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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视角下母亲教养行为的代际传承性研究*
王 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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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问卷法，从生命史理论的角度探讨母亲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性。研究问题一显示，童年期家庭环境的艰苦性和不可预
测性不能预测个体成年后的生命史策略，原生家庭母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通过焦虑型依恋行为的中介作用可以间接地负向预测成
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原生家庭母亲的民主型教养方式可以直接预测成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研究问题二显示，慢生命史策
略在原生家庭母亲的民主型教养行为和成年女儿的合作型协同教养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结论：生命史策略在家庭内部母
女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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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文献综述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依恋和教养行为是经常被
涉及的话题。通常的逻辑关系是母亲养育模式决定
了婴儿的依恋行为，并进而影响个体成年后对后代
的养育行为。但是，是否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心理
变量从而导致教养行为的代际传递呢？
虽然在依恋理论体系提出之初 Bowlby（1973）
便大量引用了达尔文的进化思想，但从进化角度探
讨个体发展的内在过程，则在近年才开始引起关注。
进化心理学指出，生存和繁衍是人类面临的两大基
本挑战，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来应对两大挑战，成
为每个有机体面临的难题（Charnov, 1993）。依据
生命史理论（Roff, 2002），个体在自身资源分配中
所采取的行为权衡模式表现为以“快策略”和“慢
策略”为两极的连续谱系的生命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 Kaplan & Gangestad, 2005）。在快策略一端，
个体更早成熟，更早发生性行为，拥有更多性伴侣，
生育更多子女，在后代抚养上投入更少；慢策略的
个体则与之相反（Belsky, Schlomer, & Ellis, 2012）。
依恋和生命史策略，都属于个体童年生活环境
所塑造的内部运行模式，两者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
因此，在上述文献基础上，本研究将引入生命史策
略这一变量，以期从更深层次探讨养育和依恋行为，
在进化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人类养育行为的代际
传递性。

１.１ 生命史策略的形成：童年家庭环境的预测作用
现有文献指出，生命史策略的形成主要源自童
年阶段的生活环境，5 至 7 岁之前是个体生命史策
略形成的敏感期 (Belsky, Steinberg, & Draper, 1991)。
童年环境中的两大变量——艰苦性（指物质上的贫
困）和不可预测性（包括搬家次数、父母工作变
动、同父亲或母亲的分离等）——可以预测个体之
后的生命史策略（Belsky et al., 2012; Ellis, Figueredo,
Brumbach, & Schlomer, 2009）。
除了上述两个因素，原生家庭的教养行为，作
为儿童感知外界环境最为重要的外部线索（Bowlby,
1973），在个体生命史策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应扮演
重要角色。围绕依恋行为，Belsky 等人（2007）曾
提出较为笼统的生命史策略发展路径，认为在个体
生命史策略的形成中，家庭环境扮演着重要作用，
而依恋风格，很有可能在其形成中起着一定的中介
作用。
事实上，已有文献（Belsky, 2009）也指出，母
亲的严厉教养方式能够预测女孩青春期的冒险性性
行为，此外，随着母亲对后代照料敏感性的降低，
后代口头报告的性行为次数和性伴侣个数会随之增
加 (Belsky et al., 2012)，这些都是快生命史策略的
表现。而童年期父亲角色的缺失会导致女孩子更早
性成熟（Draper & Harpending, 1982），学业表现更
差（Heard, 2007） 以 及 更 早 生 育（Nettle, Co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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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ins, 2010）。而 4 岁之前生活环境中的不可预测

