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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with shame. Methods:
1) Shame scale; 2) Chinese version of s-EMBU was administered to 240 college students (120 males and 120
females) in Changsha city at random. Result: 17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ejection from parents and the sham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father = 0.305,
p < 0.001; rmother = 0.265, p < 0.001);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and sham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verprotection from parents and
shame (rfather = 0.336, p < 0.001; rmother = 0.274, p < 0.001). Conclusion: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hame-proneness among children; in overall level of shame, the more rejection and overprotection children received from parents, the easier for them to feel shameful; in terms of family shame, if
children received more rejection and denial from parents, the overprotection from the father, the less emotional warmth from mother,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eel sham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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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羞耻感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方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长沙市 240 名大学

生(男 120 人，女 120 人)施测羞耻量表(SS)和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结果：回收有效问
卷 177 份，有效率 73.75%。父母亲拒绝与大学生羞耻感呈现显著正相关(父亲 r = 0.305，p < 0.001；母
亲 r = 0.265，p < 0.001)；父母的情感温暖与大学生羞耻感无显著相关关系；父母亲的过度保护与大学
生的羞耻感有显著正相关(父亲 r = 0.336，p < 0.001；母亲 r = 0.274，p < 0.001)。结论：父母教养方式
对子女羞耻倾向有显著影响；从羞耻总体水平来说，父母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越多，子女越易感到
羞耻；在家庭羞耻方面，父母的拒绝否认、父亲的过度保护越多以及母亲的情感温暖越少，子女越易
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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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羞耻感(Shame)是一种指向自我的负性情感体验
(Scheff，1995；Tangney，1995；Reimer，1996；Fergusson，
Stegge，& Damhuis，1996；钱铭怡，黄学军，肖广兰，

体羞耻感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1999；钱铭怡，刘兴华，朱荣春，2001；燕良轼，王

研究对象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

小凤，2006)，它是由于个体过度依赖他人的评价以及

学生大一至大四学生共 240 名，施测后回收问卷 238

对自我的否定而产生的一种痛苦体验(谢波，钱铭怡，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7 份。其中男生 93 人，女生 84

2000)。已有研究表明，羞耻感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

人，平均年龄为 20.95 ± 1.50 岁。

影响(朱春荣，王通理，钱铭怡，1999；许又新，1982；

2.2. 研究工具

钟友彬，1999；钟杰，李波，钱铭怡，2003)。易羞耻
的个体一般来说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当面对消极事件

2.2.1. 羞耻量表(SS)

时，他们更倾向于归因为自己能力的不足(朱春荣等，

量表采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老师和英国

1999)，并固着于对事件后果的恐惧、后悔、焦虑中，

伦敦大学 B. Anclreivs 博士联合编制，并于 2000 年修

很难冷静下来分析事件经过，也很难考虑利用身边资
源(钱铭怡，刘嘉，张哲宇，2003)。在社会交往中，
羞耻感是产生社交焦虑的关键因素(李波，钱铭怡，钟
杰，2005)。另有研究表明，羞耻感与一些心理疾病的
相关也是显著的，如其与反社会人格障碍存在正相关
(Lobbestael，Arntz，& Sieswerda，2005；Horwitz，
Widom，McLaughlin，2001；Morrison & Gilbert，2001；
李瑶，徐凯文，王雨吟，钱铭怡, 曹广健，刘忠兆，

订的羞耻量表。此量表包括了个人对个性、行为、身
体和家庭方面的羞耻感，共 29 个项目，采用四点计
分，被试得分越高表示其羞耻感越强，越易感到羞耻
(钱铭怡 & Anclreivs，2000)。本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和效度(钱铭怡等，1999；钱铭怡 & Anclreivs，2000；
阳斌，2007)。
2.2.2.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采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李世杰，钟杰，2011)，则与 SCL-90 中的抑郁、焦虑、

蒋奖、鲁峥嵘、许燕老师以及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精神病性等因子存在正相关(Tangney, 1995)。

学院应用心理学系蒋苾菁老师共同于 2010 年修订的

父母教养方式(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是父母教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s-EMBU-C)。简式父母

育观念、教养行为以及对子女情感表达的相对稳定的

教养方式正式问卷由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

综合表现(王丽，傅金芝，2005)。父母对子女采用过

维度组成，共 21 项目，采用四点评分.简式父母教养

分干涉、拒绝的教养方式越多，子女越可能表现出低

方式问卷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蒋奖，鲁峥嵘，蒋

自尊、抑郁、焦虑、精神质等，遇到挫折更倾向采取

苾菁，许燕，2010)。

回避等消极应对方式；而父母的温暖和理解有利于形

3. 结果

成健康的情绪(周路平，孔令明，2010)。因此父母的
教养方式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人格特征是密不可
分的(钱铭怡，肖广兰，1998)。
那么，羞耻感作为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
很可能与父母教养方式有关。因此，本研究主要是希
望了解羞耻感中个性羞耻、行为羞耻、身体羞耻以及

