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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青少年感恩状况对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学校联结(教师支持、同学支持与学校归属感)在其中存

在的中介作用ꎬ为开展相关健康教育与心理辅导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青少年感恩特质问卷、学校联结量表和青少年社会

适应状况评估问卷ꎬ对徐州地区 ６ 所学校 １ ３０４ 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施测ꎮ 结果　 青少年感恩得分在性别与学段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女生感恩总体水平高于男生(Ｆ＝ ３８.０９ꎬＰ<０.０１)ꎬ青少年感恩水平的发展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不断提高

的趋势(Ｆ＝ ４.８８ꎬＰ<０.０１)ꎮ 感恩与社会适应呈正相关( ｒ＝ ０.２６ꎬＰ<０.０１)ꎮ 青少年感恩可以通过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对社

会适应产生影响ꎬ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６ꎮ 结论　 学校联结在感恩与社会适应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ꎬ感恩对社会适应有直接

影响ꎬ也可以通过学校联结对其产生间接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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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作为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ꎬ是对自己有帮助

的所有因素所抱持的一种感激ꎬ并愿意回报的一种认

识、情感和行为ꎬ能够激发人们内心的善良情怀ꎬ促使

个体与他人、社会紧密相联[１] ꎮ 社会适应是个体在与

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为达到主客体的协调平

衡状态ꎬ而主动调控自我行为的过程[２] ꎮ 有研究表

明ꎬ感恩具有积极情感评价的作用ꎬ能够促进助人行

为的发生ꎬ进而增强社会适应性[３] ꎮ Ｗｏｏｄ 等[４]研究表

明ꎬ感恩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ꎬ将有助于提高个

体的社会适应水平ꎮ 学校联结(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ｏｎｄｉｎｇ) 指学

生对自身与学校关系的认知及与学校中其他人员创

建一种积极情感关系ꎬ重点展现的是学生对学校在认

知、情感和行为上的认可与投入[５] ꎮ 学校联结是影响

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重要调节变量ꎬ同时对暴力、犯罪

等危及健康的行为具有保护作用[６] ꎮ 相关研究证实ꎬ
学校联结对青少年社会适应有预估作用ꎬ与同学支持

和教师支持相比ꎬ学校归属感的作用更为明显[７] ꎮ 感

恩和学校联结之间也存在正相关ꎬ感恩的内外在目标

理论指出ꎬ感恩能够促进青少年合群动机和归属动

机[８] ꎬ有助于青少年对学校活动行为和情感方面的投

入ꎬ从而获得同学和老师的接纳、认可与情感支持ꎬ提
高学校联结水平ꎮ 因此推测ꎬ感恩在影响青少年社会

适应的过程中会受到学校联结的影响ꎮ 本文探究学

校联结三大维度(同学支持、教师支持与学校归属感)
在感恩与社会适应间的中介效应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ꎬ
随机抽取徐州地区徐州四中、新沂四中、徐州王杰中

学、新沂三中、徐州医科大学、江苏师范大学 ６ 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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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１ ４００ 名初中至大学的学生为被试ꎬ在中学组ꎬ考虑

年级、性别等情况ꎬ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抽取ꎬ初中组共

抽取 ４５７ 名学生ꎬ高中组共抽取 ４７９ 名学生ꎬ在大学

组ꎬ考虑专业、性别、年级等因素随机抽取 ４６４ 名大学

生ꎮ 初中、高中、大学组被试平均年龄分别为 １４.１３ꎬ
１７.４６ 和 ２０.７１ 岁ꎮ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３０４ 份ꎬ其中初

中生 ４１０ 名ꎬ高中生 ４６８ 名ꎬ大学生 ４２６ 名ꎻ男生 ５７２
名ꎬ女生 ７３２ 名ꎮ 本研究经江苏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

委员会批准ꎮ
１.２　 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ꎬ利用课间对学生进行团体

施测ꎬ测试时间 ２０ ｍｉｎꎮ 测试前征求被试的同意ꎬ由
心理学专业老师介绍问卷的内容和目的ꎬ在无干扰的

情况下进行无记名问卷测试ꎬ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ꎮ
１.２.１　 青少年感恩特质问卷　 该问卷由孙配贞等[９]

编制ꎬ包括重要他人感恩、社会事物感恩、自然事物感

恩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９ 个项目ꎬ使用 ７ 级评分ꎬ总分越高说

明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强ꎬ之前研究证实该问卷在我

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ꎮ 本研究中总量

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２.２　 学校联结量表　 由喻承甫等[１０] 在参考同类研

