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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牺牲（parental sacrifice）是一种颇具东亚文

化特色的教养现象 [1]。“牺牲”被认为是为他人奉献

自己的过程，是“为了更有价值或更迫切的要求而放

弃、破坏或允许伤害其他有价值的东西”[2]；在家庭

中，家长为了满足孩子的需求或促进孩子的发展而

牺牲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工作等，已经成为当前中

国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虽然研究者们已经在教养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但对教养牺牲的研究仍然非常局限，国内心

理学研究者对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教养至今未做出

全面的界定和测量。在西方最初的教养研究中，研

究者提出，家长对儿童的教养支持（parental sup⁃
port），即家长对儿童的接纳（acceptance）和温暖

（warmth），是影响儿童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因素[3]。但

这一定义和结论只是针对中产阶级、欧美文化的家

庭而提出的[4]，反观亚洲文化下的家庭，比如在中国

家庭中，训、管、牺牲这些教养概念更常见，更应该得

到本土家庭研究者的关注[5]。教养牺牲既与西方文

化下定义的教养支持不同、比教养支持更侧重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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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适用于中国家长和儿童的教养牺牲问卷并进行信效度检验。方法：首先对12个双亲家庭的父

母和孩子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编制出问卷初稿；然后以507名担任孩子主要照顾者的母亲为被试对初测问卷进行项

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以321个家庭中的母亲、孩子为被试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其中孩子填写的问卷

将原家长版问卷表述改为儿童评价，形成最终家长版和儿童版问卷。结果：教养牺牲问卷共18个项目，包括牺牲个

人自由、牺牲财务资源和争取额外资源3个维度，每个项目从行为（行为频率）、认知（牺牲程度）、情感（自愿程度）三

方面进行评分。家长版问卷和儿童版问卷总体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5~0.98之间，重测信度在0.59~0.87
之间，结构效度良好，问卷得分与即时效标教养投入、预测效标母子依恋显著正相关。结论：本研究编制的教养牺牲

问卷信效度良好，可对中国家长、儿童进行施测，能有效测量教养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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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the Parental Sacrifice Questionnaire (PSQ) for Chinese parents and chil⁃
dren which measures the extent to which parents suppressed their own needs and yielded to the needs of their children’s
growth. Methods: Firstl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parents and children from 12 two-parent fami⁃
lies to prepar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questionnaire. Secondly, items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s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in 507 mothers who acted as the primary caregiver in family. Thirdl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validity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in 321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which the child version of PSQ (PSQ-C) was adapted from
the original parent version (PSQ-P) by changing the expression. Results: There were 18 items and three factors in PSQ, in⁃
cluding“sacrifice in personal freedom”“sacrifice in money resources”and“seeking extra resources”. Each item was rated
in terms of behavior (occurrence frequency), cognition (sacrifice degree) and affection (voluntary degree). The internal con⁃
sistency reliabilities of PSQ-P and PSQ-C and their sub-dimensions were between 0.75 and 0.98. And the test-retest reli⁃
abilities after two weeks were between 0.59 and 0.87. The results of construct validity showed that both PSQ-P and PSQ-C
had reached psychometric standard. The questionnaire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al invest⁃
ment and the mother-child attachment. Conclusion: Parental Sacrifice Questionnaire is a valid measure of parents’sacri⁃
fice in rearing children for Chinese pare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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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先前研究者关注过的教养投入（parental in⁃
volvement，或“教养卷入”）有所区分。教养投入侧重

