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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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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特点及其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联性ꎬ为进一步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及提高大

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贵州省 ６ 所大学共 ３ ３１８ 名大学生ꎬ使用父母

心理控制问卷和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进行现场匿名调查ꎮ 结果　 父母心理控制总得分处于低分组( <２６ 分)
的共 ６６０ 名ꎬ中分组(２６~ ４９ 分)１ ８４４ 名ꎬ高分组( >４９ 分)８１４ 名ꎻ有过自杀计划的学生在侵犯隐私、抑制言语表达、能力无

效感维度得分均高于没有自杀计划的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４.０８ꎬ３.７４ꎬ３.８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吸烟者在成就期望、侵犯隐私、能力

无效感维度得分均高于不吸烟者( ｔ 值分别为 ７.１２ꎬ３.９１ꎬ８.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饮酒者和网络成瘾者在成就期望、侵犯隐私、
抑制言语表达、能力无效感维度上得分均分别高于不饮酒者和非成瘾者( ｔ 值分别为 ９.３５ꎬ４.６４ꎬ５.９０ꎬ８.７８ꎻ８.９２ꎬ１４.２７ꎬ
３.７０ꎬ１５.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吸烟、饮酒、网络成瘾行为均与父母心理控制程度呈正相关( ｒ 值
分别为 ０.１１ꎬ ０.１５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主要体现在成就期望、能力无效感和抑制言语表达方

面ꎻ父母心理控制与吸烟、饮酒、网络成瘾行为相关ꎮ 家长应多给予子女积极鼓励和引导ꎬ加强沟通交流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危险行为ꎻ法定监护人ꎻ方差分析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６４７.８　 Ｇ ４４４　 Ｂ 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８６３￣０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 ＰＵ Ｒｕｉ∗  ＤＡＩ Ｌｉｆａｎ ＬＵＯ
Ｐ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Ｊｕｎｈｕａ ＬＩ Ｘｉ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ｐ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０４  Ｃｈｉ￣
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３ ３１８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６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６６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ｇｏｔ ｌｏｗ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ｌｏｗ￣ｓ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  <２６  １ ８４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ｇｒｏｕｐ  ２６－４９ ａｎｄ ８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ｇｒｏｕｐ  >４９ .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ｐｌａｎｓ ｓｃｏｒ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ａｄ ｎｏｔ ｔ＝ ４.０８ ３.７４ ３.８２ 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ｍｏｋｅｒｓ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 ｔ＝ ７.１２ ３.９１ ８.１０ 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ｄｒ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ａｌ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ｎ ｄｒｉｎｋｅｒｓ ｔ＝ ９.３５ ４.６４ ５.９０ ８.７８ 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ｓ ｉｎ ａｌｌ 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 ｔ＝ ８.９２ １４.２７ ３.７０ １５.９４ Ｐ<０.０１ .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 ＝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９ Ｐ<
０.０１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ｅｇａｌ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 年贵州省卫生计生委科学技术基金项目( ｇｚｗｊｋｊ
２０１７－１－０６８)ꎮ

【作者简介】 　 蒲睿(１９９３－　 )ꎬ男ꎬ甘肃华亭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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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控制是一种描述父母限定和监督子女行为

活动的教养行为ꎬ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ꎮ 心理控

制包括父母干预、内疚感引导和取消爱抚ꎬ干涉子女

发展的独立能力和个人同一性ꎻ行为控制是父母对子

女行为制定的规则[１] ꎮ 父母倾向于采取亲情温暖、耐
心和理解的教养方式ꎬ其子女通常性格开朗ꎬ情绪控

制良好ꎻ而父母采取否定、严厉惩罚、过度干涉的教养

方式ꎬ其子女更容易表现出多疑、敏感、忧郁及情绪控

制差等特征[２] ꎮ 严重的父母控制会干扰子女“分离－
个体化”的正常成长历程[３] ꎬ还可能会引起个体网络

攻击行为、直接或间接反抗、情绪紊乱等[４] ꎮ 同时ꎬ父
母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应对方式ꎬ父母控制越严重的

３６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个体ꎬ会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心态甚至校园霸凌等危害

行为[５] ꎮ 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特点

及其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联性ꎬ为进一步改善父母教

养方式及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

机抽样方法ꎬ以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参考抽取代表经

济水平“好” “中” “差”的贵阳市、毕节市、凯里市ꎬ分
别抽取本科和大专院校各 １ 所ꎻ再从每所本科院校大

一至大四、专科院校大一至大三各年级抽取 ３ 个班ꎮ
排除因请假、辍学、休学、退学、实习等原因不在校的

大学生ꎮ 共发放并收回问卷 ３ ５８９ 份ꎬ有效问卷 ３ ３１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９２.５％ꎮ 其中ꎬ贵阳市 １ １７３ 名ꎬ凯里

市 １ ０７３ 名ꎬ毕节市 １ ０７２ 名ꎻ本科生 １ ６３６ 名ꎬ大专生

１ ６８２ 名ꎻ男生 １ ０３０ 名ꎬ女生 ２ ２８８ 名ꎻ大一学生 １ ０３２
名ꎬ大二 ９７３ 名ꎬ大三 ９１６ 名ꎬ大四 ３９７ 名ꎮ 年龄 １５ ~
３０ 岁ꎬ平均年龄(２０.０６±１.４９)岁ꎮ 调查已通过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

