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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坚毅、自我同一性与自尊的关系ꎬ为中学生坚毅的研究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

抽样法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选取福建某市 ２ 所普通中学 １ ４７６ 名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坚毅量表(Ｇｒｉｔ－１２)、自我同一性量

表(ＳＩＳ)、自尊量表(ＳＥＳ)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相关分析表明ꎬ中学生坚毅的坚持努力、兴趣一致与自我同一性和自尊均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０ꎬ０.３１ꎻ０.４６ꎬ０.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自我同一性与自尊呈正相关( ｒ ＝ ０.６７ꎬＰ<０.０１)ꎮ 中介作用检验

结果表明ꎬ自我同一性在坚毅的坚持努力与自尊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０.３８％ꎻ自我同一性在坚毅的

兴趣一致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结论　 中学生自我同一性在坚毅的坚持努力对自尊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ꎬ
在坚毅的兴趣一致对自尊的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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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竞争的愈发激烈ꎬ坚毅也越来越多地受

到国内学者的关注ꎮ 坚毅指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激

情ꎬ分为坚持努力(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ＰＯＥ)和兴趣

一致(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ＣＯＩ) ２ 个维度[１] ꎮ 自尊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指个体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情感体

验[２] ꎮ 坚毅反映了对未来的动力ꎬ可能会引发一种希

望感ꎬ使个人感觉更好ꎬ并实现自我价值ꎮ 一个人如

果觉得生活充满意义ꎬ对自己的看法也会相同ꎬ也就

是说ꎬ此人可能有很高的自尊心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坚
毅与自尊呈正相关[３] ꎮ 自我同一性指个体尝试把与

自己有关的各方面结合起来ꎬ形成一个自己决定协调

一致不同于他人的独具“统一风格”的自我ꎮ 有研究

表明ꎬ自我同一性与自尊呈正相关[４] ꎮ 多数情况下ꎬ
人们将坚毅视为对个体外部成就的贡献[５] ꎮ 然而ꎬ坚
毅也可以是追求自我发展目标的动力ꎬ该目标可以是

同一性的实现[６] ꎮ 已有研究表明坚毅与自我同一性

呈正相关[７] ꎮ 本研究旨在考查坚毅、自我同一性和自

尊的关系ꎬ以及自我同一性在坚毅与自尊间的作用ꎬ
为中学生坚毅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选取福建省宁德市 ２ 所普通中学的中学生为研究对

９７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象ꎬ以班级为单位在班会课上进行团体施测ꎮ 考虑到

初三和高三处于应考阶段ꎬ因此只调查初一、初二、高
一及高二学生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部分班级施测ꎮ 共

发放问卷 １ ６４１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４７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９.９％ꎮ 其中初一学生 ４４０ 名(２９.８％)ꎬ初二学生 ３７４
名(２５.３％)ꎬ高一学生 ３３０ 名(２２.４％)ꎬ高二学生 ３３１
名(２２.４％)ꎬ年级未应答 １ 名ꎻ男生 ６７３ 名(４５.６％)ꎬ
女生 ８０２ 名(５４.３％)ꎬ性别未应答 １ 名ꎻ农村学生 ７１３
名ꎬ城镇学生 ７５２ 名ꎬ户口状况未应答 １１ 名ꎮ 平均年

龄(１５.０２±１.６７)岁ꎮ 本研究得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伦

理委员会批准ꎬ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ꎬ施测前被试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由该校老师担任被试、以班级为单位发放

问卷ꎬ在班会课上施测ꎮ 测试开始前ꎬ被试均经过集

中讲解培训ꎬ对于指导语和填写注意事项均有统一的

规范语言ꎮ 施测完成后统一回收问卷ꎮ
１.２.１　 坚毅量表(１２－Ｉｔｅｍ Ｇｒｉｔ Ｓｃａｌｅ) 　 由达克沃思等

编制、谢娜等[８] 汉化ꎮ 共 １２ 个项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

计分ꎬ１“完全不像我”至 ５“非常像我”ꎮ 包括坚持努

力和兴趣一致 ２ 个维度ꎮ 量表得分由各项题目得分相

加ꎬ最后换算成为 １ ~ ５ 分制的坚毅指数ꎮ 得分越高表

明坚毅水平越高ꎮ 本研究 ２ 个维度及总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ꎬ０.７８ꎬ０.７４ꎮ
１.２.２　 自我同一性量表(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ＩＳ) 　 由

奥克斯和普拉格( Ｏｃｈｓｅ ＆ Ｐｌｕｇꎬ１９８６)根据埃里克森

的理论编制而成、由李义安等[９] 汉化ꎮ 包含 １９ 个项

目ꎬ采用 １(完全不适合我)至 ４(非常适合我) ４ 点记

分 ꎮ 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７６ꎮ
１.２.３　 自尊量表(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ａｌｅꎬＳＥＳ) 　 由 Ｒｏｓｅｎ￣
ｂｅｒｇ 于 １９６５ 年编制[１０] ꎬ共有 １０ 个项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４
点计分ꎬ１“非常不同意”至 ４“非常同意”ꎬ得分越高表