于家长教养子女所投入的内容和行为 [6]，而教养牺

牲在教养投入的基础上，还多了父母“做出让步”、

“压抑自己需求”、“影响个人发展”的意味，比如为了

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而放弃自己的高薪工

作、社交娱乐。后来，Chao 和 Kaeochinda[7]首次将教

养牺牲作为一个教养维度进行了界定，并调研了近

千个移民家庭，认为“为孩子承担”和“为孩子的利

益做出牺牲”是亚裔（尤其是中国）移民家庭中教养

的核心特征。但这一调研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问

卷中，研究者把牺牲归为教养支持下的一个子维度，

而不是完全独立的量表，所以研究并不充分；另外，

研究者指出，如果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那移民本

身就是一种牺牲，在移民家庭中研究教养牺牲，跟直

接在中国研究中国家庭的教养牺牲也有差别。

虽然教养牺牲领域的研究尚不丰富，对教养牺

牲还没有完整明晰的定义，也没有可靠的测量工具，

但亲密关系领域的伴侣牺牲研究可以提供参考。借

鉴Van Lange等人[8]提出的亲密关系中的牺牲定义，

“为了伴侣或关系的利益，把自己眼前的利益放弃或

退让掉”，以及“牺牲”一词的含义，本研究将教养牺

牲定义为，家长在教养孩子过程中，为了孩子更好的

人生发展，而限制自己本身需求的满足、将家庭资源

分配给孩子。同时，Van Lange还区分了牺牲的意愿

（willingness）和行为（behavior），认为牺牲意愿即愿

意做出牺牲行为的倾向，用于区别于实际做出的牺

牲行为频率；国内的研究者也会要求被试分别评价

伴侣牺牲的客观行为频率和主观牺牲程度，以全面

测量“牺牲”这一带有主观意愿的概念[9]。

目前针对中国家庭中教养牺牲的研究较少，仅

有香港的研究者Leung 和 Shek[1]关注了为了孩子教

育的教养牺牲。她们指出教养牺牲是一个过程，首

先，孩子的教育需要家庭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金钱和

时间；其次，由于资源有限，家长不得不在家庭资源

的分配上做出权衡；最后，家长将孩子的教育需要置

于个人需要和欲望之上，做出牺牲让步，这也是过程

中最核心的部分。以香港贫困家庭的家长为研究对

象，Leung认为中国家长为了孩子教育的牺牲包括

拼命挣钱、为孩子的教育花时间、调整日程安排、牺

牲生活方式和理想、掩饰忧虑五个方面，并编制了相

应的问卷。Leung将这一问卷中的家长表述改为儿

童表述后，也得到了儿童版问卷[10]。

然而，这一问卷存在以下局限：（1）仅关注了为

孩子教育做出的牺牲。除了孩子的教育，照顾孩子

的生活起居也需要家长投入大量的金钱、占用家长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11]，仅通过为孩子教育做出的牺

牲来评价教养牺牲，还不够全面；（2）“掩饰忧虑”维

度并非教养牺牲的直接体现。Leung将教养牺牲定

义为家长将孩子的教育需要置于个人需要和欲望之

上，做出牺牲让步，但掩饰忧虑意为“不告知孩子家

里的烦恼”，并未体现出家长牺牲让步了什么资源，

与定义不符。（3）没有区分客观行为频率和主观牺牲

认知评价、主观牺牲意愿程度。现有问卷把相对客

观的、对现在行为的评价（如“我总是预留时间参加

学校的家长会”）和相对主观的、对未来意愿的评价

（如“如果我的孩子需要，我会……”）得分进行了直

接加总，无法区分客观行为频率和主观牺牲意愿；且

对每个项目仅有一个“符合程度”评分，即便被试报

告自己的行为符合项目描述，也无法了解被试是否

认为这些行为是“牺牲”，在后续研究中也就难以区

分牺牲行为频率、牺牲认知评价、牺牲意愿程度三方

面各自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前人研究，以本土化访

谈为基础，编制适用于中国家长的教养牺牲问卷，并

检验其信效度。问卷旨在通过考察家长做出教养牺

牲行为的客观频率、主观评价的牺牲程度和主观评

价的牺牲意愿三方面，来评价家长的教养牺牲，同时

发展儿童版家长牺牲问卷。

1 教养牺牲问卷的编制

1.1 初测问卷编制

1.1.1 被试 选取双亲家庭中的青少年儿童和父

母作为访谈对象，访谈和编码依次进行，当最近2个
访谈家庭均未贡献新增编码时终止访谈。最终共访

谈 12个来自山东或北京的家庭，儿童年龄 9-14岁

（M=11.92，SD=1.38），其中男生 6人，女生 6人，家庭

年收入在4-50万（M=15.71万，SD=12.40万）。

1.1.2 访谈提纲 对父母的访谈提纲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家庭和青少年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

家长的教养牺牲经历，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在金

钱、时间、职业等方面遇到过哪些需要牺牲的情境、

是怎样权衡的、当时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觉得自己

的牺牲程度有多大，并请家长继续补充其他方面的

牺牲；第三部分是青少年的感知与回应。

对青少年的访谈提纲也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

是自己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青少年了解的家长

教养牺牲经历；第三部分是青少年对家长教养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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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