3.1. 羞耻量表评定结果
所有被试羞耻量表得分为 55.68 ± 12.03，其中男
生为 56.69 ± 12.26，女生为 54.56 ± 11.74。

3.2. 羞耻感与父亲教养方式的关系

家庭羞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拒绝、情感温暖以及过度

如表 1 所示，被试的羞耻总分、个性羞耻、行为

保护是否相关，并在此基础上预测父母教养方式对个

羞耻、家庭羞耻均与父亲给予的情感温暖没有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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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father’s rearing pattern and SS
表 1. 父亲教养方式各因子与羞耻量表各因子相关
个性羞耻
*

父亲拒绝

0.231

父亲情感温暖

−0.057

父亲过度保护

0.284

***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mother’s rearing pattern and SS
表 2. 母亲教养方式各因子与羞耻量表各因子相关

行为羞耻 身体羞耻 家庭羞耻 羞耻总分
0.259

***

−0.075
0.334

***

0.269

***

0.269

***

−0.155*

−0.146

**

**

0.199

0.220

0.305

***

−0.111
0.336

***

个性羞耻

行为羞耻 身体羞耻 家庭羞耻 羞耻总分

母亲拒绝

0.187

*

0.226**

0.230**

0.270***

0.265***

母亲情感温暖

−0.055

−0.071

−0.167*

−0.157*

−0.113

**

**

0.141

0.274***

母亲过度保护

0.252

***

0.241

0.2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注：*p < 0.05；**p < 0.01；***p < 0.001。

关，但身体羞耻与父亲情感温暖有显著相关，羞耻总

女更容易依赖父母的力量去面对挫折和困难，更容易

分与其它分量表得分均与父亲拒绝和过度保护有显

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产生退缩，逃避。一旦社会上的困

著相关。

难加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也更易产生自卑，更易产

3.3. 羞耻感与母亲教养方式的关系

生羞耻感。另外，父母的过度干涉会使个体将父母严
苛的要求内化，当个体在对自我行为、态度等进行评

如表 2 所示，被试的羞耻总分、个性羞耻、行为

估时，也表现出过于苛刻，从而更易产生羞耻感。

羞耻均与母亲给予的情感温暖没有显著相关，但身体
羞耻、家庭羞耻与母亲的情感温暖有显著相关，羞耻
总分与其它分量表得分均与母亲拒绝和过度保护有
显著相关。

4. 讨论
许多研究都已经证明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和性
格的形成，都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重要关系。本研究
发现，父母对待子女态度的诸多方面对子女各个方面
的羞耻感都有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4.2. 父母亲教养方式对羞耻感影响的差异
父母教养方式，特别是父母的情感温暖与过度拒
绝，对个体在家庭羞耻体验上存在差异。
来自母亲的情感温暖比来自父亲的更会使得个
体降低在家庭方面的羞耻感。这可能是由于在传统的
文化里，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负
责外面的世界，而母亲则是家庭小世界情感的联系
人，是家庭纽带，是家庭的润滑剂，所以对于家庭或
者家庭成员的认知更多的是与母亲相关，而母亲给予

4.1. 父母亲教养方式对羞耻感影响的相同之处
父母亲对子女过多的拒绝是对子女个人能力的

的关注和温暖会使得个体形成对家庭的积极态度和
正向情感，换句话说，母亲给予子女的情感温暖越多，

否定和道德能力的怀疑，意味着失去父母的爱和尊

子女越不易体验到家庭方面的羞耻，越容易对家庭产

重，导致亲密关系的疏远，这正是个体产生羞耻感的

生安全感。但是母亲的宽容和爱也不能完全替代父亲

重要来源(钱铭怡等，1999)。父母对子女过分的拒绝，

的，更不能弥补由父亲的冷漠疏远对子女内心所造成

会使其感觉自己是被忽视，是不重要的，是不值得被

的消极影响(李波，马长燕，2004)。

爱和尊重，气愤、厌恶等负性情绪的滋生与羞耻感共
同作用，将个体的痛苦放大，使其更易体验到羞耻感。

父亲对个体的过度保护和干涉与比母亲的更容
易使得个体产生家庭羞耻倾向。在进行线性回归中发

父母给予的关怀与温暖有利于良好家庭关系的

现，父亲过度保护这一因子对个体羞耻感的解释力最

建立，使得子女在具有安全感的环境下成长，更容易

强。这可能是由于在传统文化中，父亲扮演的是强者

对自我和父母产生安全感，对自我的能力和道德保持

或者是保护者的角色，母亲是扮演弱者或者是被保护

自信的态度，易养成良好的个性、行为习惯等。子女

的角色。父亲的权威使其对子女的过度保护或者说干

对失败的归因不会产生偏离，不会归因到自我能力的

涉让子女笼罩在父亲的光环和保护下，使其不易发现

不足，道德的低下或者身体缺陷(钱铭怡等，2001)。

自我的价值或者忽略自我价值，以父亲价值观为价值

父母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和干涉阻碍了子女的自

观，但是成长会让个体追求独立的自我，想挣脱父亲

我意识和独立权利的发展(钱铭怡等，1999)，使得子
138

的束缚而不得，会使个体更容易体验到羞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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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羞耻倾向有显著影响。从羞
耻总体水平来说，父母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越多，
子女越易感到羞耻；在家庭羞耻方面，父母的拒绝否
认、父亲的过度保护越多以及母亲的情感温暖越少，
子女越易体验到家庭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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