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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学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ꎬ为维护和促进中学生的健康和谐发

展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基本心理需要量表和中学生多元幸福感问卷ꎬ对随机

抽取的云南省芒市 １ ４１３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女生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会适应得分分别为(３.６７±０.７４) (３.８５±０.６５)
分ꎬ明显高于男生的(２.７３±０.３５)(２.８２±０.３６)分( ｔ 值分别为－４.５５ꎬ－４.３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初中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和社会适

应得分分别为(３.８３±０.６７)(３.７２±０.７１)分ꎬ明显高于高中生的(２.８２±０.３９) (２.７４±０.３１)分( ｔ 值分别为 ２.７５ꎬ３.９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和幸福感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７３ ~ ０.６４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领悟社会支持可直接对中学生的幸福感产生正向预测作用(β＝ ０.２７ꎬ ｔ＝ １１.９３ꎬＰ<０.０１)ꎬ也可通过社会适应、基本心

理需要的部分中介对幸福感产生影响ꎬ３ 个变量可累积解释幸福感变异的 ５１.３％ꎮ 结论　 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

应、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具有正相关ꎬ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基本心理需要对中学生的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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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深入探索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ꎬ不仅是促进他们

健康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ꎬ也是他们追求、获取幸福

的重要动源ꎮ 研究发现ꎬ个体幸福感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ꎬ包括人格特征、认知方式、基本心理需要等个体因

素和家庭、文化等环境因素[１－３] ꎮ 具有良好社会支持

的个体会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４－６] ꎬ基本心理需要

得到满足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７－８] ꎬ社会适应与个体

的幸福感呈正相关[９] ꎮ 为探明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基本心理需要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关联ꎬ初步探索其

内在作用机制ꎬ以期为维护和促进中学生的健康和谐

发展提供依据ꎬ笔者开展了本次调查ꎬ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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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分层整群抽取云南省芒市 ６ 所中学ꎬ采用

团体施测的方法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１ 月展开调查ꎬ共发

放问卷 １ ４５０ 份ꎬ回收 １ ４３８ 份ꎬ获得有效问卷 １ ４１３
份ꎮ 其中男生 ５２０ 名ꎬ女生 ８９３ 名ꎻ初中生 ８０２ 名ꎬ高
中生 ６１１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４.００±１.７８)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 １ 　 社会支持评定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ＰＳＳＳ) [１０] ꎮ 原“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是由 Ｚｉｍｅｔ 等编

制、我国学者姜乾金于 ２００１ 年进行翻译修订ꎮ 该量表

着重强调个体对不同社会支持来源的自我理解和自

我感受ꎮ 量表共 １２ 个项目ꎬ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

和其他支持 ３ 个维度ꎮ 原量表采用 ７ 级计分ꎬ本研究

根据需要采用 ５ 级计分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９２ꎬ分
半信度系数为 ０.８１７ꎮ
１.２.２　 社会适应评定 　 中学生社会适应量表由贾林

斌[１１]编制ꎬ由 ６ 个维度构成ꎬ包含 ５９ 个项目ꎬ其中有

１６ 个反向计分项目ꎻ采用 ４ 级计分ꎬ分数越高ꎬ表示社

会适应能力越强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０.９３８ꎬ
各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值在 ０.６２２ ~ ０.８６５ 之

间ꎻ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０.９１９ꎬ各个分量表的分半信

度在 ０.５６６ ~ ０.８３８ 之间ꎮ 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０.８９１ꎬ
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在 ０.７２０ ~ ０.８５２ 之间ꎮ
１.２. ３ 　 基本心理需要评定 　 基本心理需要量表

(ＢＮＳＳ)由 Ｄｅｃｉ 等[１２] 编制ꎬ共 ２１ 个项目ꎬ包含自主需

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 ３ 个维度ꎬ其中自主需要 ７ 个

项目ꎬ胜任需要 ６ 个项目ꎬ关系需要 ８ 个项目ꎮ 量表采

用 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完全不同意ꎬ７ 表示完全同意ꎮ 该

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１３－１５] ꎮ 本研究采用 ５
级计分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８６ꎬ分半信度系

