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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se of security was born in the initial maternal and child relationship and is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young children. A good sense of securit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young children,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smooth socialization.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children’s sense of security, the
mother, as an important educator in the process of child growth, a harmonious and complete family environment, goo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correct family parenting style are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child safety and promote the health grow of young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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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全感诞生于最初的母婴关系之中，是幼儿发展与成长基础性的心理需要。良好的安全感有利于促进幼
儿的身心发展，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以及顺利社会化。家庭作为幼儿获得安全感的最初源地，母亲是幼
儿成长中的重要影响者，和谐完整的家庭环境，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正确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利于幼儿安
全感的形成，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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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儿安全感
安全感是个体对身体或心理可能存在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应对风险或危险时表现出来的有力或
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1]。安全感诞生于最初的母婴关系之中，是幼儿发展与成长基础
性的心理需要。婴儿从离开母亲子宫那刻，面临外界环境的改变，寻求庇护以获得安全感就成了婴幼儿
成长的基本内涵。幼儿安全感主要是指身体以及心理方面的安全感[2]。身体的安全感主要源自所处环境
的稳定与和谐；心理的安全感依赖于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需求的及时满足。

2. 幼儿良好安全感的重要性
2.1. 促进幼儿身心发展
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提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每个发展阶段都面临不同的心理危机，能否
顺利过渡到下一阶段对孩子的整体成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3]。婴儿一出生则面临着第一阶段的心理
冲突，信任对怀疑(0~1.5 岁)：婴儿面对陌生世界，没有足够资源能够依靠和信任，自然感到惊慌和不知
所措[4]。如果在这一阶段，婴儿能够得到母亲的爱抚和关怀，自己的需求能够被母亲及时满足和回应，
则会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容易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建立起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反之，则会在恐惧和怀疑中成长起来，长期感到内心的不安和矛盾[5]。因此建立良好的安全感有助于幼
儿的身心健康成长，对于维持个体生存与社会生存至关重要。

2.2. 提高幼儿心理健康
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米特尔曼提出的心理健康的十条标准中第一条是：充分的安全感。德国心理学家
霍妮也指出，成人尤其是母亲能及时满足孩子的各种生理需求，或者对完成某些活动能给予有效的帮助，
幼儿就可获得安全感，拥有稳定的心理环境，促进其心理健康的持续而稳定的发展[6]。一旦当幼儿感到
安全受到威胁时，内心则会产生强烈的危险感与孤立感，处于焦虑和不安的状态之中。而一个长期被焦
虑和不安控制的孩子，其生理和心理状况、认知行为方式等都为受到严重影响，表现出身体不适、情绪
多变、注意力涣散、思维混乱等症状。使得幼儿无法充分地向着周围世界开放，逐渐形成压抑性的身心
姿态。一个人自幼缺乏安全感，也将影响其成年之后的心理健康，并且长期安全感不足带来的内心恐惧
感和焦虑感会一直伴随其成长之中，难以消除。

2.3. 帮助幼儿顺利社会化
只有在完成社会化、获得社会意义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6]，幼儿阶段是人社会化
的关键时期。鲍尔比在研究中发现，在教养院和孤儿院长大的幼儿由于早期经历缺少一个稳定的依恋对
象，导致安全感的缺失，和正常孩子相比表现出社会化障碍[6]。当婴儿脱离母体，开始与周围世界建立
联系，如果在这个阶段受到母亲持续而稳定的照顾便能产生安全感，逐渐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信任。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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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安全稳定的环境里，婴儿对外界的东西和自己的感觉做出观察和体会，并且进行认识、分类和解释，
然后建立各种关系，尤其是人物和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认识是孩子社交的心理基础[7]。通常，当孩
子逐渐在早期生长环境中对外界有了可控感，则会增强其安全感。拥有安全感的孩子通常会充满自信，
能够较快适应陌生环境，乐于与人交往，能更好地体验到交流和互动的快乐，从而进一步增强其交往的意愿。

3. 不同家庭因素对幼儿安全感的影响
个体从出生到死亡，始终是在家庭的环境中成长、发展。家庭是孩子的最初教育场所，在孩子各方
面发展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幼儿时期是安全感形成的关键时期，家庭是幼儿获得安全感的最初
源地[5] [8]。研究显示，不同家庭因素对幼儿安全感的建立以及幼儿的身心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和
谐稳定的家庭环境、良好的亲子关系以及正确的父母教养方式能促进孩子的亲社会行为、培养其积极乐
观的心态、提高主观幸福哈感以及增加积极情绪体验[9]。

