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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育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吗? 养育倦怠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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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育倦怠指的是由于父母角色和长期的养育压力而导致的一组负性症状，具体包括与父母角色相关的极
度耗竭感、与子女的情感疏远和父母角色的低效能感。学者们采用风险 －资源平衡模型来对养育倦怠进行解释，
并围绕其测量、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澄清养育倦怠的
概念内涵，发展科学的测量与评价工具;重视养育倦怠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在
养育倦怠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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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出现或存在通常会给父母的婚姻生活赋
予新的意义，因此，子女养育不仅是婚姻生活中的一
项重要内容，而且可能会成为婚姻过程中最为重要、
最为神圣和最具幸福感的事情 ( ONS － UK，2012) 。
然而，父母养育子女的情感体验并不都是轻松愉悦
的。事实上，为人父母和子女养育是一项非常复杂
和充满压力的活动 ( Crnic ＆ Low，2002) ，甚至可能
会导致父母养育倦怠的出现 ( Norberg，2010) 。

1 养育倦怠的概念提出
倦怠 ( job burnout) 一词最初出现于临床心理

学领域，主要用以描述工作中的个体面对长期压力，
应对资源耗尽后所体验到的一组负性症状 ( 李永
鑫，2008) 。由于父母的养育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养
育压力与员工的工作行为及由此带来的工作压力具
有某种形式上的一致性，学者们尝试将倦怠的概念
引入养育领域。确切的说，虽然在育儿手册之类的
科普读物中很早就有与养育倦怠相关的内容，但这
一概念的最初提出则来自于 Lanstrom ( 1983 ) 的著
作《基督徒的养育倦怠》( Ｒoskam et al．，2017) 。同
年，Procaccini和 Kiefaver ( 1983 ) 在《养育倦怠》一
书中提出，那些在子女养育过程中过度热心的、过度
投入的、极力想扮演好父母角色的父母很可能会出
现情感耗竭的症状，而这则被认为是倦怠的一种典
型表现。几年后，Pelsma ( 1989) 开展了养育倦怠领
域的第一项实证研究，其结果初步支持了养育倦怠
现象的存在。

21 世纪的欧洲，在养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
要社会变化。政府当局提出了一些美好的但在实践
上难以得到彻底贯彻的养育目标和养育原则，如积
极抚养、永远不使用暴力、充分尊重儿童自身的权利
等。政府在养育领域的立法日益增多，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父母自由养育的权力。进一步，对儿童权
利和父母责任的强调削弱了父母的养育权威，导致
儿童对于父母的敬重感下降，但对于父母的要求增
多。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工作领域，用于
养育子女的时间越来越少 ( Ｒoskam et al．，2017) 。
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在于，子女养育越来
越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在这种时代背景
下，养育倦怠问题越来引起实践者和新闻工作者的
注意，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也随之出现 ( Bilgin ＆ Go-
zum，2009; Norberg，2007 ) 。Sánchez-Ｒodríguez 等
人( 2019) 的分析表明，1989 ～ 2018 年间发表的养
育倦怠相关文献共 39 篇，其中 2017 ～ 2018 年间发
表的文献就有 19 篇( 48. 7% ) 。

虽然养育倦怠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
展，但对于其概念内涵的深入探讨却并不多。总体
上看，学者们基本上是参照工作倦怠的概念表述来
对养育倦怠进行描述，将其界定为长期暴露于父母
角色压力下的一种特殊综合症 ( Ｒoskam et al．，
2017) 。具体来说，Mikolajczak 等人( 2018a) 认为，
养育倦怠是由于长期的养育压力而导致的一组负性
症状，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父母角色相
关的极度耗竭感，个体觉得为了照看好子女，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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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角色中精力投入太多，难以为继，典型的表现是
早上醒来，想到子女照看问题，就疲惫不堪; 二是与
子女的情感疏远，疲惫的个体尝试逃离父母角色，有
意与子女保持情感距离，减少情感付出，只为子女提
供基础性的养育保障，亲子互动仅仅局限于功能性 /
工具性层面;三是父母角色的低效能感，个体自认为
不能有效的履行养育职责，缺乏应对养育问题的有
效策略，不能从父母角色付出和养育行为中获得成
就感。