数为 ０.８３７ꎮ
１.２.４ 　 幸福感评定 　 中学生多元幸福感问卷由尚

文[１６]编制ꎬ共 １６ 个题项ꎬ包括和谐关系、沉浸投入、成
就体验和积极情绪 ４ 个维度ꎮ 问卷采用 ５ 点计分ꎬ总
问卷及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９５ ~ ０.９０９ꎬ且
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ꎮ 本

研究中ꎬ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７０ꎬ分半信度系

数为 ０.８４２ꎮ
１.３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管理与

分析ꎬ主要包括 ｔ 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ꎮ 中介效

应检验依据 Ｂａｒｏｎ 等[１７] 提出的部分中介检验程序以

及 Ｊｕｄｄ 等[１８]提出的完全中介检验程序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

和幸福感得分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
本心理需要和幸福感得分依次为(３.７８±０.６９) (２.７９±
０.３６) (３.３１±０.４６) (３.５９±０.６２)分ꎬ其中女生领悟社

会支持、社会适应得分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初中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得

分高于高中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中学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及幸福感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领悟社会支持 社会适应 基本心理需要 幸福感
性别 男 ５２０ ３.６７±０.７４ ２.７３±０.３５ ３.２９±０.４６ ３.５９±０.６５

女 ８９３ ３.８５±０.６５ ２.８２±０.３６ ３.３２±０.４５ ３.５９±０.６０
ｔ 值 －４.５５ －４.３７ －１.１８ －０.１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学段 初中 ８０２ ３.８３±０.６７ ２.８２±０.３９ ３.３３±０.４９ ３.６１±０.６４
高中 ６１１ ３.７２±０.７１ ２.７４±０３１ ３.２８±０.４１ ３.５７±０.５９

ｔ 值 ２.７５ ３.９１ １.６４ １.１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

与幸福感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ꎬ中学生社会支持、
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与幸福感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

分别为 ０.５７３ꎬ０.５４９ꎬ０.６４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中学生社会

支持、社会适应与基本心理需要之间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７３ꎬ０.５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需要对中学生幸

福感的影响效应 　 由于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
理需要均与幸福感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关系ꎬ领悟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与心理需要之间也存在统计学意

义的相关关系ꎬ这种相关关系可能反映了领悟社会支

持、社会适应、心理需要对幸福感影响的某种作用

机制ꎮ
首先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ꎬ然后采用一系列包

含 ４ 个回归方程的复回归分析ꎮ 表 ２ 结果表明ꎬ第 １
步回归方程中ꎬ领悟社会支持的 β 值有统计学意义ꎬ
第 ２ 步和第 ３ 步回归方程中ꎬ社会支持的 β 值均有统

计学意义ꎬ至第 ４ 步回归方程中ꎬ领悟社会支持的 β 值

有统计学意义ꎬ但从第一步的 ０.５７３ 降至 ０.２７１ꎬ领悟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和基本心理需要可累积解释中学

生幸福感变异的 ５１.３％ꎮ 领悟社会支持并直接对中学

生的幸福感产生影响ꎬ也可通过社会适应、基本心理

需要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ꎻ另外ꎬ
基本心理需要在领悟社会支持与幸福感间、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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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见图 １ꎮ

表 ２　 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心理需要对中学生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β 值 Ｒ２ 值 ｔ 值
１ 领悟社会支持 幸福感 ０.５７３ ０.３２８ ２６.２６
２ 领悟社会支持 社会适应 ０.４７３ ０.２２３ ２０.１５
３ 领悟社会支持 基本心理需要 ０.３４８ ０.４１３ １５.０２

