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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的中介作用ꎬ为减缓大学生学业压力提供干预措施ꎮ
方法　 采用情绪智力量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学业压力问卷ꎬ对分层随机抽取的天津市 １８ 所高校 ７１６ 名大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的情绪智力能负向预测学业压力(β＝ －０.１８ꎬｔ＝ －４.９７ꎬＰ<０.０１)ꎻ加入心理韧性变量后ꎬ情绪智力对

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β＝ －０.０３ꎬｔ＝ －１.０３ꎬＰ ＝ ０.２８)ꎬ对心理韧性个人力和支持力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

义(β 值分别为 ０.４６ꎬ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中介模型中ꎬ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力对学业压力的负向预测具有统计学

意义(β 值分别为－０.２６ꎬ－０.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起中介作用ꎬ且个人力的

中介作用大于支持力ꎮ 培养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有助于缓解学业压力ꎬ提升心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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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ｐｒｅｓｓｕｒｅ)也称为“应激” “紧张”ꎬ是指个体

身心在感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状态[１] ꎮ 大

量科学研究证明ꎬ压力对个体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和身心健康)危害极大[２－３] ꎬ容易使个体产生

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ꎬ造成个体适应不良ꎮ 有研究

表明ꎬ在大学生面临的众多压力中ꎬ学业压力是一个

重要应激源[４] ꎮ 杨世宏等[５] 将学习压力纳入精神压

力ꎬ并发现这种压力与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显著相

关ꎬ过重的精神压力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理解

能力和记忆力减退等消极情况ꎻ长期处于高精神压力

中的学生自尊心、自信心较低ꎬ消极情绪较多ꎬ容易适

应不良ꎬ不利于心理健康发展ꎮ
情绪智力(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是一种加工情绪

信息的能力ꎬＳａｌｏｖｅｙ 等首次提出情绪智力概念ꎬ将情

绪智力定义为个体识别与评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情

感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思维与行动的能力[６] ꎮ 诸多

研究表明ꎬ情绪智力与压力应对密切相关[７－８] ꎮ 高情

绪智力个体更加积极乐观ꎬ幸福感、自我控制和社交

能力更强ꎬ心理健康水平较高[９] ꎬ较少抑郁、焦虑[１０] ꎬ
更少出现危险与问题行为[１１] ꎮ 尽管一些研究已经证

实了情绪智力对压力的负向预测作用ꎬ但有研究发

现ꎬ情绪智力对压力的作用是间接的[１２] ꎮ 心理韧性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

其他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ꎬ意味着个体面临生活事

件和挫折时的动态发展过程[１３] ꎬ与情绪智力密切相

关ꎮ 有研究指出ꎬ情绪智力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心理韧

性[１４] ꎬ是心理韧性的重要保护因素ꎮ 为此ꎬ本研究引

入心理韧性作为中介变量ꎬ考察情绪智力对学业压力

的影响机制ꎬ为缓解大学生学业压力、提升该群体的

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实证研究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１ 月

对天津市内 １８ 所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样本群体

涵盖“９８５ 院校” “２１１ 院校”和“普通高校”不同层次ꎬ
综合类、理工类、农医类等不同类别ꎮ 共计发放问卷

８１４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７６１ 份ꎬ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３.４９％ꎮ样本年龄范围在 １７ ~ ２４ 岁ꎮ 其中男生 ３２９
名ꎬ女生 ４２６ 名ꎬ６ 名信息缺失ꎻ大一年级学生 ２５６ 名ꎬ
大二年级学生 ２１３ 名ꎬ大三年级学生 １９１ 名ꎬ大四年级

学生 ９６ 名ꎬ５ 名信息缺失ꎻ农村大学生 ３８２ 名ꎬ城镇大

学生 ３７０ 名ꎬ９ 名信息缺失ꎻ样本群体所属学科涵盖 １３
个门类ꎬ其中理学 １１４ 名ꎬ工学 ２６２ 名ꎬ人文社科类

３８０ 名ꎬ５ 名信息缺失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情绪智力量表 　 该量表共 １６ 个项目ꎬ包括自