2 养育倦怠的测量
在 Pelsma ( 1989 ) 的开创性研究中，直接采用

工作倦怠的权威测量工具 MBI ( Maslach Burnout In-
ventory) 对全职母亲进行养育倦怠评估。由于 MBI
部分项目的语言表述是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如“一
天的工作结束，我感觉到疲劳至极”，研究者在具体
测量中，要求这些全职母亲将其工作定义为养育子
女和履行家庭责任，并将工作对象或服务对象理解
为他们的子女。随后，不少研究者都效仿了 Pelsma
的测量方法，MBI的各种版本如 MBI-HSS ( MBI-Hu-
man Services Survey) 和 MBI-GS ( MBI-General Sur-
vey) 都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运用 ( Jaramillo
et al．，2016; Leineweber et al．，2018) 。与此同时，
另外两个知名的工作倦怠测量工具 BM ( Burnout
Measure) 和 SMBQ ( Shirom-Melma Burnout Question-
naire) 也在养育倦怠的测量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
( Lindstrm et al．，2011; Norberg et al．，2014;
Séjourné et al．，2018) 。总体上看，上述研究基本上
都是直接采用工作倦怠的测量工具来对养育倦怠进
行测量，但由于这些工具的项目并不都是与工作相
关的，如“我非常疲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
养育倦怠与工作倦怠的差异。特别是对于那些同时
承担工作角色和养育角色的父母而言，很难明确测
量的内容究竟是工作倦怠还是养育倦怠。

近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到养育倦怠概念内涵的
特异性，并在测量中开始把养育倦怠与工作倦怠区
分开来。为了适应养育情境，Ｒoskam 等人( 2017 )
对 MBI中的每一项目都进行了语言上的修改，形成
了养育倦怠问卷 ( Parental Burnout Inventory，PBI) 。
如把“工作耗尽了我的情感资源”改为“父母角色耗
尽了我的情感资源”。在 379 名父母构成的样本 1
中，倦怠的情感耗竭和低成就感维度得到了支持，但
其人格解体维度未能得到支持。基于两个焦点小组
的讨论结果，他们修改和完善了人格解体维度下的

相关项目。在 1723 名父母构成的样本 2 中，倦怠的
三维结构得到了支持，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在 0. 87 与 0. 95 之间。随后的分析表明，养育倦怠
和工作倦怠可以有效地得以区分，养育倦怠与养育
压力和抑郁具有低到中度的相关，表明 PBI 效度良
好。为了吻合养育情境的实际，他们将其命名为耗
竭、情感疏远和低效能感。

随后，Ｒoskam等人( 2018 ) 在一项为期 8 个月
的定性研究中，依据处于倦怠状态的父母的描述，采
用归纳法编制了一个全新的养育倦怠评估量表
( Parental Burnout Assessment，PBA) 。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PBA包括四个维度: 父母角色的耗竭感、与以
往父母角色的自我对比、父母角色的厌烦感以及与
子女的情感疏远，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 77 到 0. 94 之间。量表的四因素结构不仅在法语
人群样本和英语人群样本中具有稳定性，而且在父
亲样本和母亲样本中具有稳定性。PBA 与 PBI 和
MBI 的相关符合理论预期，表明其汇聚效度和区分
效度良好，PBA 与神经质、共同养育分歧和家庭混
乱之间相关显著，表明其效标效度良好。

3 养育倦怠的前因变量
3. 1 人口统计学层面

父母性别。尽管现代社会中的“双重收入者 －
双重照料者”结构的家庭越来越多，但“好父母”的
社会期望仍然强调女性的家庭角色 ( Van Bakel et
al．，2018) ，母亲通常是子女养育活动的主要承担
者，加之部分母亲具有强烈的母性信仰，认为子女比
自身的一切都重要，以至于出现母性守门行为，限制
配偶参与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活动，或者在配偶完成
照看行为后按照自己的规则重新进行照看，从而导
致母亲在养育活动中的精力投入比父亲要多，由此
感受到的养育压力也比父亲要大 ( Meeussen ＆
Laar，2018) 。因此，母亲往往比父亲体验到更多的
养育倦怠 ( Lindstrm et al．，2011; Norberg，2010 ) 。
如有研究发现，母亲情绪耗竭的发生率几乎是父亲
的 4 倍 ( Jaramillo et al．，2016) 。

