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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的因果关系ꎬ为指导大学新生适应入学提供依据ꎮ 方法　 使用复原力量

表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对四川省 ２ 所高校 ７８３ 名大学新生施行开学 １ 个月后的第 １ 次测量和 ３ 个月后的追踪测量ꎮ 结

果　 ２ 次测量的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均存在统计学关联( ｒ 值分别为 ０.７４２ꎬ０.５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复原力在第 １ 次施

测和追踪测量之间呈现出较高程度的稳定性ꎻ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ꎬ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存在相互因果关系ꎻ根
据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的水平ꎬ将被试划分为复原力高分组和复原力低分组ꎬ交叉滞后分析发现ꎬ在高低复原力组中ꎬ均只有

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能预测追踪测量的大学新生适应(β 值分别为 ０.３６２ꎬ０.５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且高低复原组所得模型的拟

合程度较好ꎮ 结论　 应加强对低复原力新生的关注ꎬ从提高复原力的角度促进大学新生的良好适应与积极发展ꎮ
【关键词】 　 社会适应ꎻ交叉研究ꎻ精神卫生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９５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１６５３￣０４

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ＹＵ Ｍｅｎｇ∗  ＸＵ Ｑｉａｎ ＨＥ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ＣＡＯ Ｊｉｎｇｙｉ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ｆ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ｗｏ￣ｗａｖｅ  Ｔ１ Ｔ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７８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ｒ ＝ ０.７４２ ０.５５７ Ｐ< ０.０１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ａｓ￣
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ｄａｐａ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ｅ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ｓ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ｌｏｗ￣ｓ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ｌａｇｇ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β＝ ０.３６２ 
０.５１１ Ｐ<０.０１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作者简介】 　 余萌(１９８９－　 )ꎬ女ꎬ四川眉山人ꎬ博士ꎬ主要从事儿童青

少年心理干预和研究ꎮ
【通讯作者】 　 王建平ꎬＥ￣ｍａｉｌ:ｗｊｐｈｈ＠ ｂｎ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６

　 　 大学时期是青少年个体身心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关键性阶段ꎬ而新生适应期又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成长

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１] ꎮ 但是ꎬ有不少大一新生会

产生诸如学习、 生活和心理等方面适应不良的困

扰[２] ꎮ 有研究表明ꎬ大学新生中有 ２２.６％可能有较严

重的心理问题[３] ꎮ 新生适应不良不仅对个体的心理

健康状况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４] ꎬ还会对后续发展如

学业成功、辍学风险、物质依赖、网络成瘾等有着预测

力[５－６] ꎮ
虽然新生适应不良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ꎬ但复原

力能缓冲应激带来的消极影响[７] ꎮ 复原力 (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又称“心理弹性”ꎬ是一种让个体可以快速从困

境中恢复到积极适应状态的能力[８] 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
相比较高年级的学生ꎬ大一新生会感受到更大的压

力、更多焦虑情绪和心理方面的痛苦[９] ꎻ但具有更高

复原力水平的个体在面临入学转变时所感知到的压

力水平会更低[１０] ꎬ且无论处于何种压力水平ꎬ复原力

都是最能够预测个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因素[１１] ꎮ
应对压力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加学业成功的可能性

和对学习的坚持力[１２] ꎬ还会促进大学新生对学校的适

应[１３] ꎮ
研究表明ꎬ复原力与新生适应存在统计学意义相

关ꎬ并且复原力可以预测大学新生良好的学校适应ꎻ
也有少数研究表明ꎬ来自人际方面的支持可以促进复

原力水平的提高[１０] ꎬ而人际支持本身也可以视为适应

的一个方面ꎮ 为此ꎬ本研究采用追踪测量的方式ꎬ拟
对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的关系进行交叉滞后

分析ꎬ以确定两者间的因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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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抽取四川某 ２ 所高校的大学新生ꎬ在课堂

上统一进行施测ꎮ 第 １ 次施测(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底)在大

学新生开学 １ 个月后进行ꎬ现场共发放问卷 ８５０ 份ꎬ回
收问卷 ８１９ 份ꎬ删除缺失值大于 ２０％和规律作答的被

试ꎬ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７８３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６％ꎮ
３ 个月之后ꎬ再次进行追踪测量ꎬ得到有效数据 ６５３
份ꎬ被试脱落率为 １６. ６％ꎮ 采用基本信息收集表中