我情绪评估、对他人的情绪评估、情绪管理、情绪运用

４ 个维度[６] ꎮ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情绪智力越

高ꎮ 本研究中ꎬ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９ꎬ各
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０.８２ꎬ０.８８ꎬ０.８６ꎬ０.７８ꎬ
组合信度 ＣＲ 值为 ０.８９ꎬ聚合效度 ＡＶＥ 值为 ０.５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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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心理韧性量表 　 该量表共 ２７ 个项目ꎬ分为个

人力和支持力 ２ 个二阶因子ꎬ个人力包括目标专注、情
绪控制、 积极认知ꎻ 支持力包括家庭支持、 人际协

助[１５] ꎮ 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从“ １” (完全不符

合)到“５”(完全符合)计分ꎬ对 １２ 个反向计分题项重

新编码ꎬ得分越高ꎬ表明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越高ꎮ 本

研究中ꎬ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９ꎬ个人力维

度 ３ 因子和支持力维度 ２ 个因子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

是 ０.７７ꎬ０.７７ꎬ０.７５ꎬ０.７６ꎬ０.７７ꎬ组合信度 ＣＲ 值为 ０.７６ꎬ
聚合效度 ＡＶＥ 值为 ０.６２ꎮ
１.２.３　 学业压力问卷　 采用自编学业压力问卷ꎬ项目

编写参考梁宝勇等[１６]编制的学习生活事件分量表ꎬ形
成 １０ 个题项ꎮ 前期预测以大学生为对象ꎬ发放 １５０ 份

问卷ꎬ回收 １２１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８０.７％ꎮ 问卷题

项处理应用严格的测量学知识进行分析ꎬ包括项目分

析(临界值比较、题总相关性分析、同质性检验等)和

探索性因子分析ꎬ最终形成学业压力单因子问卷ꎮ 问

卷共 ６ 个项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个体学业压

力越大ꎮ 本研究中ꎬ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９０ꎬ组
合信度 ＣＲ 值为 ０.９５ꎬＡＶＥ 值为 ０.６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和 ＡＭＯＳ １７.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建模ꎮ 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

统计分析、相关分析、中介检验ꎬ检验水准 ɑ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情绪智力、心理韧性与学业压力的相关分析　 大

学生情绪智力各维度、心理韧性的个人力、支持力与

学业压力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４７ ~ －０.０７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ꎻ除对他人的情绪评估和支持力相关无统计

学意义外ꎬ情绪智力各维度与理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

力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９ ~ ０.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情绪智力心理韧性与学业压力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７６１)

变量 学业压力 对自我情绪评估 对他人情绪评估 情绪管理 情绪运用 个人力
对自我情绪评估 －０.１４∗∗

对他人情绪评估 －０.０７∗ ０.３５∗∗

情绪管理 －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３４∗∗

情绪运用 －０.１５∗∗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４７∗∗

个人力 －０.４７∗∗ ０.４０∗∗ ０.２２∗∗ ０.４０∗∗ ０.４７∗∗

支持力 －０.４７∗∗ ０.２１∗∗ ０.０４ ０.０９∗ ０.２２∗∗ ０.６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的中介效应

以情绪智力为自变量ꎬ学业压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ꎬ结果发现ꎬ情绪智力对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有统

计学意义(β＝ －０.１８ꎬｔ＝ －４.９７ꎬＰ<０.０１)ꎮ 心理韧性对

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５４ꎬ
ｔ＝ －１７.６１ꎬＰ<０.０１)ꎮ 为进一步检验个人力和支持力

对学业压力的效应ꎬ将两者分别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

分析ꎮ 由于两变量间存在相关ꎬ须进行多重共线性诊

断ꎬ结果显示ꎬ容忍度(ＴＯＬ)在 ０.６０ 左右ꎬ方差膨胀因

子(ＶＩＦ)在 １.６８ 左右ꎬ均在可接受范围之内ꎬ说明变量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个人