子女特征。子女越年幼，独立性越差，对于父母
的依赖性越强，对父母的角色要求越多，父母的角色
压力就越大，对应的情感付出就越多。因此，年幼子
女的父母往往会具有较高的情感耗竭。随着子女年
龄的增长，尤其是当子女进入青春期后，叛逆心理凸
显，叛逆行为增多，父母养育活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增大，往往容易产生养育方面的无力感，因而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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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养育效能感，并与子女保持情感上的疏远 ( Le
Vigouroux ＆ Scol，2018) 。子女数量越多，养育活动
越复杂，对于父母角色的要求也就越高，往往也会给
父母带来越多的情感耗竭 ( Mikolajczak et al．，
2018a) 。早期的研究发现，患病儿童的父母会比健
康儿童的父母具有更高的养育倦怠 ( Norberg，
2007) 。随着研究的深入，“患病儿童”的外延有了
进一步的拓展，不仅包括具有身体疾病或残疾的儿
童，而且包括具有情感和学习障碍的儿童，后者的父
母往往也会具有较高的情感耗竭 ( Gérain ＆ Zech，
2018) 。

家庭收入和家庭类型。较低的家庭收入无法满
足养育子女的需要，就会给父母的养育活动带来较
大的压力。家庭收入的主观感知比实际收入更为重
要，如果父母感知到的自我收入高，其养育压力就
小，养育倦怠就低 ( Mehauden ＆ Piraux，2018 ) 。社
区犯罪率高，父母照看子女的不安全感也高;但如果
大多社区邻居的生活水平比自身高，可以给子女提
供的教育资源比自身多，又会加重对比感，引发养育
焦虑 ( Mehauden ＆ Piraux，2018 ) 。一般而言，单亲
家庭的父母因为无人帮忙分担家务和养育责任，因
而具有较高的情感耗竭，但也有研究表明，由于单亲
家庭避免了不和谐的婚姻关系和养育分歧，该类家
庭中父母的养育倦怠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
高 ( Charron et al．，2018) 。此外，混合家庭中继父
( 母) 的养育权威往往会受到来自于继子( 女) 的挑
战，养育难度较大，养育倦怠的风险也较高 ( Mikola-
jczak et al．，2018a) 。
3. 2 个体层面

人格因素。Le Vigouroux 等人( 2017 ) 发现，如
果父母难以与孩子建立并维持积极的情感关系( 高
神经质) ，识别和回应子女的需求( 低宜人性) ，或为
孩子提供一个结构有序、连贯的环境 ( 低责任心) ，
其出现养育倦怠的风险就会增加。在随后的研究
中，他们从情绪控制和冲动控制两个方面对神经质
进行测量，从谨慎和毅力两个方面对责任心进行测
量，从合作和友好两个方面对宜人性进行测量。结
果发现，控制情绪比控制冲动更有利于预防养育倦
怠;父母越谨慎，养育倦怠越高，父母越有毅力，养育
倦怠越低;宜人性、神经质和谨慎与情感耗竭密切相
关，非合作行为和神经质与情感疏远有关，毅力和神
经质与低效能感有关 ( Le Vigouroux ＆ Scola，
2018) 。回避性的依恋风格与较为低效的养育方式
有关，也会增加养育倦怠的风险 ( Mikolajczak et

al．，2018a) 。父母的完美主义倾向越高，对于养育
活动和养育质量的要求也越高，一旦出现结果与预
期的不一致，往往就会导致养育倦怠的出现
( Kawamoto et al．，2018) 。