“学号”一栏ꎬ进行前后测数据的匹配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第一次施测和追踪测量对象人口学资料

组别 第 １ 次施测 追踪测量 组别 第 １ 次施测 追踪测量
性别 女 ５００(６３.９) ４２０(６４.３) 文理科 文科 ４４１(５６.３) ３７２(５７.０)

男 ２７４(３５.０) ２２１(３３.８) 理科 ３２７(４１.８) ２６２(４０.１)
家庭经济情况 贫困 ３２４(４１.４) ２７９(４２.７) 家庭所在地 大城市 ９２(１１.７) ６８(１０.４)

非贫困 ４３６(５５.７) ３５０(５３.６) 中小城市 ２２６(２８.９) １８２(２７.９)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４０７(５２.０) ３２２(４９.３) 城镇 １７６(２２.５) １４０(２１.４)

否 ３６８(４７.０) ３２１(４９.２) 农村 ２７９(３５.６) ２５１(３８.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相关信息有缺失值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基本信息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家
庭所在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婚姻状况等ꎮ
１.２.２　 复原力量表　 采用由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编制、于
肖楠教授修订的复原力量表 (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
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Ｄ －ＲＩＳＣ) 中文版[１４] ꎮ 修订后的问卷共

２５ 个条目ꎬ采用 １ ~ ５ 的 ５ 级计分ꎬ分为坚韧、自强和乐

观 ３ 个维度ꎮ 量表均为正向计分ꎬ总分越高代表被试

的复原力水平越高ꎮ 该量表的中文版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０.９１ꎮ
１.２.３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　 采用方晓义等[１５] 针对

我国大学生适应状况所编制的本土化量表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ꎬＣＣＳＡＳ)ꎮ 量表共 ６０
个项目ꎬ采用 １ ~ ５ 的 ５ 级评分ꎬ分为 ７ 个维度ꎬ分别是

学习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人际关系适应、
情绪适应、自我适应和总体满意度ꎮ 分数越高ꎬ说明

适应现状越好ꎮ 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３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对数据进行清理、描
述统计、探索性因子分析、方差分析、ｔ 检验和相关分

析ꎻ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１１ 对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进行交

叉滞后分析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由于

复原力量表中文版和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均由同一

批大学生作答ꎬ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对共

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控制ꎬ结果表明ꎬ经过探索性因

子分析之后ꎬ得到的第 １ 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１８.９％ꎬ
小于临界值 ４０％[１６] ꎮ 因此ꎬ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

显的共同方法偏差ꎮ

２　 结果

２.１　 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的基本情况　 分别以在

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测得的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

得分为因变量ꎬ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对专业是否满意、大学之前是否当过班干

部在因变量上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大学之前是否

当过班干部在第 １ 次施测时间点上的新生适应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２)ꎮ 见表 ２ꎮ 此外ꎬ同时参

加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的被试和没有参加追踪测量

的被试在第 １ 次测量的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得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 ５０ꎬ０. ７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复原力和适应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第 １ 次施测

人数 复原力 新生适应 Ｆ１ 值 Ｆ２ 值

追踪测量

人数 复原力 新生适应 Ｆ１ 值 Ｆ２ 值

专业满意 否 １８０ ８９.８３±１２.８３ １８４.７１±１６.６１ ４.８４∗∗ １９.０４∗∗ １５７ ９０.７１±１１.４６ ２０２.０５±２８.３８ ３.９９∗∗ ８.２６∗∗

是 ５９４ ９３.６１±１２.３７ ２００.１９±２４.１１ ４８５ ９３.０７±１１.４６ ２０２.０５±２８.３８
班干部 否 １８５ ８９.０８±１２.５４ １９２.９３±２１.６５ ５.４８∗∗ ２.３６ １５８ ８９.８４±１１.９５ ２００.８３±２７.５７ ３.２４∗ ５.６９∗∗

是 ５８９ ９３.７９±１２.４４ １９７.５７±２３.９７ ４８２ ９３.２３±１１.５３ ２１１.５６±２８.０７
合计 ９２.６２±１２.６１ １９６.３０±２３.５８ ９２.３８±１１.７４ ２０８.８５±２８.４３