考虑到“牺牲”一词在我国文化中的强烈情感含

义[9]，在了解客观牺牲经历时，采用“付出”“让步”的

表述来替代“牺牲”。

1.1.3 形成初测问卷 用Nvivo 11.0软件对访谈结

果进行逐句编码，经多次归纳总结，得到自由编码

29个，关联式编码7个，核心编码4个，具体而言，将

7个关联式编码中的“为孩子生活花钱而压抑自己

的消费需求”、“为孩子学习花钱而压抑自己的消费

需求”归为“牺牲财务资源”。将“为孩子生活花时间

而放弃休息”、“为孩子学习花时间而放弃休息”归为

“牺牲时间资源”。将“为孩子生活委屈自己的安

排”、“为孩子学习委屈自己的安排”归为“牺牲个人

安排”。将“为孩子学习不惜借钱”命名为“争取额外

资源”。结合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得到的 29个
自由编码和前人编制的问卷[1]，形成一版 30个项目

的问卷。与心理学专家、心理学研究生团队讨论，调

整表述后形成第二版问卷。然后邀请6位中学生家

长对问卷进行挑剔性阅读，最后再与心理学专家及

研究生团队讨论，进行修订删改，得到共 25个项目

的初测问卷。在每个项目上，每位被试会进行三方

面的评分，均采用 5点计分。“行为频率”一栏从“1”
到“5”分别代表着家长所做出的牺牲行为与项目描

述行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牺牲程度”

一栏从“1”到“5”分别代表着家长对这些行为的认知

从“根本不是牺牲”到“非常大的牺牲”；“自愿程度”

一栏从“1”到“5”分别代表着家长做出这些行为时的

情感意愿从“完全是被迫的”到“完全是自愿的”。当

行为频率评分为“1”（完全不符合）时，被试则不需要

再对后两栏进行评价。

1.2 问卷试测分析

1.2.1 被试 先前研究认为，女性比男性为家庭牺

牲自我的程度更大[12]，母亲在家庭中往往承担着更

多的教养责任[13]；在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现

象，照顾孩子更多、为孩子牺牲更多的往往是母亲。

为了使问卷更具代表性，在问卷施测中，我们选取母

亲担任主要照顾者的家庭，并邀请母亲作为家长中

的报告方。

样本1：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两所中学，通过网

络平台回收六到八年级儿童母亲的问卷 577份，选

取其中母亲报告自己担任主要照顾者的 507份，首

先，根据电子问卷系统显示的作答时间，删除作答时

间在 300s以内的不认真问卷 34份；然后，排查删除

规律作答的不认真问卷18份，得到有效问卷455份，

有效率为 89.7%。儿童年龄范围为 11-15 岁（M=
13.09，SD=0.91），其中男生256人，女生199人。

1.2.2 项目分析 首先采用极端组检验法进行项

目分析。将被试按问卷总分由高到底的顺序排列，

排序前 27%的被试记为高分组，排序后 27%记为低

分组。对高分组、低分组被试在每个项目上的得分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两组被试在所有

项目上得分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明

所有项目的鉴别力良好。

采用Cronbach’s α方法进行项目分析。结果显

示，当删除项目 24时，α值会从 0.885上升为 0.889，
但升幅不大，且考虑到项目24的含义，暂且保留。

1.2.3 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先前问卷同时对一

个项目的行为、认知等多方面进行评分时的处理方

法 [9]，对行为频率评分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 球形

检验和样本适当性检验（KMO 值）结果发现，χ2

（300）=3685.99，P<0.001，KMO=0.90，表明数据适合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和正交旋

转法。依据碎石图，抽取5个因素。

随后，删除负荷小于0.45和双重负荷的项目6、
12、20、22、23题，对剩余项目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确定抽取 4 个因素，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1.68%，各项目的因素载荷见表1。
表 1 问卷各因素的因子载荷

其中，因素1包含7个项目，合并了原核心编码

中的“牺牲时间资源”和“牺牲个人安排”中的项目，

命名为“牺牲个人自由”，意为根据孩子的生活、教育

安排随时调整自己的休息、娱乐、社交、工作等。因

素2包含6个项目，除项目25“我很累的情况下也会

把孩子照顾好”外，命名为“牺牲财务资源”，意为消

费时优先孩子，为孩子的成长努力赚钱、省吃俭用存

钱；考虑到项目25的含义与因素1更接近，拟将其调

整至因素 1中。因素 3包含 5个项目，命名为“争取

额外资源”，指为孩子谋取基础学习生活以外的更

多、更好的资源，如通过借钱等方式来争取更好的学

校资源、课外兴趣班的资源。因素 4仅包含 2个项

目，“接送孩子上下学减少了我的休息时间”与“我花

项目

15
17
3

21
11
14
24

因素1
0.73
0.70
0.69
0.64
0.61
0.61
0.58

项目

16
10
18
25
19
1

因素2
0.71
0.58
0.57
0.55
0.55
0.52

项目

7
13
9
8
5

因素3
0.82
0.76
0.57
0.56
0.54

项目

2
4

因素4
0.76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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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远超我消费能力的钱搬到孩子学校（或未来学校）