的母亲。平均年龄 41 岁（SD =4.39 岁）。最终回收

性，通过父母养育过程中更少的支持行为，从而导

有效问卷 25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

致个体的非安全依恋，并进而导致成年个体的更为

２.２ 研究工具

消极的养育行为（Szepsenwol, Simpson, Griskevicius,
& Raby, 2015）。

本研究中所有问卷均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1=
完全不符合；7= 完全符合）。

综合上述文献有以下假设：童年环境的艰苦性

生 命 史 策 略。 采 用 Mini-K 量 表（Figueredo et

和不可预测性通过父母教养方式从而预测个体的生

al.，2006），原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6 个维度。根

命史策略；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可以预测个体的依

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删除不合适的 3 个项目，

恋风格，进而预测个体的生命史策略。

最终在本研究数据分析部分使用 4 个因子：“个人

１.２ 从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到新家庭的协同教养行

特质”、“同家人关系”、“同朋友关系”以及“同

为：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

亲戚关系”，其 α 信度系数分别为 .79，.79，.86 和 .84。

不同生命史策略的重要区别之一便是在亲代投

教养方式。采用教养方式问卷 PSDQ（Parenting

资上的差异。在家庭内部，教养质量不仅有赖于教

Style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 Robinson,

养者自身的投入，也同教养者之间的互动联系密切

Mandleco, Olsen, & Hart, 1995），让被试对其原生家

（Kolak & Vernon-Feagans, 2008）， 或 称 协 同 教 养

庭母亲的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其中民主型教养行为

（Ahrons, 1981）。协同教养是父母在对子女抚养

由 9 个项目构成（如“即使和母亲的意见不一致，

过程中互相支持程度的表现，反映了父母在养育角

她也会鼓励我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母亲的专

色上的协调品质 (McHale, 1997)。协同教养行为受

制型教养行为由 7 个项目构成（如“当我犯错误时，

到各种因素影响，包括父母的人格特征（Stright &

母亲先把我训斥一通，然后再了解具体情况”）。

Bales，2003）、情绪调控能力（Talbot & McHale，

α 系数分别为 .88 和 .79。
依恋行为。8 个测量项目选自 ECR（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Brennan, Clark, &
Shaver, 1998），把其中的“恋人”改为“母亲”，
分别测试依恋回避（如“当生活中碰到压力时，我
宁愿自己消化也不愿意向母亲倾诉”
）
和依恋焦虑
（如
“我怀疑母亲是否真正爱我”）两个维度，α 系数
分别为 .68 和 .62。
协同教养行为。采用协同教养问卷（Coparenting
Style; McHale，1997）中的 12 个项目，分别测试“合
作行为（如“我会鼓励孩子与爸爸互动”）”和“冲
突行为（如 “我会当着孩子的面同配偶争吵”）”，
α 系数为 .87 和 .69。
童年生活环境。童年生活艰苦性的测量采用
Griskevicius 等人 (2013) 的三个项目，α 系数为 .81。
童年生活环境不可预测性采用已有研究（Belsky et
al., 2012）中的四道类似题目，分别为 6 岁之前母亲、
父亲离家次数和母亲、父亲换工作次数。
２.３ 施测方法与程序
将所有问卷装入信封，班主任召集在开家长会
时由心理学硕士担任主试向母亲发放问卷，尤其强
调在填写“原生家庭母亲教养行为”和“依恋行为”
时，一定要认真地回忆自己童年时同母亲的关系状
况，其余内容则根据自己目前情况匿名如实填写。

2004）、依恋类型（Talbot et al., 2009）等。
从生命史理论的角度探讨家庭内部的协同教养
行为，可以从更深层面上挖掘个人及代际之间的行
为发展轨迹。基于生命史策略同个体繁衍行为之间
的密切关系（Kaplan & Gangestad, 2005），可以推
断个体不同的协同教养模式很可能源自其背后不同
的生命史策略。
同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 theory；Griffin,
1993）相一致，已有文献指出，父母的支持性养
育行为存在着代际间的显著相关（Stright & Bales,
2003），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虐待、暴力行为，还
是支持与应答的敏感性，都存在着代际传递（Hops,
Davis, Leve, & Sheeber, 2003）。
既然原生家庭的教养模式可以预测个体成年之
后新家庭的养育行为，那么，两者之间的预测效果
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认为，个体的生命史策略在
其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原生家庭的教养模式塑造了
个体不同的生命史策略，进而可以预测其成年后的
协同教养行为。这也是研究问题二要探讨的问题。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从华中某县级市 2 所普通初中招募 29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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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父亲换工作次数（M =.08, SD=.34）（r =.00）同