　 注:Ｆ１ 值为复原力的比较ꎬＦ２ 值为新生适应的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专业满意和班干部信息有缺失值ꎮ

２.２　 ２ 次测量的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的相关

分析　 结果显示ꎬ第 １ 次施测的复原力和 ２ 次测量的

大学新生适应得分均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７４ꎬ０.５６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第 １ 次施测大学新生适应与 ２ 次测量的

复原力得分均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７４ꎬ０.４３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２ 次测量的复原力得分之间、大学新生适应得

分之间均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０. ７４２ꎬ ０. ５５７ꎬ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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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的交叉滞后分析　 结果

表明ꎬ在总体样本中ꎬ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时间点的

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互为因果关系ꎬ第 １ 次施测复

原力可以预测追踪测量的大学新生适应 (β ＝ ０.４２４ꎬＰ
<０.０１)ꎬ第 １ 次施测大学新生适应也可以反过来预测

追踪测量复原力(β ＝ ０.０９２ꎬＰ<０.０１)ꎬ但是后者的预测

系数较小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新生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

测量复原力与适应的交叉滞后分析

　 　 根据高校新生适应工作的实际情况ꎬ为更进一步

考察不同水平的复原力对新生适应的影响ꎬ将第 １ 次

施测的复原力得分前 ２７％的被试划为复原力高分组

(２０９ 人ꎬ１０８.０１±６.１７)ꎬ将得分后 ２７％的被试划为复

原力低分组 (２１１ 人ꎬ７９.５９±６.３８)ꎮ 结果显示ꎬ高低复

原力组在第 １ 次施测的新生适应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ｔ ＝ ２３. ３４ꎬＰ < ０. ０１)ꎬ高复原力组为 ( ２０８. ５１ ±
２３.４７)ꎬ低复原力组为(１８５.１７±１９.０８)ꎻ高低复原力组

在追踪测量新生适应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６.７８ꎬＰ<０.０１)ꎬ高复原力组为(２２８.０５±２５.６７)ꎬ低复

原力组为(１９０.７５±２２.１３)ꎮ 分别将这两组被试在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所测得的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

得分进行交叉滞后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对于复原力高分

组和低分组来讲ꎬ均只有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可以预测

追踪测量大学新生适应(β 值分别为 ０.３６２ꎬ０.５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高分组模型拟合指数:χ２ ＝ ３３５.５０ꎬｄｆ ＝
１５４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１７ꎻ低分组模型拟合指

数:χ２ ＝ ３１８.９５ꎬｄｆ ＝ １５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１ꎬＣＦＩ ＝ ０.９１５ꎮ
见图 ２ ~ ３ꎮ

图 ２　 复原力高分组大学新生复原力和适应的交叉滞后分析

图 ２　 复原力低分组大学新生复原力和适应的交叉滞后分析

３　 讨论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ꎬ对目前所选专业是否满意、
是否担任过班干部的学生在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复

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上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ꎬ表明

