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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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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为促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心理健康量表ꎬ对从贵州省 ８ 所高校随机抽取的 ９４８ 名贫

困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均具有预测作用( β ＝ － ０.１４０ꎬｔ ＝ － ３.７１４ꎬＰ< ０.０１ꎻβ ＝
０.３０５ꎬｔ ＝ ７.３５２ꎬＰ<０.０１)ꎻ加入社会支持变量后ꎬ父母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０７０ꎬｔ ＝ １.４７４ꎬ
Ｐ ＝ ０.１４０ꎻβ ＝ ０.０３８ꎬｔ ＝ ０.８２８ꎬ Ｐ ＝ ０.４０８)ꎬ而对社会支持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４７９ꎬｔ ＝ ８.４５２ꎬＰ< ０.０１ꎻβ ＝
０.４３６ꎬｔ ＝ ７.６３４ꎬ Ｐ<０.０１)ꎮ 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中ꎬ社会支持对心理健

康的反向预测作用均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４６４ꎬｔ ＝ －７.２４５ꎬＰ<０.０１ꎻβ ＝ －０.４４４ꎬｔ ＝ －７.２９８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社会支持在贫困

大学生父母亲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均具有完全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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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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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日常活

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ꎬ是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

的综合表现[１] ꎮ 研究发现ꎬ父母教养方式是影响青少

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２－３] ꎬ不同的父母教养方式与

孩子的行为问题显著相关[４] ꎬ良好的父母养育方式能

提高个体的安全依恋ꎬ增强青少年心理适应和降低烦

恼[５] ꎬ提高自我和谐和自我效能感[６－７] ꎮ 社会支持是

由个体、与个体有接触的人ꎬ以及个体与这些人之间

的交往活动所构成的系统[８] ꎮ 有研究者认为 ꎬ 良好

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个体的应激状况、维持个体的

良好情绪体验[９] ꎮ 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个体会有比

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控制感、心理韧性[１０－１２] ꎮ 心理健

康是一种能适应社会的良好心理状态ꎬ包括积极的生

活目标、内心体验ꎬ挖掘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１３] ꎮ
有研究发现ꎬ贫困大学生较多出现抑郁、强迫、敌对、
人际敏感[１４] 、焦虑、自我封闭[１５] 、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水平、消极情绪体验和负性情感[１６] ꎮ 本文尝试探究贫

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关系ꎬ力图为提高该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中旬ꎬ根据贵州省 ８ 所大学提

供的贫困大学生名单ꎬ采用随机抽样法从中抽取 １ ０００
名贫困大学生进行测试ꎬ回收有效问卷 ９４８ 份ꎬ有效率

达 ９４.８％ꎮ 其中大一学生 ３２３ 名(男生 １３７ 名ꎬ女生

１８６ 名)ꎬ大二学生 ４３１ 名(男生 １９０ 名ꎬ女生 ２４１ 名)ꎬ
大三学生 ９９ 名(男生 ２８ 名ꎬ女生 ７１ 名)ꎬ大四学生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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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男生 ３７ 名ꎬ 女生 ５８ 名)ꎮ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２０.４３±１.５６)岁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该问卷英文版由 Ｐｅｒｒｉｓ 等

编制ꎬ国内岳东梅等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１７] ꎮ 本研究

根据因子载荷大小修订了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问卷

(ＥＭＢＵ)简版ꎬ问卷从 １(从不)到 ４(总是)四级计分ꎬ
分数越高ꎬ表示父母的影响程度越大ꎮ 简版父亲教养

方式问卷 ２４ 个题目ꎬ分为惩罚冷漠、温暖宽容、理解尊

重、严厉粗暴、过分干涉和偏爱被试 ６ 个因子ꎬ在本研

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８２４ꎬ６ 个因子的方

差累积贡献率为 ４６.９７％ꎮ 母亲教养方式简版问卷共

２２ 个题目ꎬ分为惩罚冷漠、温暖宽容、过分干涉、偏爱

被试、严厉粗暴和理解尊重 ６ 个因子ꎬ在本研究中问卷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８４０ꎬ６ 个因子的方差累积贡

献率为 ４８.６７％ꎮ
１.２.２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

持问卷的基础上对个别词或短语进行改编[１８] ꎬ量表包

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３ 个因子ꎮ 在

本研究中ꎬ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６３９ꎬ３ 个因

子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５１.８２％ꎮ
１.２.３ 　 心理健康量表 　 ＳＣＬ－ ９０ 量表由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 编

制ꎬ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７] ꎮ 在本研究中ꎬ根据

因子载荷大小修订了简版量表ꎬ共 ３０ 个题目ꎬ采用 １
(从无)到 ５(严重)５ 级计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阳性症状