３ 研究结果
使用 IBM SPSS AMOS 21.0 录入并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模型 1 和
模型 2 均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３.１ 研究问题 １：童年环境同生命史策略间的关系
３.１.１ 生命史策略的形成：童年期生活环境的预测
效应
把测量童年期家庭经济状况的三个项目相加得
总分即为“家庭经济状况”变量。父母离家次数及
换工作次数取其实际数值。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童年期家庭经济状况（M
= 6.95, SD =3.11）同个体生命史策略之间不存在明
显相关（r =-.02）；童年时期母亲离家次数 (M =.05,

SD =.30)（r =.02），父亲离家次数（M =.10, SD =.58）
（r =-.06），母亲换工作次数（M =.07, SD =.35）（r =.01）

个体成年后的生命史策略之间均不存在明显相关。
童年期家庭经济状况同原生家庭母亲的专制型
教养方式（M =14.97, SD =8.58）（r =.02）、民主型
教养方式（M =37.37, SD =10.74）（r =.11, p =.07）之
间也不存在明显的相关。
３.１.２ 慢生命史策略的形成：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
式下依恋焦虑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被试群体的最大和最小年龄相差 22 岁，
96.60% 的母亲年龄分布在 35 和 50 岁之间，为了更
为清晰地呈现变量间的真实关系，在两个模型中，
把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相关分析显示，
除了依恋回避同原生家庭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和生
命史策略之间相关不显著外，其余变量间的相关（数
值位于 .15 至 .44 之间）均达到显著水平。
模 型 1 的 拟 合 指 数 为：χ 2=179.60, df =79,

模型 １： 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式、成年女儿依恋行为及生命史策略间的关系
( 注：*p <.05; **p <.01; ***p <.001。下同。)

RMSEA=.07，IFI=.92，CFI=.91。其中年龄变量同回
避依恋、焦虑依恋、慢生命史策略间的回归系数均
不显著。

略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原生家庭母亲的民主型教养行为不能显著预测
成年女儿的焦虑型依恋行为（M =1.18, SD =1.34），

原 生 家 庭 母 亲 的 民 主 型 教 养 方 式（M =4.15,

专制型教养行为可以显著预测成年女儿依恋模式中

SD =1.19）可以负向预测其成年女儿依恋模式中的回
避行为
（M =3.21, SD =1.38）
，
专制型教养方式
（M =2.14,
SD =1.23）不能显著预测其成年女儿的回避行为，依
恋回避行为同慢生命史策略（M =4.87, SD =.65）间
不存在明显相关。因此，依恋模式中的回避行为在
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式同其成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

的焦虑行为，依恋焦虑可以显著预测其慢生命史策
略。Sobel 检验结果显示，依恋焦虑在原生家庭母亲
教养方式同其成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之间存在非
常明显的中介效应（β = -.23, p <.001）。
原生家庭母亲民主型教养方式同其成年女儿
慢 生 命 史 策 略 间 的 直 接 效 应 和 总 效 应（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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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1）均显著。专制型教养方式同其女儿慢生命
史策略间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β =-.10, p >.05）均
不显著。
３.２ 研究问题 ２：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式与成年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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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协同教养行为：生命史策略的中介效应
相关分析显示，冲突型协同教养同各变量间相
关较低，其余变量间的相关（数值位于 .19 至 .44 之
间）均达到显著水平。

模型 ２： 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式、成年女儿慢生命史策略及其协同教养行为间的关系