对所选专业满意、大学之前担任过班干部的大学新生

复原力和新生适应得分更高ꎮ 以往研究表明ꎬ大学新

生对本专业越是满意ꎬ其适应就越好[１７] ꎮ 有研究表

明ꎬ担任班干部需要具备组织管理能力、与人交往能

力和应变能力等[１８] ꎬ还可能会对中学生的社会化产生

积极影响[１９] ꎻ还有研究表明ꎬ高中时期有较多地参与

情况 (包括与教师的沟通程度和活动参与)会有助于

大学新生在学校中的适应[１] ꎬ而班干部比普通同学有

更多机会与老师进行沟通和参与活动ꎮ 因此ꎬ担任过

班干部的经验将会有助于提高大学新生的复原力和

大学适应能力ꎮ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ꎬ总体而言ꎬ复原力和大

学新生适应是互为因果关系的ꎬ即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

可以预测追踪测量大学新生适应ꎬ第 １ 次施测大学新

生适应也能预测追踪测量复原力ꎮ 以往研究结果发

现ꎬ复原力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学校适应[２０] ꎮ 还有

研究者通过实验的方式揭示了复原力发挥作用的机

制ꎬ如复原力越高的个体在压力下生理恢复更快ꎬ复
原力还通过影响积极情绪促进压力适应[２１] ꎻ在进行中

性情绪面孔反应偏向的实验时也发现ꎬ弹性高的大学

生在面对复杂情境时比弹性较低的个体更能积极认

知和有效应对[２２] ꎮ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ꎬ第 １ 次施测大

学新生适应也可以预测追踪测量复原力ꎮ 虽然第 １ 次

施测大学新生适应对追踪测量复原力的预测系数较

小ꎬ但压力又是复原力产生并得以发展的先决条

件[２３] ꎮ 因此ꎬ新生适应的过程本身也为发展和增强复

原力提供了契机ꎮ Ｌｅａｒｙ 等[１０] 发现ꎬ与他人之间的人

际联结可以促进复原力ꎮ 在其研究中ꎬ大学新生适应

也包含了人际方面的适应ꎮ 因此ꎬ大一新生适应在某

种程度上也可以预测之后的复原力ꎮ
在对总体样本模型中的预测系数进行分析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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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对追踪测量新生适应的预测系

数高于第 １ 次施测新生适应对追踪测量复原力的预测

系数ꎬ表明复原力可能是一个更为稳定的预测变量ꎮ
在学校的实际工作中ꎬ也会更为关注高校中适应不良

的学生群体ꎬ而复原力对新生适应又有较强的预测能

力ꎬ因此能够更好地为高校心理工作者提供实践建

议ꎮ 根据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得分进一步将被试分为复

原力高低组ꎬ不论是对于复原力高分组还是低分组ꎬ
都是第 １ 次施测复原力预测追踪测量大学新生适应ꎮ
可能是因为第 １ 次施测大学新生适应对于追踪测量复

原力的预测力本来就不强ꎬ而当分成复原力高低组

时ꎬ这样的预测力也被分解了ꎬ从而只表现出第 １ 次施

测复原力对追踪测量大学新生适应的预测力ꎮ 在第 １
次施测和追踪测量时ꎬ复原力高分组的新生适应得分

高于复原力低分组ꎬ表明复原力高的大学生的适应也

会更好ꎮ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ꎬ复原力可以通过有效训

练得到提高和改善[８] ꎬ从而有助于提高学校适应、人
际适应、角色适应、心理健康等[２４－２７] ꎮ

综上所述ꎬ该研究从纵向追踪的角度验证了复原

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对于总体样本

而言ꎬ复原力和新生适应是互为因果关系的ꎻ但进一

步将被试分组为复原力高低组时ꎬ只有第 １ 次施测复

原力可以预测追踪测量大学新生适应ꎮ 提示可以通

过增强复原力来提高大学新生适应ꎬ特别是对于复原

力低分组的被试来讲ꎬ这也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

的方向ꎮ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ꎬ虽然从追踪的角

度来考察复原力和大学新生适应之间的因果关系ꎬ但
也只是间隔 ３ 个月ꎬ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设计间隔

时间更长的追踪研究来进一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

关系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杨钋ꎬ毛丹.“适应”:大学新生发展的关键词[ Ｊ] .北京教育(高教

版)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２８－３１.

[２] 　 范红霞ꎬ霍树云ꎬ徐慧ꎬ等.对大学新生适应性的调查研究[ Ｊ] .河

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１０):６５－６８.

[３] 　 苏亚玲ꎬ谢晋晓.大学新生的大学生人格问卷( ＵＰＩ) 心理健康调

查研究[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８ꎬ１６(１０):１１３３－１１３５.

[４] 　 陈福侠ꎬ樊富珉.大学新生学校适应、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２(１):１８９４－１８９６.

[５] 　 ＣＡＬＭＥＳ Ｓ Ｍꎬ ＬＡＵＸ Ｊ Ｍꎬ ＳＣＯＴＴ Ｈ Ｌ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Ｊ] .

Ｊ Ａｄｄｉｃｔ Ｏｆｆｅｎｄ Ｃｏｕｎｓꎬ ２０１３ꎬ３４(１０):７０－８０.

[６] 　 ＹＡＯ Ｂꎬ ＨＡＮ Ｗꎬ ＺＥ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ｙｅａ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ｓｔｅｄ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２１０(２):５４１－５４７.