认知评价与应对策略。如果父母视子女养育活
动为威胁或压力，而不是挑战或控制的话，其出现养
育倦怠的概率就较高。父母使用以情绪为中心而不
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越多，越容易产生养育
倦怠 ( Charron et al．，2018) 。有些父母认为自己的
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坚信只有自己才能承担好家庭
责任，对父母角色进行过度投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
都用在照顾子女的生活起居和情绪安抚上，缺乏自
己的闲暇时间，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从而导致了情
感耗竭的出现 ( Mikolajczak et al．，2018a) 。在“患
病儿童”家庭中，父母的主观认知比子女是否有特
殊需要这一客观事实对养育倦怠的影响程度更大，
如果父母认为该子女的存在对家庭活动产生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导致自己不得不放弃很多重要的事情，
就很有可能带来较高的情感耗竭 ( Gérain ＆ Zech，
2018) 。
3. 3 工作层面

工作方式。相比全职工作的父母而言，兼职工
作的父母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工作的不稳定性高，
由此带来较高的生活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进而会
导致更多的养育倦怠 ( Mehauden ＆ Piraux，2018) 。
家有“患病儿童”的话，父母的养育任务更重，养育
活动更为复杂，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
导致父母就业状态的变化，影响其工作稳定性或者
妨碍其就业机会，降低其经济收入，从而使父母处于
一种长期的工作与生活压力中，出现身心耗竭的症
状 ( Norberg，2010) 。

工作 －家庭冲突。伴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权意识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双职
工家庭越来越多。在此类家庭中，夫妻双方都同时
扮演着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当工作领域和家庭领
域对于个体的要求不一致时，家庭领域的资源往往
受到威胁甚至丧失，引发由工作领域指向家庭领域
的心理冲突，这种来自于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双
重身份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父母养育倦怠的风
险 ( Van Bakel et al．，2018) 。由于女性是传统意义
上的家庭照料者，人们往往认为因事业而无法照顾
好家庭的女性是不合格的母亲，导致女性面对来自
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心理冲突时，通常具有更高的
压力体验。女性的职业抱负越高，其平衡工作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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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角色的难度就越大，越容易出现养育倦怠的症状
( Meeussen ＆ Laar，2018) 。
3. 4 家庭层面

婚姻满意度。在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彼此
的婚姻满意度高，双方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同应
对来自于子女养育方面的挑战; 反之，在一个婚姻满
意度低的家庭中，个体不仅感受到来自于子女养育
方面的压力，而且还会感受到来自于夫妻关系不和
谐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叠加无疑会加重其养育倦怠
的心理体验 ( Mikolajczak et al．，2018a) 。

共同养育分歧。现代家庭典型的共同养育，夫
妻双方都肩负着子女养育的任务，两者在养育子女
过程中进行交互。与婚姻满意度相似，如果夫妻双
方子女养育理念一致，养育行为相互配合，本身就构
成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 但如果夫妻双方存
在共同养育分歧，养育理念存在差异，缺乏合作性养
育行为，就会产生压力叠加，其结果不仅是导致低效
的养育质量，而且会引发父母的养育倦怠症状
( Mikolajczak et al．，2018a) 。

家庭环境混乱。家庭环境是开展子女养育活动
的主要场所之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环境特征不仅
有利于养育活动的开展，而且有助于和谐婚姻关系
的建立与发展; 反之，混乱无序的家庭环境( 居住在
铁路附近、家中成员经常大声的交谈、缺乏一致的家
庭纪律等) 会为养育活动带来诸多问题，处于充满
噪音缺乏常规的混乱家庭环境的子女容易出现愤
怒 －攻击性水平上升的外化问题，增加父母养育活
动的难度和压力 ( Dumas et al．，2005) ，进而导致养
育倦怠的出现。