模 型 2 的 拟 合 指 数：χ 2=184.43, df =96,
RMSEA=.06，IFI=.94，CFI=.94。

人 (2012) 的研究被试为 1364 人，但环境不可预测
性同性伴侣数量之间的回归系数仅为 .14, 因此，本

模型 2 显示，原生家庭母亲的民主型教养方式

研究相对较小的样本难以揭示出变量间微弱的内在

可以预测成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成年女儿的慢

联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源自文化差异，

生命史策略可以预测其同丈夫协同教养下一代中的

传统中国文化对“性”话题的相对敏感会使个体在

合作型教养行为，原生家庭母亲民主型教养行为对

填写问卷时有意识地隐藏或伪装自己真实的性态度

其成年女儿协同教养合作型教养行为的总体效应

和性行为。

（β =.30, p <.001）和间接效应（β =.20, p <.05）达到

４.１.２ 原生家庭母亲教养方式与成年女儿生命史策

显著性水平，直接效应不显著。

略

原生家庭母亲的专制型教养方式同慢生命史策

本研究结果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依恋行为

略间不存在明显关联，慢生命史策略对冲突型协同

的两个维度同母亲教养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同关联。

教养的预测效果没有达到显著水平。成年女儿慢生

原生家庭母亲的专制型、民主型教养方式可以分别

命史策略在原生家庭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和冲突型

显著预测女儿的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依恋回避同

协同教养间不存在中介效应（β =.01, p >.05）。原生

生命史策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但依恋焦虑却可

家庭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和成年女儿协同教养行为

以显著预测个体的生命史策略。从而进一步支持了

间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依恋行为的两维度划分（Fraley, Hudson, Heffernan,

４ 讨论
４.１ 童年生活环境同生命史策略间的关系
４.１.１ 童年环境同生命史策略间的关系

& Segal, 2015），焦虑和回避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
并且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
其次，在生命史策略的形成过程中，原生家庭
母亲的民主型和专制型教养方式的作用机制迥然不

与已有文献不一致（Belsky et al.，2012；Ellis et

同。民主型教养方式通过直接的途径作用于女儿的

al.，2009），本研究数据显示，不管是童年时期家

生命史策略，专制型教养方式却通过依恋焦虑的中

庭的社经地位，还是家庭生活环境的变故，同个体

介作用负向预测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

成年后的生命史策略之间均不存在联系。造成此结

由此可见，原生家庭母亲宽松民主的教养风格，

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已有文献的研究对象为

可以正向直接地预测其成年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

大样本，由此呈现出一定的预测效应，如 Belsky 等

而专制型教养风格则能够间接地负向预测成年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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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慢生命史策略，即使加入年龄控制变量之后，依

MaHale, 2004) 等方面的影响之外，也受到原生家庭

然如此。根据 Belsky 等人（1991）的条件性适应理

状况的影响。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原生家

论，儿童对当前环境的感知会影响到其对未来环境

庭中母亲民主型的教养方式展现给孩子一种更为接

的预测，从而发展出具有适应性的策略。慢生命史

纳和包容的人际互动模式，并通过观察学习的途径

策略主要涉及个体在不同领域的良好适应，如“我

实现代际间的传递。

对周围环境很有归属感”等，民主的家庭氛围更有

图 2 模型表明，生命史策略在原生家庭母亲民

利于这些心理或行为模式的形成。而专制型教养风

主型教养方式和成年女儿的合作型协同教养之间起

格之所以是众多适应性问题的形成根源（Steinberg,

着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原生家庭

Lamborn, Dornbusch, & Darling, 1992），一个很重要

对个体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从生命史理论的角度提

的途径便是通过焦虑型依恋行为的中介效果。

出了一个更具发展适应性的视角来理解教养行为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母亲专制型教养方式可以