附近住”。从项目含义看，这一因素很可能反映了一

个与教养牺牲本身关系不大的其他因素，比如住所

与孩子学校的距离，因此拟删掉这一因素下的两个

项目。接下来，在结构效度检验中，我们也将同时检

验两处调整（调整项目25；删除因素4）后的结果。

2 教养牺牲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2.1 方法

2.1.1 被试 样本 2：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一所中

学，通过网络平台和线下班级施测，回收321个母亲

担任主要照顾者家庭中母亲、儿童填写的问卷，其中

母亲数据缺失 9份。儿童年龄范围为 11-15岁（M=
12.76，SD=0.90）。其中男生 155人，女生 166人。2
周后，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重测，本着自愿原则，样本

2中的101位母亲、92位儿童参与。

2.1.2 工具 自编《教养牺牲问卷》共 20个项目

（其中2个为拟删除项目），每个项目从行为频率、牺

牲程度、自愿程度三方面进行评价。均为5点计分，

各方面得分越高，分别说明教养牺牲行为频率越高、

认为的牺牲程度越高、牺牲越自愿。儿童版问卷将

家长版表述改为儿童表述，如将“我为孩子”改为“妈

妈为我”。

教养投入问卷：儿童填写教养投入问卷[14]作为

教养牺牲的即时效标。该问卷将教养投入分为互动

性、可及性和责任性三个维度，共 56 个项目。采用

5点计分，从“0”代表“从不”到“4”代表“总是”。各

维度得分越高，说明教养投入越高。本研究中量表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3。
亲子依恋问卷：研究者认为，牺牲是为了家庭更

好的发展，会带来更好的家庭关系[15]，如更高的亲子

依恋质量。因此，本研究选取儿童填写父母与同伴

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的中文修订版[16]来作为教养牺牲的预测效标。该问

卷包括15个项目，其中信任、沟通、疏离3个维度各

5个，采用 5点评定，从“1”代表“不是”，到“5”代表

“总是”。在信任、沟通维度上得分越高，及在疏离维

度上得分越低，说明母子依恋质量越好。本研究中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
2.1.3 数据处理 根据先前问卷同时对一个项目

的行为、认知等多方面进行评分时的处理方法[9]，在

分析结构效度时，选取行为频率报告分数进行分析，

而计算信度、效标效度时，选取行为频率、牺牲程度、

自愿程度三方面的分数进行分析。

2.2 结果

2.2.1 结构效度 使用Mplus 8.3进行教养牺牲行

为频率的验证性因素分析，首先建构一因素模型

M1，然后依据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构四因素模型M2，

之后将项目 25调整至因素 1中并删除因素 4，建构

三因素模型M3。如表 2所示，对家长版教养牺牲问

卷而言，M1拟合一般，M2、M3的拟合接近良好，且M3

相对更优；对儿童版教养牺牲问卷而言，M1拟合一

般，M2、M3的拟合良好，且M3相对更优。

表 2 教养牺牲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结合结构效度分析结果和项目含义，最后确定

问卷维度数为三个，将项目 25挪至维度“牺牲个人

自由”中。如表 3所示，无论是在家长版问卷中，还

是在儿童版问卷中，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r =0.78~
0.93）均大于维度间的相关（r =0.39~0.68）。

表 3 教养牺牲问卷各维度得分与总分的相关

注：左下为家长版，右上为儿童版；**P<0.01。
2.2.2 信度 如表4、5所示，家长版、儿童版问卷各

维度和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较高（α=0.77~
0.98），重测信度在0.59到0.85之间。