4 养育倦怠的后果变量
4. 1 个体层面

养育倦怠不仅与个体的抑郁水平有关 ( Ｒoskam
et al．，2017) ，还可能会导致其出现物质成瘾和睡
眠障碍的症状。倦怠的个体不仅入睡困难，并且睡
眠质量较低。当员工出现工作倦怠症状时，可以考
虑通过请假或辞职等途径来缓解压力，也很少会出
现自杀行为 ( 李永鑫，2008) ，但是作为父母则几乎
不可能辞去父母这个角色，也很难有机会逃避养育
责任和远离养育活动。当养育倦怠严重到一定程度
时，父母很可能会出现逃避、自杀意念。研究表明，
工作倦怠可以解释逃避和自杀意念 6%的方差，而
养育倦怠的解释比例则为 26% ( Mikolajczak Brian-
da et al．，2018b) 。质性研究表明，有些母亲在意识

到自己出现养育倦怠的症状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巨
大的内疚感与羞愧感，陷入深深的自我憎恨之中
( Hubert ＆ Aujoula，2018) 。
4. 2 配偶层面

养育倦怠的负面后果不仅指向于倦怠者自身，
也可能指向于他人，出现溢出效应。配偶作为个体
在家庭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往往更容易受到其倦
怠的负面影响 ( Gérain ＆ Zech，2018 ) 。有些个体
不断向配偶抱怨其养育工作，无疑会增加配偶间冲
突发生的可能性。有些个体在陷入倦怠后，出现自
我逃避的想法，有意与他人保持距离，不仅会导致与
子女的情感疏远，也会扩大其与配偶间的情感距离。
实证研究表明，工作倦怠能够解释配偶间情感疏远
1%的方差，而养育倦怠的解释比例则为 8% ( Miko-
lajczak et al．，2018b) ，说明家庭养育问题比工作问
题更容易引发夫妻间的矛盾。
4. 3 子女层面

陷入养育倦怠的父母失去了养育子女所应有的
耐心，尝试逃避自己的养育责任，逐渐开始忽视子女
的生理和情感要求 ( Ｒoskam et al．，2017) 。倦怠的
父母开始逐渐只为子女提供最基本的养育服务，而不
再进行情感间的交流，甚至是出现养育活动中的暴力
行为。这种忽视与暴力行为，不仅表现在身体层面
上，也会表现在心理层面上。实证研究表明，工作倦
怠能够解释对子女身心忽视方差的 3%，而养育倦怠
的解释比例为 30% ; 与此同时，工作倦怠能够解释对
子女身心暴力行为方差的 1%，而养育倦怠的解释比
例为26% ( Mikolajczak et al．，2018b) ，表明与工作倦
怠相比，养育倦怠对子女健康成长的影响更大。

5 养育倦怠的理论解释
为什么有些父母容易出现倦怠症状，而另外一

些父母却没有呢? 为了对养育倦怠的产生根源进行
解释，并为对其的干预提供指导，Mikolajczak 和
Ｒoskam ( 2018) 提出了风险 － 资源平衡理论 ( The
Balance Between Ｒisks and Ｒesources，简称为 BＲ2 ) 。
依据 BＲ2 模型，养育倦怠来源于过高的养育要求与
有限的养育资源之间的不平衡。换句话说，养育倦
怠的出现是因为父母的养育资源不足以满足养育要
求。或者说，养育倦怠源自于养育要求( 风险因素)
与养育资源( 保护因素) 之间的长期失衡。

养育要求( 风险因素) 指的是能够显著增加养
育压力的因素，如在养育方面的完美主义、较低的情
绪智力、不良的养育习惯、缺少来自于家庭和伴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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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等。与之对应，养育资源( 保护因素) 指的是能
够显著降低养育压力的因素，如父母的自我同理心、
较高的情绪智力、良好的养育习惯、有时间去休闲和
积极共同养育等。值得注意的是，资源不是没有风
险，而是风险的反面。举例来说，与子女相处时，父
母没有感觉到压力，并不意味着父母与子女的相处
是高质量的。伴侣没有否认个体的养育贡献，并不
意味着其珍惜他( 她) 的养育付出。

