，母亲教养行为与儿

童社会技能间的关系受到儿童自身害羞退缩特质的

调节，即因儿童自身害羞退缩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父母的关爱对高害羞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大

于低害羞儿童[21]，父母的关爱显著负向预测高害羞

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但是对低害羞儿童外化问题

行为的预测不显著[22]。父母的心理控制正向预测低

害羞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对高害羞儿童的预测

作用不显著[21]。也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促进

高害羞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减少其外化问题，同

时加剧其内化问题，高害羞儿童会为了讨好母亲而

违背自身的意愿[22]。母亲的过度卷入阻碍高害羞儿

童社会能力的发展，对低害羞儿童社会能力的预测

不显著[23]。母亲在养育高害羞儿童的过程中表现得

较为敏感和过度保护时，儿童缺乏自主性，无法通过

主动探索发展出解决问题的适应性策略，更容易出

现内化行为问题，社会能力的发展水平较低[14]。母

亲对害羞、行为抑制的儿童给予社交鼓励，儿童发展

出更多的社交行为，积累更多的社交经验，社交焦虑

减少[24]。更有研究发现儿童的害羞显著正向预测父

母一年后严厉教养行为的增加[25]，教养行为与儿童

害羞退缩间的交互作用关系需要更多研究的关注。

以往研究较多单独考察父母不同的教养行为与

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关系，或者儿童害羞退缩可能

面临的消极社会适应问题[14，15，26]，较少探讨父母教养

行为与儿童害羞退缩的交互作用对其积极社会适应

(如社会能力、社会技能)的影响。随着儿童社会适

应有关研究的深入，儿童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的气

质均不能独立决定儿童社会适应结果的看法逐渐成

为共识，那又该如何描述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呢？根据Chess提出的最佳适配理论(Goodness of fit
model)，当外部环境与儿童自身气质相匹配时，儿童

的社会适应最佳，否则容易产生行为问题[27]。也有

学者提出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素质-压力模型

(Diathesis-stress model) ，该模型认为个体可能具有

遗传而来的易感性，使得其对环境中的压力源特别

敏感，更容易患抑郁症[28]。再有学者提出差别易感

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model)，该模型认为

具有某些易感特质的个体同时对不利环境的消极和

有利环境的积极影响都更为敏感[29]。但是一项元分

析研究发现，当把个体外倾性作为调节变量时，不同

研究可能拟合不同的模型[30]，以往研究无法与任一

模型存在一致拟合。所以需要更多研究把个体气质

(如外倾性、努力控制)作为调节变量去明晰个体特

质与环境发生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发展。

因此，本研究拟考察母亲惩罚、鼓励社交和儿童

害羞退缩的交互作用与儿童社会技能的关系。本研

究假设：母亲惩罚的教养行为负向预测儿童的社会

技能，母亲鼓励社交的教养行为正向预测儿童的社

会技能；母亲惩罚、鼓励社交与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

关系受到儿童害羞退缩特质的调节。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取方便取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某幼

儿园 275名幼儿及其母亲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母亲

问卷 237份，教师问卷 262份，其中，男孩 119人，女

孩118人，小班幼儿占41.80%，中班幼儿占28.30%，

大班幼儿占30.00%。幼儿平均年龄4.33±0.85岁。

1.2 研究工具

1.2.1 教养行为 采用Block编制的儿童抚养行为

问卷 (Child-Rearing Practice Report, CRPR) [31]，由母

亲报告。该量表共有 60道题目，采用 Likert 5点计

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代

表母亲越经常采用这种教养方式。本研究选取惩

罚、鼓励社交两个维度。惩罚维度有一个题目的因

子载荷较低，导致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差故删除

该题目。该问卷应用于中国被试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1]，在本研究中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62和0.83。

··9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1.2.2 害羞退缩 采用 Coplan, Prakash, O"Neil 和
Armer编制的儿童社交偏好量表(Child Social Prefer⁃
ence Scale, CSPS)[32]，由母亲报告。该量表共 11题，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本研究只选取害羞维度(7题)，
得分越高代表儿童的害羞水平越高。该量表应用于

中国学前儿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8]，本研究中该维

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1.2.3 儿童社会技能 采用Matson, Rotatori和Hel⁃
sel编制的儿童社会技能评定量表(The Matson Evalu⁃
ation of Social Skills with Youngsters, MESSY)[33]，该量