力和支持力对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

(β 值分别为－０.３４ꎬ－０.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因此ꎬ进一

步检验个人力和支持力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的

中介作用ꎮ
以情绪智力为自变量ꎬ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

力为中介变量ꎬ学业压力为因变量ꎬ构建中介作用模

型ꎬ结果显示ꎬ模型拟合良好:χ２ / ｄｆ ＝ ３ ３６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６ꎬＧＦＩ ＝ ０ ９６０ꎬＡＧＦＩ ＝ ０ ９３３ꎬＴＬＩ ＝ ０ ９５７ꎬＣＦＩ ＝
０ ９７１ꎬＣＮ ＝ ２９２ꎮ 由图 １ 可知ꎬ加入个人力和支持力

后ꎬ情绪智力对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下降ꎬ但无统计

学意义(β＝ －０ ０３ꎬｔ ＝ －１ ０３ꎬＰ ＝ ０ ２８)ꎮ 情绪智力对

心理韧性个人力和支持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有统计

学意义(β 值分别为 ０ ４６ꎬ０ １７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ꎬ心理

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力对学业压力的预测作用有统

计学意义(β 值分别为－０ ２６ꎬ－０ １７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表明情绪智力通过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和支持力对学

业压力起作用ꎬ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和学业压力间起

中介作用ꎮ

图 １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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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１７]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ꎬ
结果显示ꎬ总体、特定、对比的 ９５％的置信区间均不包

含 ０ꎬ说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且个人力的中介效

应大于支持力ꎮ 表明情绪智力通过个人力维度到学

业压力的中介效应是－０.１２ꎬ通过支持力维度到学业压

力的中介效应是－０.０３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

学业压力间间接效应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ｎ＝ ７６１)

中介效应类别 点估计 标准误 ９５％ＣＩ
总体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９ ~ －０.１１
个人力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６ ~ －０.０８
支持力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５ ~ －０.０２
对比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３ ~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呈负相

关ꎬ表现为高情绪智力大学生能积极应对学业挑战ꎬ
善于调节和管理自身消极情绪ꎬ学业压力水平较低ꎮ
情绪智力是一系列非认知能力、社会与情绪的统一

体ꎬ影响个体成功应对环境的需要和压力ꎮ Ｂａｒ￣Ｏｎ[１８]

提出ꎬ情绪智力可指导人们适应环境、应对压力ꎬ是一

种适应社会的能力ꎮ 巩文冰等[８] 利用元分析技术对

个体知觉的压力和情绪智力进行定量分析发现ꎬ情绪

智力与压力感知呈中等程度负相关ꎻ肖静等[１９] 的研究

发现ꎬ情绪智力与学业倦怠呈负相关ꎬ也从侧面印证

了本研究的结论ꎮ 具体而言ꎬ高情绪智力大学生在面

对学业及生活中的慢性压力时ꎬ能保持积极乐观心

态ꎬ善于情绪管理ꎬ运用情绪从事富有建设性的活动ꎬ
凸显自身价值ꎬ进而在学业上取得较高成就ꎬ表现出

较低的学业压力水平和学业倦怠感ꎮ
相关分析表明ꎬ个人力、支持力与学业压力均呈

负相关ꎬ表明拥有良好个人力并获得家庭和朋友支持

的大学生ꎬ心理韧性水平较高ꎬ学业压力水平较低ꎮ
以往研究显示ꎬ高心理韧性个体具有某些内在保护性

因素ꎬ如合理认知、意志力坚强、积极人格、成就动机

高等ꎬ倾向于积极乐观看待生活事件ꎬ拥有更多自我

效能感和幽默感ꎬ获得来自家庭、人际等外部支持较

多ꎬ因而学业压力水平相对较低[２０] ꎮ 崔丽霞等[２１] 研

究发现ꎬ高心理韧性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ꎬ能激

发出强大的内部力量ꎬ善于采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

式ꎬ表现出积极认知和积极情绪ꎬ最终获得良好适应ꎬ
与本文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ꎮ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ꎬ情绪智力对学业压力的