为了更好反映要求和资源之间的这种平衡，
Mikolajczak和 Ｒoskam ( 2018) 编制了一个包括 39 个
“双极”项目的养育风险 －资源平衡量表。每个项目
的左极是风险因素，右极是资源因素。具体来说，39
个项目中，非养育指向性的项目 14个，如项目左极为
“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项目右极为“我善于表
达自己的情绪”，养育指向性的项目 25 个，如项目左
极为“伴侣否认我作为爸爸 /妈妈的养育贡献”，项目
右极为“伴侣认为我是一个好爸爸 /妈妈”。项目的
计分在 －5( 典型的风险因素) 和 5( 典型的保护因素)
之间，0 表示既不是风险因素，也不是保护因素。既
可以分别计算养育指向性的项目和非养育指向性项
目的得分，也可以计算量表的总体得分。得分为正，
表明资源大于风险;得分为负，表明风险大于资源。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 Mikolajczak，＆ Ｒoskam，
2018) ，BＲ2 可以很好的对养育倦怠进行预测和解
释。具体来说，风险 －资源平衡量表可以很好的测
量风险与资源因素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的分数能
够预测工作倦怠和养育倦怠，但对于养育倦怠的预
测能力更强。非养育指向性的风险和资源因素能够
同等预测养育倦怠和工作倦怠，但养育指向性的风
险和资源因素只能预测养育倦怠。

6 总结与展望
6. 1 澄清养育倦怠的概念内涵，发展科学的测量与

评价工具
养育倦怠的概念是由工作倦怠的概念发展而

来。其实，在工作倦怠的相关研究中，就明显的存在
着概念内涵界定不清晰的问题，相关学者大多是依
据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如 MBI、BM 和 SMBQ 等来对
工作倦怠进行操作性的定义 ( 李永鑫，2008 ) 。显
然，所采用的工具不同，在测量中所触及到的倦怠的
概念内涵也都有所差异。因此，虽然学者们一致认
为工作倦怠是一组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耗尽个体应
对资源后所带来的负性症状，但对于这些负性症状
的具体界定却有所不同。

在养育倦怠概念的发展与测量过程中，学者们最
初并没有对养育倦怠与工作倦怠进行有效的区分，大
多是采用工作倦怠的测量工具来直接对养育倦怠进
行测量。只是最近，人们才开始关注养育倦怠概念的
特异性，无论是Ｒoskam等人( 2017) 对MBI进行系统
改造形成 PBI 的活动，还是基于质性研究编制 PBA
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暗示着养育倦怠与工
作倦怠在概念内涵上的差异。尤其是与基于 MBI 的
PBI相比，PBA增加了“与以往父母角色的自我对比”
这一维度。这一维度所强调的父母角色的前后对比
不仅有助于准确描述养育倦怠的产生过程，而且是以
往工作倦怠的相关研究中所没有涉及到的内容，较为
有力的说明了养育倦怠概念内涵的特异性 ( Ｒoskam
et al．，2018) 。

考虑到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已经初步支持了养
育倦怠的概念特异性 ( Ｒoskam et al．，2018 ) ，未来
的研究应该跳出工作倦怠研究的桎梏，避免直接采
用工作倦怠的测量工具或对其简单改造后用以对养
育倦怠进行测量，而应该沿着 Ｒoskam 等人( 2018 )
所开辟的方向，选取具有倦怠症状的父母，进行深度
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深入挖掘养育倦怠的概念内
涵，并以此为基础，编制具有养育行为指向性的倦怠
问卷，进而为下一步的养育倦怠研究及其干预提供
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
6. 2 重视养育倦怠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作

