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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养观念、
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王秀丽
（洛阳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河南洛阳 471000）
摘 要：本研究以 724 名 5-6 岁幼儿及其父母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高分组和低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差异，
同时考察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结果发现：
无论是父母教养观念还是亲子关系，
高分组和低
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呈显著的正相关，并共同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因此要转变父母教养观念，
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要树立积极的挫折教育观，
提高幼儿的抗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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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Parenting Idea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WANG Xiu-li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471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724 children aged 5-6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between high-and low-groups in parenting concept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t the same time，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concept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wa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group and low-group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whether in parenting ideas or par⁃
ent-child relationship. Parenting concept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join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social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parenting as to shape a good parent-child rela⁃
tionship and to establish a positive concept of frustration education as to improve children’
s ability to resist setbacks.
Key words: children，parenting concepts，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ocial development

一、问题提出
社会性发展和认知发展、人格发展共同构成
儿童发展的三大主题，对幼儿的全面发展具有不
可替代的意义。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儿期是
个体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与其未来社会情
绪、个性品质、社会性交往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
发展息息相关［1］。
2001 年教育部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试行）》
（以下简称《纲要》
）特别强调：
“幼儿园要
从不同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
［2］
能等方面的发展。”
尤其要避免只注重知识、技
能，忽视情感、态度和社会性的发展。随着《纲
要》的颁布，我国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发展为学前
教育中一门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学科，与健康、语
言、科学、艺术共同构成学前教育课程体系以及
学前儿童发展的五大领域。2012 年教育部出台
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简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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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一步明确：
“ 幼儿社会领域的学习与发展
过程是其社会性不断完善并奠定健全人格基础
的过程，良好的社会性发展对幼儿身心健康和其
他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幼儿社会性
［3］
发展的基本途径是人际交往和社会适应。”
可以
看到，
《纲要》和《指南》都强调幼儿教育的关键所
在，即培养让幼儿受益终身的品质，促进其社会
性发展，
逐步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
家庭是是幼儿获得社会人际关系、社会性认
知以及性别角色概念的最初场所，是幼儿社会性
发展最基本的执行者。有研究发现:“儿童未来的
发展深受其最初家庭生活经历的影响，虽然儿童
在进入幼儿园和小学后，家庭的作用一定程度的
削减，但是儿童大部分的时间依然在家庭中度
过，家庭与老师、同伴、近邻等一些短期关系存在
［4］
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家庭在幼儿各方面的成
长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家庭氛围、父母教养观
念、亲子关系以及受教养观念影响的教养方式和
行为都会影响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有研究表明，父母教养观念类型影响幼儿个
性发展以及同伴交往的质量，积极型的教养观念
有利于幼儿的个性发展，而消极型的教养观念则
会阻碍幼儿个性的发展［5］；此外，父母教养观念越
积极，孩子就越受同伴的欢迎；反之，父母教养观
念越消极，孩子越容易被同伴排斥［6］。另外，在儿
童的人际关系中出现最早并且持续最久的亲子
关系，也会影响儿童社会性的发展。研究发现：
和睦、融洽的亲子关系能够降低幼儿攻击性行为
的发生概率［7］，使幼儿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
为［8］；民主型亲子关系有利于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在民主型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社会性发展水
平最高［9］。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关于父母
教养观念、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还
较为薄弱；关于父母教养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父母教养行为和教养方式等外显行为上，而对内
在教养观念的研究甚少。此外，大多数亲子关系
研究都集中在年龄较大的孩子身上，其中以青少
年的研究居多，幼儿期亲子关系的研究相对较
少；并且已有研究普遍强调父母在亲子关系中的
主体地位，仅仅从父母角度出发解释亲子关系，
忽略了孩子在亲子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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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父母教养观
念、亲子关系以及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特点，有助
于我们采取有效的家庭干预措施，为提升父母教
养观念的科学性，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提高幼
儿社会性发展水平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兰州
市八所幼儿园中的 5-6 岁幼儿及其父母作为研究
对象。这八所幼儿园包括三所农村幼儿园以及
五所不同性质（政府机关幼儿园、私立幼儿园、厂
矿幼儿园、高校附属幼儿园）的城区幼儿园。本
研究共发放问卷 941 份，回收问卷 782 份，回收率
为 83.1%，剔除无效问卷 58 份，最终获得 724 份有
效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 92.6%。
（二）研究工具
1. 父母教养观念问卷
对父母教养观念的考察借鉴了 2013 年南京
师范大学朱星梅硕士毕业论文中的研究工具《父
母教养观念问卷》，并结合本研究的需要对个别
问题进行适当的修改。修改后的问卷共 30 道题，
包括儿童发展观（1-9 题）、早期教育观（10-25
题）、父母观（26-27 题）、成才观（28-30 题）四个维
度，
各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794、0.815、
0.748 和 0.779，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问卷
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分，每个问题从 1 到 5 分
代表“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一般同意”
“比
较同意”
“完全同意”。
2. 亲子关系问卷
对亲子关系的考察借鉴了 2008 年内蒙古师
范大学赵婷婷硕士毕业论文中的《亲子关系问
卷》。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846，具
有良好的信度。该问卷从要求性、反应性、情感
亲密性和依恋这四个维度进行编制，分为父母部
分和幼儿部分，其中父母部分（1-16 题），主要从
要求性、反应性、情感亲密性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幼儿部分（17-30 题），从依恋维度进行考察。问
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评分，从 1 到 5 级分别表
示所描述的语句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的不同程度，反向叙述题则反向记分。该问卷所
有问题均由父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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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社会性发展调查问卷
《幼儿社会性发展调查问卷》主要由周念丽
编制，该工具涵盖了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5 个方面:
社 会 适 应 、社 会 情 绪（包 括 情 绪 表 达 和 情 绪 调
控）、抗挫行为、忍耐行为、服从行为。问卷采用
五级计分，每个条目由 1 到 5 分别表示“从不”
“几
乎不”
“ 大约一半”
“ 几乎是”
“ 总是”，幼儿得分越
高代表社会性发展越好。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
数在 0.78～0.86 之间，具有较好的信度，能够有效
预测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水平。
（三）研究过程
首先，由幼儿园带班老师向家长发放知情同
意书，告知家长研究目的和实施程序，如果家长
没有异议就在同意书上署名。然后，由带班教师
将《父母教养观念问卷》
《亲子关系问卷》
《幼儿社
会性发展调查问卷》成套发给家长，提醒家长认
真浏览填表说明和注意事项，次日由家长统一交
回。出于研究的伦理性考虑，本次问卷调查均采
取匿名方式进行，
通过编号相匹配。
（四）数据处理
本研究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 19.0 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差异分析考察
父母教养观念的现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
因素方差分析探究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家庭
背景因素，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父
母教养观念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本情况
表 1 结果显示，幼儿社会性发展总分平均值
为 3.06，高于中值 3，说明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整
体较高；各维度的平均得分介于 2.70-3.63 之间，
其中“社会适应”维度得分最高，
“抗挫行为”维度
得分最低。
表 1 幼儿社会性发展及各维度的基本情况