影响由个体心理韧性起作用ꎬ且个人力的中介作用大

于支持力ꎬ即情绪智力更多通过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对

学业压力发生作用ꎮ 心理韧性的过程模型认为ꎬ在面

对压力性事件或多变情景时ꎬ原本处于身心平衡状态

的个体ꎬ其内部平衡被打破ꎬ个体为了继续维持这种

平衡ꎬ会调动各种保护性因子来应对当前面临的刺激

以保持生理、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状态[１３] ꎮ 情绪智力作

为个体特征变量ꎬ属于内部保护性因子ꎬ高情绪智力

的学生能够在学业活动和逆境中获得更多外部资源ꎬ
进行有效的情绪调节ꎬ在应对不平衡状态的过程中提

高心理韧性ꎬ缓解个体在压力和挫折情境下的应激水

平ꎬ减缓学业压力ꎬ最终达到新的平衡ꎬ使个体获得良

好适应ꎮ 魏丽芹等[１４]研究发现ꎬ情绪智力与心理韧性

呈正相关ꎬ能有效预测个体心理韧性ꎮ 此外ꎬ以往研

究也表明ꎬ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个体行为结果间的

中介作用[２２－２３] ꎮ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现ꎬ心理韧性的个人力在情绪智力与学业压力间发挥

完全中介作用ꎬ支持力在两者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ꎮ
说明要注重对学生在学业上的外部支持ꎬ更重要的是

要从学生自身出发ꎬ培养个体在学业目标上的专注

力、对待学业上不良情绪的调节能力以及在面临学业

压力与挫折时的积极认知和乐观心态ꎮ
本研究结果检验了大学生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

与学业压力间的中介作用ꎬ阐明了情绪智力对学业压

力影响的作用机制ꎬ对减缓大学生学业压力ꎬ提升心

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ꎮ 因此ꎬ学校、教师应注重

学生情绪智力的培养ꎬ提升大学生情绪管理和情绪调

节技能ꎬ使其在面临繁重的学业压力时ꎬ能够从自身

进行情绪调节与管理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ꎮ 学校管

理者更应注重对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培养ꎬ教师、家庭

应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支持和外部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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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是指由于特定的群体成员(如种族、性别、性
取向、性别认同、国籍、语言以及残疾等)所展现出来

与众不同所引起的一种偏见或区别性对待[１] ꎮ 歧视

表达了对某一类群体或者个体的不公平性ꎬ而歧视知

觉是一种对自己受到有区别的或者不公平的对待而

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２] ꎮ 与歧视本身相比ꎬ个体对歧

视的知觉对身心健康更具危害性[３] ꎬ因此也最值得关

注[４] ꎮ
近年来ꎬ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ꎬ

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 ３ 个方面ꎬ即弱势群体(如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贫困学生以及残障群体等)的歧视体

验特点、对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歧视知觉消极效

应的内在机制ꎬ表明弱势群体的知觉体验水平明显高

于优势群体ꎬ弱势群体体验到更多的歧视ꎻ歧视知觉

水平越高ꎬ越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的攻击、违纪等问题

行为[５] ꎬ导致贫困大学生较差的社会适应性[６] ꎬ降低

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７] ꎬ心理健康水平越低[８] ꎮ 歧

视知觉效应会受到社会支持[９] 、归属需要[６] 、自尊[１０]

等的重要调节作用ꎬ进而影响歧视知觉消极效应的实

际效果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个体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ꎬ
消极应对方式越多ꎬ积极应对方式越少[１１] ꎬ进一步考

察了前人的研究发现[１２－１５] 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选择听障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主

要探讨听障大学生在歧视知觉、自尊以及积极应对方

式方面的特点ꎬ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为有效制定

降低歧视知觉水平、提升个体自尊、促进个体采取积

极应对方式的社会策略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遵循自愿参加原则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３—４ 月选

取天津某高校聋工学院的 ２０２ 名大学生ꎬ以宿舍为单

位进行问卷调查ꎮ 剔除漏答、错答、有规律作答问卷

后ꎬ获得有效问卷 １７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８.６１％ꎮ 其中男

生 ８６ 名ꎬ女生 ９３ 名ꎻ大一学生 ４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４７ 名ꎬ
大三学生 ５５ 名ꎬ大四学生 ３３ 名ꎻ非独生子女 １２５ 名ꎬ
独生子女 ５４ 名ꎻ城镇学生 ９９ 名ꎬ农村学生 ８０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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