越明显ꎮ 在本研究中ꎬ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９８０ꎬ１０ 个因子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５５.７０％ꎮ
１.３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ꎬ由心理健

康教师使用统一问卷进行集体施测ꎬ统一指导语ꎮ 应

用 ＳＰＳＳ １５.０ 和 ＡＭＯＳ ７.０ 对数据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ꎬ对相同被试同

时测量了 ３ 个问卷ꎬ需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ꎮ 对

所有数据进行 ＫＭＯ 检验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ꎬＫＭＯ ＝
０.８７５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值为 ９ ２１０.４０９ꎬＰ<０.０１ꎬ说明本研究数

据适合因素分析ꎮ 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ꎬ发现特征值

大于 １ 的公因子有 ５ 个ꎬ其中第一个公因子方差贡献

率为 ２２.１０７％ꎬ小于 ４０％的临界标准[１９] ꎬ表明本研究

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ꎬ可以继续进行数据

分析ꎮ
２.２　 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的相关分析 　 父母惩罚冷漠、严厉粗暴、过分干涉与

心理健康 １０ 个因子均呈正相关ꎻ父亲温暖宽容与抑

郁、焦虑、精神病性呈负相关ꎬ理解尊重与抑郁、焦虑、
精神病性、偏执负相关ꎬ偏爱被试与抑郁、躯体化、焦

虑、精神病性、恐怖、偏执和其他呈负相关ꎻ母亲温暖

宽容与焦虑、人际敏感、精神病性、敌对、恐怖、偏执呈

负相关ꎬ偏爱被试与躯体化、焦虑、精神病性、敌对、恐
怖呈负相关ꎬ理解尊重与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呈负相

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父母所有的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

总分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ꎬ社会支持及 ３ 个因子与心

理健康及 １０ 个因子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考察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对

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预测作用ꎬ以心理健康的

１０ 个维度和心理健康总分为因变量ꎬ以父母养育方式

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ꎬ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

表明ꎬ父母亲惩罚冷漠对抑郁、精神病性具有正向预

测作用ꎬ父母亲惩罚冷漠、过分干涉对心理健康及焦

虑、敌对和偏执因子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ꎬ父母惩罚

冷漠、严厉粗暴对躯体化和其他心理问题有正向预测

作用ꎬ父母惩罚冷漠对恐怖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ꎻ父母

偏爱对焦虑具有反向预测作用ꎬ母亲理解尊重对抑郁

具有反向预测作用ꎬ母亲温暖宽容对精神病性具有反

向预测作用ꎻ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及各因子均具有反

向预测作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心理健

康间的中介作用

２.４.１　 模型的验证　 首先ꎬ检验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

生父亲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ꎬ通过模

型修正[２０] ꎬ得到的模型拟合指数如下:χ２ / ｄｆ ＝ ５.１９４ꎬ
ＮＮＦＩ ＝ ０.９０９ꎬＣＦＩ ＝ ０.９２２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７ꎮ 各个拟合

指标都在限定范围内ꎬ拟合程度较好[２１] 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社会支持在父亲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间的作用路径

　 　 其次ꎬ检验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母亲养育方式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ꎮ 通过模型修正[２０] ꎬ得到

的模型拟合指数如下:χ２ / ｄｆ ＝ ５.０２６ꎬＮＮＦＩ ＝ ０.９０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２０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５ꎮ 各个拟合指标都在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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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ꎬ拟合程度较好[２１] ꎮ 见图 ２ꎮ

图 ２　 大学生社会支持在母亲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间的作用路径

２.４.２　 中介作用分析 　 贫困大学生父亲养育方式对

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β ＝ － ０. １４０ꎬ ｔ ＝
－３.７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当加入社会支持时ꎬ父亲养育方式

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下降ꎬ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β
＝ ０.０７０ꎬｔ ＝ １.４７４ꎬＰ ＝ ０.１４０)ꎮ 父亲养育方式对社会支

持的正向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４７９ꎬｔ ＝ ８.４５２ꎬ
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反向预测作用也有

统计学意义(β ＝ －０.４６４ꎬｔ ＝ －７.２４５ꎬＰ <０.０１)ꎬ说明社

会支持在父亲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完全

中介作用ꎮ
贫困大学生母亲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

用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３０５ꎬｔ ＝ ７.３５２ꎬＰ<０.０１)ꎮ 当加

入社会支持时ꎬ母亲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下降ꎬ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 β ＝ ０.０３８ꎬ ｔ ＝ ０.８２８ꎬ Ｐ ＝
０.４０８)ꎮ贫困大学生母亲养育方式对社会支持的正向

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 β ＝ ０. ４３６ꎬ ｔ ＝ ７. ６３４ꎬ Ｐ <
０.０１)ꎬ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反向预测作用也有统计