（二）幼儿社会性发展在父母教养观念和亲
子关系上的差异检验
首先将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总分按照
递增顺序排序，
取前 27%作为低分组；
再按照递减
顺序排序，
取前 27%作为高分组；
最后通过独立样
本 t 检验比较幼儿社会性发展在高分组和低分组
上的差异，
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幼儿社会性发展在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上的差
异检验（N=724）
幼儿社会性发 幼儿社会性发

分组变量

展水平均值

展水平标准差

父母教 高分组

3.14

0.356

养观念 低分组

2.30

0.321

亲子

高分组

3.26

0.477

关系

低分组

2.88

0.223

t

4.307***

3.966***

注：
*p<0.05，
**p<0.01，
***p<0.001

从表 2 可以看到，父母教养观念高分组和低
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分别为 3.14 和 2.30，
亲子关系高分组和低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
平分别为 3.26 和 2.88，并且无论是父母教养观念
还是亲子关系，高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均
显 著 高 于 低 分 组（t=4.307，p<0.001；t=3.966，p<
0.001 ）。由此可见，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得
分越高，
幼儿社会性发展越好。
（三）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对
幼儿社会性发展是否具有影响，本研究对父母教
养观念、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进行了 Person 相关分析，
同时以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各
维度为自变量，以幼儿社会性发展总分为因变量
进行了逐步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父母教养观念、
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相关分析（N=724）

N

均值

标准差

社会适应

724

3.63

0.544

社会情绪

724

3.28

0.410

父母教养观念 ——

0.396***

0.214***

抗挫行为

724

2.70

0.601

亲子关系

——

——

0.345***

忍耐行为

724

2.80

0.548

服从行为

724

2.93

0.501

幼儿社会性
——
发展

——

——

总分

724

3.06

0.326

父母教养观念 亲子关系 幼儿社会性发展

注：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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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父母教养观念、
亲子关系各个维度与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回归分析（N=724）