表共 70题，包括 4个维度(环境相关技能、人际相关

技能、自我相关技能、任务相关技能)。以往研究显

示害羞儿童存在人际交往技能和社会情绪方面的弱

势 [17，34]，所以本研究选取人际相关技能和自我相关

技能两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人际相关技能指儿童

的人际交往技能，包括处理冲突、获得注意、问候他

人、帮助他人、进行交谈、组织游戏、肯定和容忍他

人、自由玩耍、礼貌9个方面。自我相关技能指儿童

进行自我管理的技能，包括接受后果、意图认知、情

感表达、自我接纳 4个方面。教师根据儿童在每个

项目上的表现进行 5点评分，1代表很差，5代表优

秀，得分越高代表儿童在该技能上的表现越好。由

于每个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可能不一致，所以本

研究对儿童社会技能得分进行班级内标准化。以往

研究表明该问卷适用于中国被试[35]，本研究中这两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0.97和0.92。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4.0和Mplus 7.4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和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在正式统计之前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 [36]，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方差的

28.48%，小于临界标准 40%，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母亲教养行为、儿童害

羞退缩和社会技能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

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性别主效应显著，Wilk’s
λ=0.92, F(5, 198)=3.37, P<0.01, η2=0.08,女孩的人际

技能显著高于男孩(MD=0.42, P<0.01)，女孩的自我

技能高于男孩，结果边缘显著 (MD=0.24, P=0.09)。
年级的主效应边缘显著，Wilk’s λ=0.92, F(10, 396)=
0.92, P=0.06, η2=0.04, 小班孩子害羞退缩的程度显

著高于大班(MD=0.56, P<0.001)，中班高于大班(MD=
0.46, P<0.01)；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Wilk’
s λ=0.98, F(10, 396)=0.32, P>0.05, η2=0.01。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儿童害羞退缩与人

际、自我相关技能显著负相关(P<0.01)，人际相关技

能和自我相关技能显著正相关(P<0.01)。

项目

惩罚

鼓励社交

害羞退缩

人际相关技能

自我相关技能

小班

男

2.20±0.72
4.35±0.64
2.33±0.97
-0.21±1.11
-0.13±1.13

女

1.91±0.55
4.43±0.56
2.52±0.97
0.22±0.87
0.10±0.84

中班

男

2.24±0.72
4.30±0.72
2.22±0.80
-0.05±0.92
0.06±0.95

女

2.14±0.80
4.40±0.52
2.43±0.99
0.19±1.08
0.08±1.04

大班

男

2.26±0.86
4.39±0.55
1.88±0.71
-0.23±0.83
-0.20±0.78

女

2.22±0.62
4.46±0.55
1.85±0.71
0.36±1.20
0.27±1.33

表1 各研究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表2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注：**P<0.01。
2.2 儿童害羞退缩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儿童害羞退缩特质是否在母亲惩罚、

鼓励社交与社会技能间存在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

潜变量调节模型对母亲教养行为、害羞退缩和社会

技能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在模型中控制了年级和

性别。根据Maslowsky, Jager和Hemken[37]提出的两

步法检验潜变量调节模型，第一步先建立不包含交

互项的M0模型，第二步建立包含交互项的M1模型，

使用对数似然比检验(log-likelihood ratio test)，两个

模型的对数似然差值D显著说明M1模型比M0模型

更优。当含有交互项的M1模型比M0模型更优且交

互项结果显著的前提下，调节效应成立。当自变量

是母亲惩罚时，第一步建立M0模型，模型的拟合指

标 良 好 ，χ2(73) =134.26, P<0.001, CFI=0.95, TLI=
0.95, RMSEA=0.06, 90% CI=[0.04, 0.07], SRMR=

1.惩罚

2.鼓励社交

3.害羞退缩

4.人际相关技能

5.自我相关技能

1
1

-0.10
-0.03
-0.07
-0.02

2

1
-0.04
0.03
0.06

3

1
-0.18**
-0.20**

4

1
0.88**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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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D=4.41, P<0.05。惩罚和害羞的交互项显著正

向预测社会技能(β=0.15, P<0.05)，调节效应成立。

性别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技能 (β=0.19, P<
0.01)。当自变量是鼓励社交时，第一步建立M0模型，

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86)=159.35, P<0.001, CFI=
0.95, TLI=0.94, RMSEA=0.06, 90% CI=[0.04, 0.07],
SRMR=0.06, D=7.50, P<0.01。鼓励社交和害羞退缩

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技能(β=0.16, P<0.05)，
调节效应成立。性别显著正向预测儿童的社会技能

(β=0.18, P<0.05)。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害羞退缩在母

亲惩罚、鼓励社交与社会技能间存在调节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儿童害羞退缩特质在母亲教养

行为(惩罚、鼓励社交)与社会技能关系间的调节作

用，对儿童害羞特质进行高低分组，把害羞得分高于

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划分为高害羞组，把害羞得分

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划分为低害羞组，进行简单

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母亲的惩罚显著负向预测低

害羞孩子的社会技能（Simple slope=-0.46, t=-2.35,
P=0.02)，无法预测高害羞孩子的社会技能 (Simple
slope=0.23，P>0.05）；母亲鼓励社交正向预测高害羞