[７] 　 黄洁ꎬ张慧勇ꎬ商士杰.心理弹性对大学生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关

系的中介作用[Ｊ] .心理与行为研究ꎬ２０１４ꎬ１２(６):８１３－８１８.

[８] 　 雷鸣ꎬ戴艳ꎬ肖宵ꎬ等.心理复原的机制:来自特质性复原力个体的

证据[Ｊ] .心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１１ꎬ１９(６):８７４－８８２.

[９] 　 ＢＡＹＲＡＭ Ｎꎬ ＢＩＬＧＥＬ 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ａｎｘ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Ｊ] .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Ｐｓｙ￣

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 ２００８ꎬ４３(８):６６７－６７２.

[１０] ＬＥＡＲＹ Ｋ Ａꎬ ＤＥＲＯＳＩＥＲ Ｍ 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１２Ａ):１２１５－１２２２.

[１１] ＬＩ Ｍ 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ｐｉｎｇꎬ ｓｅｃｕｒ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Ｃｏｌｌ Ｓｔｕｄ

Ｊꎬ ２００８ꎬ４２(２):３１２－３２５.

[１２] ＡＮＤＲＥＷＳ Ｂꎬ ＷＩＬＤＩＮＧ Ｊ 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ｔｏ ｌｉｆｅ￣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０４ꎬ９５(４):５０９－５２１.

[ １３] ＭＯＲＴＯＮ Ｓꎬ ＭＥＲＧＬＥＲ Ａꎬ ＢＯＭＡＮ Ｐ.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ｙｅａ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 Ｇｕｉｄ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ꎬ ２０１４ꎬ２４(１):９０－１０８.

[１４] ＹＵ ＸꎬＺＨＡＮＧ Ｊ.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 ＣＤ － ＲＩＳＣ)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Ｊ] . Ｓｏｃ Ｂｅｈａ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 Ｊꎬ ２００７ꎬ３５(１):１９－３０.

[１５] 方晓义ꎬ沃建中ꎬ蔺秀云ꎬ等.«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的编制[ Ｊ] .

心理与行为研究ꎬ２００５ꎬ３(２):９５－１０１.

[１６] 伍新春ꎬ周宵ꎬ陈杰灵ꎬ等.社会支持、主动反刍与创伤后成长的关

系:基于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追踪研究[ Ｊ] .心理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３９

(３):７３５－７４０.

[１７] 佘丹丹.大学新生适应性调查及适应不良群体的干预研究[ Ｄ].保

定:河北大学ꎬ２０１１.

[１８] 罗雯瑶.初中生的班干部角色认知调查研究[ Ｊ] .教学与管理ꎬ

２００９ꎬ１(１):３４－３６.

[１９] 刘秀艳.班干部任职对中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Ｄ].曲阜:曲阜师范

大学ꎬ２００７.

[２０] 王勤勤.大学生心理韧性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 Ｊ] .社会心理科

学ꎬ２０１３ꎬ２８(１１):３－７.

[２１] 崔丽霞ꎬ殷乐ꎬ雷雳.心理弹性与压力适应的关系:积极情绪中介

效应的实验研究[Ｊ] .心理发展与教育ꎬ２０１２ꎬ２８(３):３０８－３１３.

[２２] 张佳佳ꎬ李敏ꎬ彭李ꎬ等.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人格特征、情绪调节方

式及中性情绪面孔知觉的关系[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１ꎬ

１９(３):３４７－３４９.

[２３] ＦＲＩＢＯＲＧ Ｏꎬ ＨＪＥＭＤＡＬ Ｏꎬ ＲＯＳＥＮＶＩＮＧＥ Ｊ Ｈ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Ｊ] .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ｓ Ｒｅｓꎬ２００６ꎬ６１(２):２１３－

２１９.

[２４] 雷鸣ꎬ宁维卫ꎬ张庆林.心理复原力的内涵及其对心理健康教育的

启示[Ｊ]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５):５７－６４.

[２５] 吕洁.乐舞团体辅导对大学新生适应影响的实证研究[ Ｄ].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１.

[２６] ＲＯＧＥＲＳ Ｈ Ｂ.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ｎｎａｌｓꎬ ２０１３ꎬ４３(１２):５４５－５４８.

[２７]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Ｍꎬ ＤＯＬＢＩＥＲ 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２００８ꎬ５６(４):４４５－４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７

６５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