因变量 自变量 B
依恋

Beta

t

R2

F

0.142 0.277 6.650***

幼儿社 早期教
0.101 0.110 3.073**
会性发 育观
展
情感亲
0.047 0.104 2.491*
密性

0.151 42.550***

注：
*p<0.05，
**p<0.01，
***p<0.001

表 3 结果显示，父母教养观念与亲子关系、父
母教养观念与幼儿社会性发展、亲子关系与幼儿
社会性发展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 4 结果显示，回归分析的有效性检验 F=
42.550（p<0.001），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0.151，说明
回归模型是有效的，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可
以解释 15.1%的幼儿社会性发展。将父母教养观
念、亲子关系各个维度同时引入多元回归模型
中，父母教养观念中的“儿童发展观”
“ 父母观”
“成才观”以及亲子关系中的“要求性”
“ 反应性”
的影响作用消失，
“ 依恋”
“ 早期教育观”和“情感
亲密性”进入了回归方程，其中“依恋”维度对幼
儿社会性发展的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早期教育
观”
和“情感亲密性”。

四、讨论
（一）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幼儿社会性整体发展呈中
等水平，其中“社会适应”维度得分最高，
“抗挫行
为”维度得分最低，说明 5-6 岁幼儿的社会适应
能力较强，但是抗挫能力则比较弱。这可能是因
为经过小班和中班两年的幼儿园生活后，大班幼
儿对幼儿园的环境和一日生活常规已经非常熟
悉，并且多数幼儿在班上建立了亲密的师幼关系
和同伴关系，因此在群体生活的适应、归属感的
获得、基本行为规范的遵守等社会适应方面发展
较好［10］。而幼儿抗挫能力相对较弱可能是家长
过度的保护造成的。由于父母对幼儿的生活包
办太多，幼儿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几乎没有独立
面对挫折情境的机会，往往在其还未觉察到困难
时，困难就已经被解决了。所以当幼儿第一次独
自面对挫折时往往会不知所措，甚至产生畏惧和
退缩行为［11］。还有的家长坚持“快乐至上”和“树
大自然直”的观念，认为孩子年龄还小，心理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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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差，不应该对他们有过多的要求，能够快
乐的成长就行，没有必要培养他们的抗挫折能
力。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
对抗挫折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
（二）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无论是父母教养观念还是亲子
关系，高分组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均显著高于
低分组。另外，父母教养观念与幼儿社会性发
展、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之间均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父母教养观念越进步，亲
子关系越和谐，幼儿社会性发展水平越高。这一
发现也恰恰印证了已有研究的一些结论。例如，
有研究表示，父母教养观念越积极越有利于幼儿
个性的发展；父母教育观念得分越高，儿童同伴
关系发展越好；父母教育观念中的情感温暖、理
解支持能够促进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严厉教育
能够促进幼儿控制能力（包括行为控制和情绪控
制）的发展；母亲的教育观念越符合儿童生理和
心理的发展水平，儿童自主性的发展越好［12］。在
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发展方面，还有研究认
为，融洽的亲子关系能够降低幼儿攻击性行为的
发 生 概 率［13］，使 幼 儿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亲 社 会 行
为［14］；在民主型和权威型亲子关系下长大的孩子
善于人际交往，与教师和同伴的关系也更加和
睦［15-17］。
（三）父母教养观念、亲子关系与幼儿社会性
发展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
系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说明父母教养观念越
科学，父母对儿童以及儿童的成长发展越重视、
对早期教育以及为人父母的职责认识越深刻、对
子女成才的期望和要求越合理，其家庭亲子关系
整体也越协调。另外，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
与幼儿社会性发展总分均存在极其显著的正向
相关关系，这表示父母教养观念对于幼儿社会性
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父母教养观念越积极
越科学，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水平越高。但是父母
的教养观念不会直接作用于幼儿，观念要通过指
导行为来间接的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同时，亲
子关系越和谐，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水平也越高。
家长与孩子的相处和交流是亲子关系建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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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因此家长对于孩子社会性的发展意义重大。
父母与子女良好的沟通，父母以平等的、民主的、
说理的方式养育孩子，是促进孩子社会性健康发
展的有效举措。研究发现，幼儿社会性的发展与
家庭亲子关系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性，在专制型
的亲子关系中，儿童很难体验到合作与沟通的乐
趣，长大后常常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在民主型的
亲子关系中，儿童有更多的机会去完成他们的社
会性发展，比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创造性的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等［18］。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
关系可以预测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水平。其中，依
恋、早期教育观和情感亲密性依次进入了回归方
程，并且这三个因素对幼儿社会性发展均具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父母对早期教育的相关
认识越深刻越科学、对子女在情感或行为上有更
多亲密的表现、幼儿更愿意亲近父母并对父母有
较高的依恋情绪，幼儿社会性的发展水平越高。
而父母教养观念中的“儿童发展观”、
“ 父母观”、
“成才观”以及亲子关系中的“要求性”、
“反应性”
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表示这些因素与幼儿的社会
性发展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综上，父母教养
观念、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可用图
1 表示:
父母教养观念
幼儿社会性发展
亲子关系