代际间的变化与传递性。已有文献倾向于把子女当

直接正向预测女儿的慢生命史策略（虽然没有达到

作被动的个体，忽视了其适应性。而从进化心理学

显著水平），但焦虑型依恋的中介作用却是负向的，

的角度来看，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受到自然选择的影

最后导致其总效应不显著（β =-.10, p >.05）。此结

响，个体为了提高适应性会主动感知当前环境，并

果一方面支持了跨文化研究中关于中国文化下专制

对未来的环境进行预测和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

型教养方式对家庭凝聚力（生命史策略测量的内容

家庭中的教养行为具有“天气预报”的功能，让儿

之一）的促进作用（Chen, 2014），另一方面又揭示

童知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从而在认知、情绪、

了通过依恋焦虑的中介过程母亲专制型教养风格预

身体、行为等方面做好准备，以顺利完成生存和繁

测个体适应行为问题的途径。由此提供了更为清晰

衍任务。个体的生命史策略也在这一适应与准备的

且有深度的解释专制型教养同个体发展间关系的背

过程中逐渐形成（Bateson, 1994）。

后可能模式。

繁衍是个体最重要的生命任务之一。协同教养，

当然，上述结果也支持了 Bowlby（1973）的观

与教养投入度相似，都是为了完成繁衍任务，受到

点，个体成年之后不同的依恋类型源自童年时期不

个体生命史策略的指引。原生家庭母亲的民主型教

同类型的亲子互动模式（Simons et al., 2014）。根

养风格可以正向预测成年女儿的生命史策略，通过

据 Belsky 等人（1991）的条件性适应理论，儿童对

生命史策略的中介，又可以进一步预测成年女儿对

当前环境的感知会影响到其对未来环境的预测，从

后代抚养过程中同配偶之间合作模式。因此，原生

而发展出具有适应性的策略。童年依恋关系的焦虑

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在新生家庭中协同教养行为的

预示着资源的不稳定和不可控，这种不可控感会在

预测是通过个体生命史策略的中介效应来实现的。

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多个方面有所体现，并影响个体
的资源分配策略，从而倾向于建立功利性的人际关

５ 本研究的局限性

系、更早生育、更少的亲代投资，表现为快生命史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本研究具有以下局限

策略。此外，本研究也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 Belsky

性：首先，采样人群较为单一，所有问卷均由成年

等人（2007）提出的关于生命史策略发展路径的设想，

女儿完成；其次，是横向研究，无法从纵向角度深

即童年期母亲的教养行为会影响到个体依恋关系的

层揭示生命史策略的形成机制；最后，只是揭示了

发展，从而影响到其特定繁衍策略的形成。

变量间的静态关系，如果能够通过实验的途径进一

４.２ 原生家庭教养方式与协同教养行为：生命史策

步揭示上述变量间的动态关联，研究的深度和说服

略的完全中介效应

力将会极大提高。

相关分析显示，原生家庭民主型的教养行为与
新生家庭中个体的合作型协同教养行为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与冲突型的协同教养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这一结果符合家庭系统的相关理论，说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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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Histor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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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ite a lot of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topic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behaviors. However, until now most of

the literature explaine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attachment. Few studies explore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arenting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explored the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aternal parenting. With questionnaires collected in Central China from 252 mothers (mean age=41 years old,
SD=4.39) , each of them had at least one child who was in the secondary school. This research explored how the maternal parenting style in the original
family influenced the adult daughter’s co-parenting behaviors in their new family. We hypothesized that in addition to attachment style, the adult
daughter’s life history strateg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Two questions were mainly discussed: the first one focused on
how the maternal parenting in the original family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adult daughter’s life history strategy; The second question explored the
role of adult daughter’s life history strateg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mother’ parenting behavior in the original families and adult daughter’s
co-parenting behaviors in their new families. In addition to the two ques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shness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childhoo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adult daughter’s life history strategy was also explored.
Individual’s life history strategy, parenting style, attachment style and co-parenting were measured with Mini-K scale, PSDQ, ECR and Coparenting scale respectively. Harshness and unpredictability of the childhood family environment were measured with items developed fro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 correlational analysis indicated the environmental harshness and unpredictability during the childhood could not predict individual’s life
history strategy as an adult significantly. With the analysis of Sequential Linear Model the result showed mother’s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tyle in
the original family could predict the adult daughter’s slow life history strateg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anxious attachment behaviors. Mother’s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could predict daughter’s slow life history strategy directly. The fit indices were: χ 2=179.60, df =79, RMSEA=.07, IFI=.92,
CFI=.91.
The second result with the analysis of Sequential Linear Model showed through the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of the adult daughter’s slow life
history strategy, the maternal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tyle in the original family during the childhood predicted the adult daughter’s collaborative coparenting behaviors in her new family. The maternal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behaviors could not predict the adult daughter’s co-parenting behaviors in
her new family significantly. The fit indices were: χ 2=184.43, df =96, RMSEA=.06, IFI=.94, CFI=.94.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the
mother’s age was set as a control variable in both of the SEM models.
In conclusion, this research supported that mother’s parenting style in the original family predicted the adult daughter’s future co-parenting
behaviors in her new family. Parenting behaviors could be transmitted intergenerationally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through the role of
daughter’s attachment style and life history strategy. Most importantly this research pointed out that the adult daughter’s life history strategy played a
key role dur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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