2.2.3 效标效度 以教养投入作为教养牺牲的同

时效标，以母子依恋质量作为教养牺牲的预测效标，

如表 6所示，教养牺牲行为频率、牺牲程度、自愿程

度均与教养投入、母子依恋显著正相关。

表 4 教养牺牲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家长版

儿童版

M1
M2
M3
M1
M2
M3

χ2/df
4.53
2.56
2.48
2.97
2.56
2.14

SRMR
0.086
0.064
0.061
0.058
0.047
0.047

RMSEA
0.106
0.071
0.069
0.079
0.060
0.060

CFI
0.74
0.89
0.90
0.86
0.92
0.92

TLI
0.71
0.87
0.88
0.84
0.91
0.91

1牺牲个人自由

2牺牲财务资源

3争取额外资源

总分

1
-

0.58**
0.39**
0.83**

2
0.68**

-
0.52**
0.83**

3
0.67**
0.53**

-
0.78**

总分

0.93**
0.82**
0.85**

-

家长版
Cronbach’s α

儿童版
Cronbach’s α

行为频率

牺牲程度

自愿程度

行为频率

牺牲程度

自愿程度

牺牲
个人自由

0.85
0.96
0.95
0.83
0.88
0.88

牺牲
财务资源

0.77
0.93
0.90
0.79
0.82
0.83

争取
额外资源

0.78
0.94
0.92
0.79
0.75
0.77

总体

0.88
0.98
0.98
0.91
0.9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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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养牺牲问卷的重测信度分析

表 6 儿童版教养牺牲问卷与效标问卷的相关

注：**P<0.01。
3 讨 论

尽管在中国家庭中，家长为了孩子的需求而牺

牲自己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国内的心理学研究者并

没有对教养牺牲进行明确的定义，也缺乏相应的测

量工具。为了弥补对这一话题关注的缺失，突出中

国父母“为了孩子愿意付出一切”的文化特色，本研

究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家庭的教养牺牲问卷，并进行

了信效度检验。之所以同时编制家长版、儿童版问

卷，是因为家长和儿童会对教养有不同的感知，这一

感知差异稳定存在且会影响儿童发展[17]，编制并验

证两版问卷的信效度，更便于未来研究教养牺牲的

感知差异。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问卷中的每个项

目都要求被试做出客观行为频率、主观牺牲认知和

主观牺牲意愿三方面的评价，以求更全面、系统地评

价教养牺牲，也有利于在后续研究中更精准地研究

教养牺牲与其它变量的关系。信效度检验结果显

示，行为频率的重测信度在三个方面中是最高的，与

效标的相关值也最高，说明客观的牺牲行为可能是

在评价教养牺牲时最稳定、最值得关注的一方面。

为了保证问卷各项指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本研究严格遵循以下步骤编制问卷：首先，对家庭收

入尽量多样的多个家庭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和

编码依次进行，以确保访谈问题和终止节点的合理

性；然后，根据访谈结果，并参考前人在相关领域的

问卷，邀请心理学专家、家长等进行挑剔性阅读后，

提出“牺牲财务资源”、“牺牲时间资源”、“牺牲个人

安排”、“争取额外资源”的四维度理论构想，并编制

出问卷初稿；对家长试测后，通过对现实问卷结果的

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将原理论构想中的“牺

牲时间资源”、“牺牲个人安排”两个维度合并为“牺

牲个人自由”；最后，使用修改后的问卷对另一样本

中的家长、儿童施测，进行了信效度分析，两版问卷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结构效度、效标效度

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确定了信效度合格的正式

家长版问卷和儿童版问卷。教养牺牲问卷得分与即

时效标教养投入得分的相关显著，且处在低到中等

程度，这表明该问卷与成熟的教养评价工具紧密联

系，且反映出了已有工具未包含的新内容；而行为频

率、牺牲程度、自愿程度三方面得分与效标效度不同

的相关系数，也反映出分三方面进行评价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编制了分别适用于家长、儿童

的两版教养牺牲问卷，问卷共 18个项目，包括牺牲

个人自由、牺牲财务资源和争取额外资源3个维度，

每个项目从行为频率、牺牲程度、自愿程度三方面进

行评分。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

的要求，能够较全面地测量家长、儿童对家长在养育

青少年过程中牺牲情况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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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版
重测信度

儿童版
重测信度

行为频率

牺牲程度

自愿程度

行为频率

牺牲程度

自愿程度

牺牲
个人自由

0.80
0.66
0.82
0.79
0.62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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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源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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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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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
0.63

争取
额外资源

0.83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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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
0.59
0.71

总体

0.85
0.67
0.82
0.84
0.66
0.72

教养投入

母子依恋

行为频率

0.47**
0.33**

牺牲程度

0.26**
0.22**

自愿程度

0.4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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