孩子的社会技能(Simple slope=0.44, t=2.14, P=0.03)，
无法预测低害羞孩子的社会技能（Simple slope=-0.29，
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女孩人际相关技能显著高于男孩，

与以往研究一致[38]。从生物学和性别刻板印象的角

度来看，男孩容易冲动，攻击性强，女孩较为温和和

遵守规则，相比之下女孩的行为表现更符合社会行

为规范 [5]，老师给予的社会技能评价更高。儿童害

羞退缩的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有所减弱，与以往研

究结果一致[18]。研究发现害羞与内化问题及较差的

学校适应相关 [14，26]，因此害羞退缩成为中国儿童身

上不被期望出现的气质，受到父母和教师们的关注。

在家庭与学校等多种来源的共同引导下，儿童会朝

着社会期许的独立、开放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发现害羞退缩在母亲惩罚与儿童社会技

能间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害羞水平比较

高的儿童，母亲惩罚对其社会技能的预测不显著，对

于害羞水平比较低的儿童，母亲惩罚负向预测其社

会技能。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以往研究

发现父母的过度保护、控制对高害羞儿童社会功能

的消极影响比低害羞儿童更大[14，15，23]，也有研究发现

父母的心理控制促进害羞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22]。父母可能会对害羞儿童表现出较多的严厉管教

和惩罚[25]，但父母惩罚与害羞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

关系尚未明确[39]。本研究未发现母亲惩罚对高害羞

儿童社会技能的预测作用。首先，这可能是由于高

害羞儿童的自我评价、自我效能感较低[40]，母亲对高

害羞儿童持严厉管教的教养方式可能会让孩子变得

更加胆怯[41]，儿童可能为了避免父母的惩罚或者是

消极的评价，会表现出取悦母亲的行为，努力维持自

己外显的社会技能，正如有研究发现在父母的心理

控制下害羞儿童为了取悦父母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

行为[22]。其次，本研究中高害羞组儿童的社会技能

水平显著低于低害羞儿童，其下降空间小，父母的惩

罚即使对其存在消极的影响，但是也可能出现影响

效应不显著。而低害羞儿童活动水平较高，参加社

会活动的机会较多。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如果父母经常采取惩罚这种消极的沟通方式，儿童

会进行观察学习，缺乏有效的沟通技能。并且当儿

童与同伴发生冲突时，影响儿童的同伴交往，难以通

过同伴互动提高自身的社会技能，阻碍低害羞儿童

社会技能的发展。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检验母亲惩

罚的教养行为对于害羞儿童的影响。

本研究也发现害羞退缩在母亲鼓励社交与儿童

社会技能间存在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高害羞

儿童，母亲鼓励社交正向预测其社会技能，对于低害

羞儿童，母亲鼓励社交对社会技能的预测不显著。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害羞儿童对母亲的积极教

养更敏感，母亲在养育过程中经常表露对孩子的关

爱时，对害羞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大于非害

羞儿童[21]。同样地，在行为抑制儿童的研究中也发

现相似的效应[42]。害羞儿童在社交情景中表现出焦

虑的情绪，很容易受到同伴的拒绝、排斥和受欺负
[15]，更需要良好的父母教养来支持其社会技能的发

展[34]，母亲对害羞孩子表达积极的情感对其发展的

积极影响更大。害羞儿童在社交情景中有很高的趋

近动机，但因为低自我效能感和害怕被评价，所以常

常做出回避社交的行为，母亲鼓励社交可能给予孩

子一些社交上的指引和肯定，行为抑制减少[24]，通过

更多的同伴互动提高自身的社会技能。同时母亲以

鼓励这种积极的肯定的教养方式对待自我评价较低

的害羞儿童，有利于形成安全型依恋，安全型的依恋

关系可促进儿童良好社会技能的形成。低害羞儿童

即社交活跃型儿童喜欢同伴互动，通过同伴互动使

自身社会技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社会技能的水平较

高，母亲鼓励社交对他们社会技能的积极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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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以往研究发现外向性儿童对父母积极的教养方

式不敏感 [22]，高限制-低压制(即给孩子制定严格而

明确的规定和较少过度控制)的教养行为与儿童的

社会适应更加匹配，可以缓解孩子早期活跃性对学

校适应的消极影响，让孩子形成行为规范，减少不良

行为[11]。

基于以往较少研究探讨母亲教养行为与害羞特

质的交互作用对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影响，本研究

揭示了对于害羞程度不同的儿童来说，相同的母亲

教养行为对其社会技能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对

于高害羞儿童，母亲的惩罚无法预测其社会技能，鼓

励社交可显著正向预测其社会技能；对于低害羞儿

童，母亲的惩罚负向预测其社会技能，鼓励社交无法

预测其社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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