社会适应 ０.４０１ １７.３３
４ 领悟社会支持 幸福感 ０.２７１ ０.５１３ １１.９３

社会适应 ０.２０６ ８.８６０
基本心理需要 ０.３８１ １５.６９０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图 １　 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基本心理需要对幸福感的作用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女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得

分高于男生ꎬ与相关研究发现一致[１９－２１] ꎮ 可能源于女

生的性格特点ꎬ一般来说ꎬ女生更容易主动寻求和获

取社会支持并知觉和利用所获得的支持ꎬ而男生则更

容易选择自我解决并默默承受ꎬ因此男生的领悟社会

支持和社会适应水平低于女生ꎮ 另外ꎬ初中生的领悟

社会支持、社会适应水平高于高中生ꎬ可能与高中生

所承受的过大的学业压力有关ꎮ
相关分析发现ꎬ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社会适应、

基本心理需要、幸福感之间均呈正相关ꎬ与以往研究

结论一致[４－８] ꎮ 提示高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对促

进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学习及社会环境具有重要

的意义ꎬ对满足他们的基本心理需要、获得幸福感具

有重要意义ꎮ
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ꎬ领悟社会支持

对中学生的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效应ꎬ也可通过社会

适应和基本心理需要的链式中介对中学生的幸福感

产生影响效应ꎬ其中社会适应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２.４２％ꎬ说明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

要是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其幸福感的重要中介

变量ꎮ 因此ꎬ提高中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同时ꎬ增强

社会适应能力和满足基本心理需要对提升幸福感具

有重要意义ꎮ 有研究发现ꎬ个体面临压力情境时ꎬ有
可利用的鼓励和帮助时会有更好的适应表现[２２] ꎬ社会

支持能增进中学生的学校适应[２３] ꎻ领悟社会支持还可

通过影响个体应付环境变化的方式影响社会适应[２４] ꎮ
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强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

高ꎬ体验到的正性情感越多[９] ꎬ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程度也就越高ꎬ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会提高个体的

幸福感[２５] ꎮ 此外ꎬ本研究结果也验证了基本心理需要

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的观点ꎮ 自

我决定理论指出ꎬ基本心理需要是与生俱来、不可或

缺的ꎬ如果环境或个体自身能使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

足将会带来积极的发展结果ꎬ个体幸福感上升ꎻ反之ꎬ
则会使个体心理健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损[２６] ꎮ

从“社会支持－社会适应－基本心理需要－幸福感”
的研究结果看ꎬ满足中学生基本心理需要是提升幸福

感的一个关键ꎮ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方式和程度不

仅受到个体自身能力的制约ꎬ而且受到来自个体所处

环境中多种因素的影响[２７] ꎮ 这就为学校心理卫生工

作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第一ꎬ学校应尽可能予以中

学生更广泛的支持ꎬ提升中学生的适应能力ꎬ如加强

与家庭的沟通ꎬ引导中学生良好社会关系的构建ꎬ引
入社会公益团体、组织协同做好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

相关工作ꎮ 第二ꎬ学校应加大投入满足中学生的基本

心理需要ꎬ提升幸福感ꎬ进而促进学业成就的提升ꎬ如
提供更广泛的平台和机会鼓励中学生自我管理、自主

发展ꎬ创设良好的学校氛围满足中学生的基本心理需

要ꎮ 第三ꎬ构建全方位的青少年支持系统ꎬ营造多层

次的良好环境ꎬ满足青少年学生基本心理需要ꎮ 第

四ꎬ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基本心理需要ꎬ给予他们足够

的支持与关爱ꎬ如留守学生、孤儿、单亲家庭子女等ꎮ
提高中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社会适应能

力是满足其基本心理需要以提升幸福感的重要因素ꎬ
但还应关注来自自身、环境的其他因素ꎬ如自我概念、
自我效能、亲子关系、家庭功能、学校氛围等因素ꎬ才
能保证青少年学生幸福、健康成长与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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