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１１]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学分

析ꎬ采用 Ｈａｒｍａ 单因素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ꎬ先后采用温忠麟等[１２] 的中介

效应检验程序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ꎬ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ꎬ
对所有的测量项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ꎬ结
果显示ꎬ因素分析后提取的第 １ 个公因子解释了总变

异的 ２１.１６％ꎬ小于 ４０％的临界值ꎮ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

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ꎬ 可以进行数据的统计

分析ꎮ
２.２　 坚毅与自尊和自我同一性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

示ꎬ被试中学生在坚毅及坚持努力和兴趣一致 ２ 个分

维度上的得分为[(３.０８ ± ０.６３) (３.０９ ± ０.８０) ( ３. ０７ ±
０.８５)分]ꎬ男生得分[(３.１８±０.６２)(３.２３±０.８２)(３.１２±
０.８６)分]均高于女生[(３.００±０.６３)(２.９７±０.７８)(３.０３
±０.８４) 分] ( ｔ 值分别为 ５. ４２ꎬ ６. ２１ꎬ ２. １５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农村学生得分 [( ３. ０１ ± ０. ５８) ( ３. ０２ ± ０. ７５)
(２.９９±０.７９)分]均低于城镇学生[(３.１５±０.６７)(３.１５±
０.８５)(３.１５±０.８９)分] ( ｔ 值分别为 ４.４５ꎬ３.０２ꎬ３.７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由表 １ 可见ꎬ坚持努力、兴趣一致与自

我同一性均呈正相关ꎬ坚持努力、兴趣一致及自我同

一与自尊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１　 中学生坚毅各维度与

自我同一性自尊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４７６)

变量 坚持努力 兴趣一致 自我同一性
兴趣一致 ０.１７
自我同一性 ０.４０ ０.３１
自尊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６７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ꎬ先将各

变量进行中心化转化ꎮ 检验自我同一性在坚毅的坚

持努力维度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第 １ 步ꎬ以自尊为因

变量ꎬ以坚持努力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
坚持努力对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４６ꎬｔ ＝ １９.８８ꎬＰ
<０.０１)ꎻ第 ２ 步ꎬ以自我同一性为因变量ꎬ以坚持努力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坚持努力对自我

同一性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４０ꎬｔ ＝ １６.９２ꎬＰ<０.０１)ꎻ
第 ３ 步ꎬ以自尊为因变量ꎬ以坚持努力和自我同一性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ꎬ结果显示ꎬ当引入自我同一性变量

后ꎬ自我同一性对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 β ＝ ０.５８ꎬ ｔ ＝
２８.２５ꎬＰ<０.０１)ꎮ 坚持努力对自尊的直接效应下降ꎬ
标准化回归系数由 ０.４６ 降为 ０.２３ꎬ但预测效应仍有统

计学意义(β ＝ ０.２３ꎬｔ ＝ １１.１９ꎬＰ<０.０１)ꎮ 表明自我同一

性在坚持努力对自尊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ꎬ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０.３８％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学生自我同一性在坚持努力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

０８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检验自我同一性在坚毅的兴趣一致维度与自尊

间的中介作用:第 １ 步ꎬ以自尊为因变量ꎬ以兴趣一致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兴趣一致对自尊

有正向预测作用(β ＝ ０.１８ꎬｔ ＝ ６.８６ꎬＰ<０.０１)ꎻ第 ２ 步ꎬ
以自我同一性为因变量ꎬ以兴趣一致为自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兴趣一致对自我同一性有正向预

测作用(β ＝ ０.３１ꎬｔ ＝ １２.７１ꎬＰ<０.０１)ꎻ第 ３ 步ꎬ以自尊为

因变量ꎬ以兴趣一致和自我同一性为自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当引入自我同一性变量后ꎬ自我同一

性对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 ( β ＝ ０. ６７ꎬ ｔ ＝ ３４. ３９ꎬ Ｐ <
０.０１)ꎬ但是兴趣一致对自尊的直接效应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明自我同一性在兴趣一致对自尊的影

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ꎮ
进一步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检验自我同一性在坚

毅的坚持努力维度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ꎬ以自尊为因

变量ꎬ以坚持努力为自变量ꎬ以自我同一性为中介变

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ꎬ 设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次数为

５ ０００ꎬ结果表明ꎬ９５％ＣＩ 为(１.３４ ~ １.７９)ꎬ不包括 ０ꎬ表
明自我同一性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且中介效应