究工具的基础上编制而成ꎬ包括 １０ 个项目ꎬ分为同学

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 ３ 个维度ꎬ先前的研究中

表明该问卷信效度良好ꎮ 量表采用 ５ 级评分ꎬ越接近

“５”越趋向于“完全同意”ꎬ分值越高说明青少年学校

联结水平越高ꎮ 此次研究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是 ０.８８ꎮ
１.２.３　 青少年社会适应状况评估问卷　 由周晖等[１１]

加以修订ꎬ问卷由 ５０ 个项目组成ꎬ分为自我适应、人际

适应、行为适应以及环境适应 ４ 个部分ꎬ每个部分涵盖

积极与消极的 ２ 个维度ꎬ共 ８ 个维度[１２] ꎮ 问卷采用 ５
级评分ꎬ其中 １ 代表完全不符合ꎬ３ 代表有点符合ꎬ５ 代

表非常符合ꎬ以往研究显示该问卷对于我国青少年群

体适用性良好[１１] ꎮ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６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ꎬ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进行结构方程建模ꎮ 为了更准确分

析模型中各个中介变量的中介作用ꎬ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

法ꎬ构造 ３ ０００ 个样本量ꎬ检验各路径系数是否有统计

学意义[１３] ꎮ 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感恩的性别、学段差异　 感恩总分及感恩

的 ３ 个维度性别和学段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 ０.０５)ꎬ女生感恩总分和 ３ 个维度得分均高于男

生ꎻ大学生的感恩总分及 ３ 个维度分高于初高中生ꎮ
性别与学段之间的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青少年感恩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感恩

总分

重要他

人感恩

社会事

物感恩

自然事

物感恩
性别 男 ５７２ １０６.１１±１７.４１ ３１.４８±３.７５ ４３.５３±８.７５ ３１.１１±７.５０

女 ７３２ １１１.８７±１４.５９ ３２.３３±３.０９ ４５.５５±７.４２ ３３.９９±６.４２
Ｆ 值 ３８.０９ １６.４７ ２０.４９ ４２.７４

学段 初中 ４１０ １０７.３１±１７.７４ ３２.０１±３.４４ ４３.９２±８.９４ ３１.３８±７.７１
高中 ４６８ １１０.１７±１５.５８ ３３.２５±３.２７ ４４.８７±７.９５ ３３.２０±７.１９
大学 ４２６ １１２.３３±１９.４５ ３４.５８±３.５４ ４５.１２±７.３５ ３３.４７±６.０３

Ｆ 值 ４.８８ ３.７２ ３.６６ ４.５５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青少年感恩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分析　 青少年感

恩与社会适应和学校联结的 ３ 个维度(学校归属感、
教师支持、同学支持)均呈正相关ꎻ学校联结的 ３ 个维

度与社会适应之间也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青少年感恩学校联结和社会适应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３０４)

变量 感恩总分 学校归属感 教师支持 同学支持
学校归属感 ０.３３
教师支持 ０.２９ ０.６９
同学支持 ０.２３ ０.５７ ０.５５
社会适应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８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学校联结在感恩和社会适应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感恩作为自变量ꎬ社会适应为因变量ꎬ学校联结为

中介变量ꎬ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ꎮ 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χ２ / ｄｆ ＝ ５.０７ꎬＣＦＩ ＝ ０.９７ꎬＴＬＩ ＝ ０.９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ꎬ表明

模型拟合良好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来验证中介效应

的显著性ꎬ结果显示ꎬ所有中介路径的效应值都是正

数ꎬ９５％置信区间为 ０.０３ ~ ０.０９ꎬ均不包含 ０ꎬ表明学校

联结在感恩与社会适应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中介效应

值为 ０.０６)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学校联结在感恩对社会适应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０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



３　 讨论

调查显示ꎬ青少年感恩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女生得分比男生高ꎬ说明女生的感恩体验要多于

男生ꎬ更容易感知到他人、社会对自己的帮助ꎮ Ｂｒｏｎ￣
ｍｉｃｋ 等[１４]研究发现ꎬ女生的感恩水平显著高于男生ꎬ
即女生在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向别人倾诉或者求助