3.1. 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主要包括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结构、以及父母相处方式)是幼儿成长的重要场所，对幼儿早
期安全感的建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的家庭环境会导致幼儿的行为、情绪、性格等各方面存在差
异。研究表明，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依赖能带给幼儿更多的情感关怀，减
少因紧张家庭环境带来的恐惧和威胁，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心理安全感[10]。相反，家庭成员的缺失，会给
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父母角色的缺失，家庭环境的冷漠
使得留守儿童的依恋行为发展受到干扰，普遍存在较低信任感和安全感，对人际交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11]。最后，父母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影响着幼儿良好安全感的建立，在父母争吵与不和的家庭中，幼儿常
常会感到恐惧和害怕，缺乏稳定依恋对象，需求不能得到及时的满足，长期处于焦虑和不安的情绪状态
之中[12]。

3.2. 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是一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动的人际关系，具有强烈的情感亲密性，影响幼儿的身心发展[13]。
良好的亲子关系对幼儿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其安全感的形成以及情绪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在幼儿阶段，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形成安全型依恋，有利于幼儿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
安全型依恋关系还能预测幼儿的行为与情绪等问题。相反，如果早期亲子关系紧张，幼儿一出生就被母
亲生理抛弃或心理抛弃，则会产生敌对、排斥他人的心理，情绪也会变得更加多变，易怒，影响其一生
的发展。

3.3. 父母教养方式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观念和行为。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幼儿安全感的建立以及
身心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通常指父母情感温暖，处事灵活，尊重孩子的想法
并给予一定民主)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感反馈和行为支持，从而减少孤独感和问题行为的形成[14]；消
极教养方式(通常包括专制型和不作为型教养方式，采用冷漠或者控制的教育行为)会增强幼儿的焦虑和紧
张情绪，抑郁水平更高，影响其安全感的形成以及心理健康发展。

4. 家庭教育中幼儿安全感培育的主要路径
4.1. 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
家庭是幼儿最初的成长基地，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环境，能带给幼儿最初的信任和安全。因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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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家庭成员结构最好完整，孩子的养育过程不是母亲的独角戏而是父母共同的义务，给予孩子充分的温
暖和专业的爱。其次，增强作为父母的责任感，尽早适应作为父母的义务和使命，要参与对孩子的养育
以及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将责任推卸给长辈或聘请保姆，增强为人父母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树立正
确的育儿意识，学习专业的育儿方法，满足幼儿的合理需求，发展幼儿安全型依恋。最后，营造和谐融
洽的家庭氛围，父母的言行要一致，维持孩子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同时给予孩子一定的成长空间，多
鼓励支持孩子的探索性行为，锻炼他们的自主独立意识。

4.2. 建立和谐的早期亲子关系
在儿童人格发展的第一阶段(基本信任对不信任)，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有利于培养儿童安全感。由于
婴儿出生时极为软弱无力，面对陌生的环境。母亲作为首先与婴儿接触的人，应当给予他足够的爱和呵
护。母亲要与婴儿进行亲密互动，保障他在一个温暖、稳定有人关心呵护的环境中成长。同时还要满足
孩子的情感需求，经常对孩子作出爱的表示，进行身体的爱抚，语言表情的互动，温暖的怀抱等。母亲
对孩子的爱是早期和谐亲子关系的关键，是母子情感交流形成依恋关系的必要和首要条件。因此，母
亲对孩子不要有厌烦、怨恨、抛弃等消极心理，而是给予全身心的爱。正是通过父母无微不至的体贴
关心与呵护，建立了亲密的亲子关系，婴儿才能感受到这个陌生世界的温暖并且产生稳定的安全感和
信任感。

4.3. 选择正确的教养方式
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够给孩子专业的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父母常常忽视“了解孩子”的重要性，专业而理性的爱是儿童安全感建立的基础[6]。首先，父母要端正
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不要过于严苛和严厉，也不要过于溺爱娇惯。要正确了解每个阶段孩子的发展规律
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照顾和互动。其次，给予孩子适度的爱，既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必要需求，
也要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增强其可控感和自信力。总之，父母一方面要遵循儿童发展的基本规律，充
分激发儿童的发展潜力，同时也要进行方法上的引导，给予启发性的帮助，多鼓励和表扬孩子的进步和
良好表现，以此增进自我认同和自信，从而获得稳定而牢固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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