大小为 １.５６ꎮ 此外ꎬ控制了中介变量自我同一性后ꎬ
自变量坚持努力对因变量自尊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
９５％ＣＩ 为(１.２６ ~ １.８０)ꎮ 因此ꎬ自我同一性在坚持努

力和自尊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进一步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检验自我同一性在坚

毅的兴趣一致维度与自尊间的中介作用ꎬ以自尊为因

变量ꎬ以兴趣一致为自变量ꎬ以自我同一性为中介变

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ꎬ 设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抽样次数为

５ ０００ꎬ结果表明ꎬ９５％ＣＩ 为(１.１３ ~ １.６０)ꎬ表明自我同

一性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且中介效应大小为

１.３６ꎮ 此外ꎬ控制了中介变量自我同一性后ꎬ自变量兴

趣一致对因变量自尊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ꎬ９５％ＣＩ 为

(－０.４９ ~ ０.０２)ꎬ包括 ０ꎮ 因此ꎬ自我同一性在兴趣一致

和自尊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学男女生在坚毅及坚持努力

维度和兴趣一致维度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生得

分高于女生ꎬ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１３] ꎮ 可能是因为在

男女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ꎬ传统观念认为男性应有

事业心、进取心和独立性ꎬ敢于竞争ꎻ而女性则应富同

情心和敏感性ꎬ善于理家和哺育子女、对人温柔体贴、
举止文雅娴静ꎮ 所以男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相较于女

生而言更强ꎬ遇到困难时更容易坚持ꎮ 农村中学生在

坚毅及坚持努力维度和兴趣一致维度低于城镇学生ꎮ
可能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ꎬ农村人口流动性

大ꎬ留守儿童较多ꎬ缺少父母陪伴和鼓励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学生群体中坚持努力维度和

兴趣一致维度与自我同一性呈正相关ꎬ坚持努力和兴

趣一致及自我同一性与自尊均呈正相关ꎬ与已有研究

结论一致[４ꎬ７ꎬ１４] ꎮ 可能由于坚毅支持中学生追求的目

标ꎬ而这与中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发展有关[１５] ꎮ 坚毅是

中学生对长期目标的坚持和激情ꎬ而自尊可能促进了

中学生追求学业目标ꎬ对自己有积极评价的中学生获

得高自尊ꎬ他们可以把积极评价转化到学业目标当

中ꎬ自然就会表现得很好ꎬ对目标坚持不懈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学生自我同一性在坚持努力

维度对自尊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与原有的研究

假设基本一致ꎮ 坚持努力对自尊的影响ꎬ一方面是直

接提高坚持努力水平提高自尊ꎬ另一方面是通过自我

同一性的获得间接提高自尊ꎮ 可能因为坚毅促进了

中学生积极努力地探寻自我同一性ꎬ并在中学这一阶

段突显自我同一性的发展ꎮ 坚韧不拔的人往往专注

于特定的目标ꎬ坚持不懈ꎬ能够克服障碍ꎬ实现特定的

目标[１６] ꎮ 坚毅与长期的、自我发展型的目标有正向关

系[１７] ꎮ 由于中学生有意追求自己的目标ꎬ并且仍然热

衷于自我发展ꎬ在此情况下ꎬ自我发展就是他们的同

一性发展ꎬ坚毅就会促进自我同一性的获得ꎮ 可以激

励中学生从事与发展时期相适应的自我同一性相关

的目标ꎮ 坚毅的兴趣一致维度对自我同一性、自尊有

正向预测作用ꎮ 自我同一性在兴趣一致对自尊的影

响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ꎮ 可能是因为随着中学生

兴趣一致的增加ꎬ从而制定追求的目标ꎬ经过自我同

一性的探索ꎬ对自我概念的理解也会加深ꎬ自尊也会

相应随着提高[１８] ꎮ 在实践方面ꎬ达克沃思认为ꎬ对于

孩子可以通过明智型教育方式即支持加要求的教育

方式、参加课外活动 １ ~ ２ 年的时间、创造坚毅的文化

来培养坚毅[１９] 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正念预测坚毅的发

展ꎬ提示正念干预可提高坚毅水平[２０] ꎮ 后续的研究中

可在以上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ꎬ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ꎬ

而青少年的心理品质正处在发展中ꎬ因此ꎬ未来研究

可通过追踪测评方式取样ꎬ以此来更好地分析预测青

少年心理品质的形成ꎮ 另外ꎬ样本参与者均来自同一

地理位置ꎮ 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的代表性ꎬ包括

更多的地理区域ꎬ 更有针对性的提出坚毅的培养

策略ꎮ

志谢　 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大学王詠

老师的悉心指导ꎬ在此表示感谢ꎻ同时感谢参与调查的学生及

担任主试的老师ꎬ尤其是邱宗法老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给予的

巨大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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