于他人ꎬ因此得到帮助的机会比男生多ꎬ感恩意识也

比男生强烈ꎮ 董霞等[１５－１７] 研究结果也表明ꎬ女生感恩

总体水平显著高于男生ꎮ
不同学段学生的感恩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整

体来说ꎬ青少年感恩水平的发展会因为年龄的不断增

长而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ꎮ Ｇｏｒｄｏｎ 等[１８]研究发现ꎬ与
年龄较小的孩子(４ ~ ８ 岁)相比ꎬ年龄大一些的孩子(９
~ １２ 岁)会对自己的亲人、同伴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之

情ꎮ 可能是由于在年级不断升高的同时ꎬ学生的自我

中心意识开始有所减少ꎬ而移情能力不断发展ꎬ对人

际关系的理解更加深刻[１９] ꎬ因此大学生感恩水平与初

高中生相比相对较高ꎮ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感恩对社会适应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ꎬ青少年感恩水平越高ꎬ其社会适应水平也会

随之相对较好ꎬ以往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２０] ꎮ
Ｅｍｍｏｎｓ 等[２１－２２]均初步表明ꎬ感恩和个体社会适应间

有一定关系ꎬ感恩能够对个体社会适应进行积极预

估ꎮ 喻承甫等[１０]研究也表明ꎬ感恩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呈负相关ꎬ感恩水平越高ꎬ问题行为越少ꎬ进而社会适

应水平越高ꎮ
除实证研究外ꎬ本研究结论也能够从感恩有关理

论中获得相应解释ꎮ 感恩的拓宽建构理论认为ꎬ感恩

是将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积极情绪ꎬ有利于个体建

立持久的认知资源[２３] ꎮ 积极的情感具有适应性的进

化机制ꎬ可以拓宽人们的思想行为技能ꎬ提高人的创

造力和认知能力[２４] ꎮ 相关研究也表明ꎬ感恩具有扩展

效应ꎬ通过积极拓宽和建构的过程ꎬ帮助个体建立起

更多有用的个体资源和更为优越的社会认知资源ꎬ以
应对将来的压力和威胁[２５] ꎮ 感恩的内外在目标理论

则认为ꎬ感恩倾向高的个体对内在目标更为关注ꎬ对
名利、权利等外在目标的需求相对较小ꎮ 内在目标追

求者尤为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维护ꎬ通过人际间的交

流与沟通来获得个体长远积极的发展ꎬ包括主观幸福

感的提升、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等[２６] ꎮ
将学校联结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其中ꎬ考察感恩对

社会适应影响的作用机制ꎬ结果表明ꎬ学校联结在感

恩与社会适应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６ꎬ说明感恩既对社会适应有直接影响ꎬ也可以通过

学校联结对其产生间接影响ꎮ 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

是感恩形成的必要条件ꎬ感恩倾向高的个体更加注重

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２７] ꎬ在与人交往过程中更

能体验到信任、帮助、分享、共情等亲社会倾向ꎬ有助

于青少年对学校生活的积极参与ꎬ促使学生在学校中

可以获得更多与同伴、老师互动的机会ꎬ进而促进青

少年与同学创建良好关系、与教师创建友好师生关

系ꎬ从而让学生产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与荣誉感ꎬ因而

他们相对于感恩水平低的个体更能够经常性体验到

同学和老师的关心、接纳与支持ꎬ形成安全型情感联

结ꎬ从而增强了学校联结水平ꎬ提升社会适应水平ꎮ
可以发现感恩是通过情感归属和社会支持对青少年

社会适应有所影响ꎮ 孙配贞等[２８]通过研究证实ꎬ感恩

能够促使学生学校生活满意度和学校归属感的提升ꎬ
而学校归属感是学校联结的重要组成部分ꎻＭｃＮｅｅｌｙ
等[２９]研究证明ꎬ学校联结对青少年社会适应具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ꎬ与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相比ꎬ学校归属

感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ꎮ 学校归属感高的学生更愿

意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ꎬ乐于奉献自己为同学服务ꎬ
积极参加校园活动ꎬ可有力促进青少年积极健康发

展ꎬ减少问题行为的出现ꎬ进而促进社会适应水平的

提高ꎮ 提示学校应该重视青少年情感教育和价值观

教育ꎬ通过对感恩品质的关注强化学生的感恩行为ꎻ
家长也要发挥感恩榜样示范的作用ꎬ培养孩子积极的

人格特质ꎻ青少年要从自身做起ꎬ在行动中践行感恩

认知ꎬ升华感恩情感ꎬ提高社会适应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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