用机制
当前的养育倦怠研究侧重于其测量工具的开发

以及前因变量的考察上，对其后果变量的研究相对
较少。从有限的研究结果来看，养育倦怠问题无论
是对于养育者自身的身心健康，还是对于其婚姻关
系，都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 Mikolajczak et al．，
2018a) 。这些影响的具体表现和作用机制还有待
于更多的研究来进行探索，但需要注意的是，养育倦
怠的研究不能忽略了养育活动的对象———子女。养
育倦怠产生于养育子女的过程中，换个角度来讲，也
就是产生于亲子互动的过程中，鉴于未成年子女在
养育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其受到的负面影响可能会
更大、更强、更为深刻。这种影响可能表现在认知方
面，也可能表现在社会性方面。例如，有相关研究显
示，父母亲的拒绝否定态度不利于子女情绪智力的
发展 ( 刘阿梅，2017) ，同时父母亲消极惩罚的养育
行为也会增加子女出现学业倦怠的风险 ( 罗云 等，
2016) 。不良的养育心态和行为会导致养育倦怠的
出现，因此，父母的养育倦怠与其养育质量、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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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未来的研究
可以考察采用纵向研究范式，深入考察养育倦怠对
于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
6. 3 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在养育倦怠研究中的地位

和作用
养育倦怠的研究重心虽然在欧洲，但该主题也

引起了其它地区如土耳其 ( Demirhan et al．，
2011 ) 、印度 ( Vinayak ＆ Dhanoa，2017 ) 和日本
( Kawamoto et al．，2018) 等地学者的关注。地域背
后隐藏的是文化差异，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下，养育倦
怠的发生率和具体症状表现可能都有所不同。事实
上，即使是在欧洲内部，不同地域 ( 文化) 的研究结
果也是有所差异的。以性别为例，虽然大多研究都
认为母亲比父亲的养育倦怠水平高，但在荷兰样本
中的调查则表明，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容易产生养育
倦怠的体验 ( Van Bakel et al．，2018) 。

在 Sánchez-Ｒodríguez等人( 2019 ) 检索到的 39
篇文献中，没有 1 篇来自于我国学者或以我国民众
为研究对象。考虑到我国与西方的养育方式有着很
大的不同，在我国文化背景下，开展养育倦怠的相关
研究具有更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譬如，传统的中
国家庭以“大家庭”居多，祖孙三代居住在一起是常
见现象。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不仅包含有父母的养育
活动，还包含有祖父母的养育活动，即隔代养育。隔
代养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分解了父 母
的养育责任，减少了其养育活动，缓解了其养育压
力，但大量的社会调查也表明，祖父母与父母之间往
往存在着养育方式的分歧 ( 龚玲，2017) ，这无形中
就扩大了共同养育分歧的外延。依据风险 －资源平
衡理论 BＲ2 ( Mikolajczak ＆ Ｒoskam，2018 ) ，这将会
是资源因素( 隔代养育提供了社会支持) 占优势还
是风险因素( 隔代养育会带来共同养育分歧) 占优
势? 在实际养育活动中，能否实现风险到资源的转
化? 这些都是值得今后研究探讨的地方。再如，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的政策背景下，2018 年我国人口
出生率仍创下了自 1978 年以来的 40 年新低 ( 张东
阳，2019) 。究其原因，有些家庭可能是担心如何继
续养育的问题，有些家庭则可能与父母养育一孩的
具体经历有关。如果父母养育一孩的经历是积极
的、愉悦的、充满成就感的，那么其重复进行养育行
为，即继续生育的意愿就应当会比较高。与之相反，
如果父母在养育一孩的过程中出现了倦怠症状，其
养育经历是消极的、痛苦的、充满挫败感的，那么其
继续生育的意愿就会比较低。事实上是否如此，还

有待于实证研究去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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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arenting a Happy Experience? Ｒeview on Parental Burnout

CHENG Huabin1 LIU Xia2 LI Yimin1 LI Yongxin1

( 1.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
2.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 Parental burnout is a negative syndrome resulting from parental identity and enduring exposure to chronic
parenting stress． It encompasses an overwhelming exhaustion related to one's parental role，an emotional distancing
with one's children and a sense of ineffectiveness in one's parental role． Scholars use the Balance Between Ｒisks
and Ｒesources Model to explain parenting burnout and carry out a series of research around its measurement，ante-
cedent variable and consequence variabl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 1) clarifying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of parental burnout and developing scientific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tools; ( 2)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burnout and consequence variables and its mechanism; ( 3) paying
full attention to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culture in the study of parental burnout．
Key words: parental burnout; Job burnout; the balance between risks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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