图 1 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影响

图 1 中，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共同影响
幼儿社会性的发展，父母教养观念和亲子关系相
互影响。由此可见，家庭作为幼儿生活最为密切
的微观系统，其中的每一个要素都息息相关，父
母积极进步的教养观念会产生和睦融洽的亲子
关系，而良好的亲子关系又有利于父母转变不科
学的教养观念，反之亦然。据此，父母教养观念
一方面直接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可
能通过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幼儿社会
性发展。亲子关系亦如此，在直接影响幼儿社会
性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通过父母教养观念间接影
响幼儿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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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建议
（一）转变父母教养观念，
塑造良好亲子关系
本研究发现幼儿社会性发展受到父母教养
观念和亲子关系的相互影响，因此提高幼儿社会
性发展水平可以从转变父母教养观念，塑造良好
亲子关系着手。
一方面，父母要通过教育知识学习、育儿经
验交流及家园合作来转变教养观念。具体来讲，
第一，父母要主动加强学前教育知识的学习，认
真阅读学前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国家的教育政策，
进一步领会教育理念的精神和内涵，自觉反思自
己在幼儿教育中的缺点和不足。第二，通过大众
传媒等多种渠道了解学前教育的最新资讯和发
展动向，不断拓宽自己的教育视野，以更加进步
和开放的姿态更新教养观念。第三，和身边有经
验的家长进行探讨和交流，借鉴和参考她们成功
的育儿经验，从而不断纠正自己观念系统中不科
学的认识。第四，积极寻求幼儿园教师的帮助。
幼儿园教师经过专门的训练，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和技巧［19］。因此，父母
要经常和幼儿园教师沟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
教 养 能 力 ，通 过 家 园 合 作 促 进 幼 儿 社 会 性 发
展［20］。
另一方面，父母应通过各种途径与幼儿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由于本研究的亲子关系主要
从要求性、反应性、情感亲密性、依恋四个维度来
考察，因此完善亲子关系的对策也从这四个方面
考虑。首先，父母应该从幼儿自身情况出发，提
出合理的要求和期待。因为幼儿心智发展尚未
成熟，对社会的认知才刚刚开始，只有正确的引
导和合理的要求才能帮助孩子。其次，父母要无
条件的关注和支持幼儿，要对幼儿的表现和需求
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反应性。当幼儿接收到来自
父母情感或者行动上积极的回应和反馈后，人际
交往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就会增强。再次，父母应
该给与孩子更多的陪伴和呵护，注重与孩子的心
灵交流和沟通，多从精神上关心孩子，与孩子建
立亲密的情感联系。最后，父母应与幼儿建立安
全型的依恋关系。在家庭生活中，父母应该以平
等的身份与孩子相处，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
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发出的信号给予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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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回应，使孩子充分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怀和
爱意，
进而对父母形成安全的依恋。
（二）树立积极的挫折教育观，提高幼儿的抗
挫能力
本研究发现，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整体水平较
高，但是社会性各个方面的发展之间还存在不平
衡的现象，其中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最好，而抗
挫能力的发展则最弱。因此，提高幼儿社会性发
展整体水平的关键是提高幼儿的抗挫能力，将抗
挫能力的发展作为突破口加强训练。
一方面，父母应树立积极的挫折教育观，正
确看待和评价挫折。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当孩
子跌倒时，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扶起孩子安慰孩
子；还有些家长因为心疼孩子，舍不得让孩子受
苦，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孩子。然而，那些在父
母无微不至呵护下长大的孩子，一旦独自遇到困
难，便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结果反而承受了更大
的挫折。因此，父母一定要学会放手，鼓励“跌
倒”的孩子自己站起来，引导孩子用积极的态度
面对挫折，
如此孩子才会坦然无惧的接受挑战。
另一方面，父母教养观念不会直接作用于幼
儿，而是要通过教养行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幼
儿，所以父母要将挫折教育观落实到具体行动
上。首先，父母要及时进行疏导，帮助幼儿排解
克服消极情绪。由于幼儿年龄尚小、经验不足、
认知水平以及自我调节能力有限，他们在面对挫
折和失败时不免会产生消极情绪和畏惧心理。
父母在这个时候要鼓励孩子，帮助孩子分析失败
原因，引导孩子将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等外在可
控因素，而不是归因于能力不足等不可控的内部
因素。其次，班杜拉说过，
“儿童通过观察模仿成
［21］
人的行为而习得新的行为 ”
。因此，为了增强
幼儿的抗挫信心，提高幼儿的抗挫能力，父母要
为孩子树立抗挫的榜样，给孩子提供成功抗挫的
鲜明事迹，并且鼓励孩子“挫折无法避免，但只要
勇敢的挑战，
就一定能够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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