学意义(β ＝ －０.４４４ꎬｔ ＝ －７.２９８ꎬＰ<０.０１)ꎮ 说明社会支

持在母亲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３　 讨论

结果表明ꎬ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的关系非常密切ꎮ 父母的惩罚冷漠对心理健康的 １０
个维度均有正向预测作用ꎬ父母的过分干涉和严厉粗

暴也能正向预测一些心理问题ꎬ说明不良的教养方式

更容易导致贫困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ꎮ 社会支持对

所有的心理健康维度具有反向预测作用ꎬ说明拥有良

好社会支持的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更少ꎬ心理健康水

平更高ꎮ 客观支持对焦虑、人际敏感、敌对具有正向

预测作用ꎬ说明如果贫困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不能获

得实际的社会支持ꎬ则很容易出现焦虑、人际敏感和

敌对的心理问题ꎮ 对支持的利用度对恐怖有反向预

测作用ꎬ表明当贫困大学生能合理利用社会支持时ꎬ
会更少表现出无助和恐惧感ꎮ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ꎬ个体出生后

首先接触的微观系统是家庭ꎬ家庭环境对个体的成长

至关重要[２２] ꎮ 父母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ꎬ他们的养育方式是个体自我观念形成的重

要因素ꎬ好的父母养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可以促进个性

的健康发展ꎻ不当的养育方式让孩子从小受到很多的

负面影响ꎮ 由于家庭贫困ꎬ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

力ꎬ可能会忽视对子女的情感关怀ꎬ表现出对子女冷

漠或关心较少ꎮ 在子女遇到困难时不能教会子女积

极的应对方式和处理策略ꎮ 在这样的养育方式下ꎬ当
贫困大学生遇到困境时ꎬ容易困顿于自己的内心世界

中ꎬ出现焦虑、抑郁、精神障碍、不良行为ꎬ进而降低心

理健康水平[２３] ꎮ
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具有反向预测作用ꎬ而且社

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均起着完全中介作用ꎮ 说明贫

困大学生由于从小生活在贫穷中ꎬ父母的养育方式让

他们更加敏感和怀疑周围的事物ꎬ不容易寻求别人的

帮助ꎮ 当遇到事情时ꎬ更容易采取自我封闭的方法避

免受伤ꎮ 他们很少相信他人ꎬ自我评价较低ꎬ不容易

和他人进行良好的交往ꎬ无形中会抵触他人的帮助ꎬ
降低在经济贫困的逆境中发奋图强的信念ꎬ容易形成

孤独感[２４] ꎮ 因此ꎬ良好的父母养育方式有助于贫困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ꎬ形成有利的社会支持力量ꎬ减
少心理问题的出现ꎮ 当贫困大学生遇到挫折困难时ꎬ
由于社会支持力量贫瘠ꎬ不容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战

胜挫折ꎬ从而体验更多的生命无力感ꎬ引发更多成长

过程中的创伤[２５] ꎬ继而体验更多的心理压力ꎬ出现不

健康的心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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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体育锻炼对生活品质的影响且对自身体质健康

的关注程度不够ꎮ 干预后ꎬ实验组学生在“情绪效能”
“人际交流”和“身体健康”３ 个条目得分提高ꎬ说明体

质健康信念和自我效能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参加

体育运动的自我愉悦程度ꎬ帮助学生克服体育知识与

技能学习过程的挫折感ꎬ获得较高的情绪调整能力ꎻ
本研究所采用的教育模式和手段多以团队合作、成员

分工协同等方式为载体ꎬ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相互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ꎬ增强了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交能

力ꎻ同时ꎬ学生在参加体育锻炼的过程中ꎬ通过适当的

运动负荷和运动频率的刺激ꎬ提高身体素质是顺理成

章的事情[１１] ꎮ
良好的锻炼效果和体质健康的保持与增强取决

于体育运动的次数、运动时间、运动强度以及锻炼习

惯的坚持等因素[１２] ꎮ 本研究显示ꎬ干预后ꎬ实验组与

对照组学生比较ꎬ在“周运动次数比例”和“运动时间”
２ 个指标上出现大幅提升ꎮ 表明实验组学生在接受体

质健康信念和自我效能教育干预后ꎬ增加了体育锻炼

的时间和频率ꎬ为体质的增强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ꎮ
干预后ꎬ实验组学生与对照组相比ꎬ在“肺活量”

和“台阶试验评定指数”２ 个指标得分上出现大幅度提

高ꎮ 提示本研究所设计的健康干预措施和手段ꎬ不仅

提高了初中学生的体育健身意识ꎬ而且也取得了实效

性的研究成果ꎬ即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实质性的改善和

增强ꎮ “握力指数”和“立定跳远” ２ 个条目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的原因ꎬ可能与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训练的

专项性要求较高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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