号:２０１８－１１３－０１)ꎮ
１.２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ꎬ
现场检查并回收问卷ꎮ
１.２.１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使用何凤雪[１] 编制的父

母心理控制问卷研究调查对象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ꎮ
除去 ２ 道相同的测谎题ꎬ该问卷共 １６ 个问题ꎬ其中能

力无效感维度 ５ 道ꎬ成就期望维度 ４ 道ꎬ侵犯隐私维度

３ 道ꎬ抑制言语表达维度 ４ 道ꎮ 每道题从“完全不符

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分数越高则父母心

理控制水平越严重ꎮ 由于父母心理控制问卷总得分

尚无分类标准ꎬ故采用 Ｋ－均值聚类法确定分割值ꎬ分
割结果为:>４９ 分为高分组ꎬ２６ ~ ４９ 分为中分组ꎬ<２６
分为低分组ꎮ 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ꎬＫＭＯ 值

为 ０.９２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值为 ０.００ꎬ信效度良好ꎮ
１.２.２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 　 采用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计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

为调查问卷» [６] 进行调查ꎬ问卷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

一般情况(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年级、学习成绩、家

庭收入水平、父母职业等)和 ６ 类健康危险行为两部

分ꎮ 选取其中自杀、烟酒使用、网络成瘾等内容进行

分析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７５ꎬ
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５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值为 ０.００ꎬ信效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随机选 １ 个班的学生做预调

查ꎮ 调查时在学校及被调查学生本人知情同意的前

提下ꎬ由培训过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员及研究生作

为调查者ꎬ以班级为单位填写问卷并现场收回ꎬ对于

填写不完整者建议其进一步完善ꎮ 去除空白问卷ꎮ
１.４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使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法

进行检验ꎮ 结果显示ꎬ第 １ 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率

为 ２６.１５％(小于 ４０％)ꎬ无重大共同方法偏差ꎮ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双

人录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使用均数和

标准差对父母心理控制问卷各维度得分进行描述ꎮ
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以及方差分析ꎬ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分析对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与健康危险行为关联性进

行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情况　 大学生父母心理控

制总得分处于低分组的 ６６０ 名(１９.９％)ꎬ中分组 １ ８４４
名(５５.６％)ꎬ高分组 ８１４ 名(２４.５％)ꎮ 各维度得分平

均值从高到低依次为成就期望(２.８６±１.２３)分、抑制言

语表达(２.７５±１.２２)分、能力无效感(２.６３±１.１６)分、侵
犯隐私(２.０１±１.０４)分ꎮ

由表 １ 可见ꎬ女生在成就期望、抑制言语表达维度

的平均得分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在不同年级间ꎬ仅成就期望维度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大四学生成就期望得分最低ꎮ 学习成

绩间ꎬ各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在
成就期望维度上ꎬ成绩中等的学生分数低于学习成绩

差和优秀的学生ꎻ在侵犯隐私维度上ꎬ成绩中等、优

秀、未报告的分数均低于成绩差的分数ꎻ在抑制言语

表达维度上ꎬ成绩优秀的分数高于学习成绩差、中等

和未报告的分数ꎻ在能力无效感维度上ꎬ学习成绩中

等、优秀、未报告的分数均低于学习成绩差的分数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成就期望 侵犯隐私 抑制言语表达 能力无效感
性别 男 １ ０３０ ２.７３±１.３０ １.９７±１.０４ ２.５９±１.２７ ２.５８±１.１９

女 ２ ２８８ ２.９２±１.１９ ２.０４±１.０４ ２.８２±１.１８ ２.６５±１.１５
ｔ 值 －４.３２∗∗ －１.８１ －５.０２∗∗ －１.６４

年级 大一 １ ０３２ ２.９２±１.２３ ２.０５±１.０６ ２.７７±１.２２ ２.６９±１.１８
大二 ９７３ ２.８８±１.２６ ２.０２±１.０１ ２.７５±１.２０ ２.６０±１.１５
大三 ９１６ ２.８４±１.２０ １.９８±１.０５ ２.７８±１.２２ ２.６２±１.１８
大四 ３９７ ２.７１±１.２３ ２.００±１.００ ２.６２±１.２２ ２.５５±１.１２

Ｆ 值 ３.１１∗ ０.７５ １.７３ １.７２
学习成绩 差 ７８２ ２.９７±１.２３ ２.１４±１.０９ ２.７１±１.１９ ２.８４±１.２６

中等 １ ４２３ ２.８０±１.２１ １.９８±１.００ ２.７３±１.２０ ２.５６±１.１２
优秀 ７９４ ２.９３±１.２５ ２.００±１.０３ ２.８６±１.２６ ２.５５±１.１３
未报告 ３１９ ２.７２±１.２５ １.８９±１.０３ ２.６５±１.２５ ２.５８±１.１４

Ｆ 值 ５.５０∗∗ ５.８６∗∗ ３.０４∗ １１.９５∗∗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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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健康危险行为下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各维

度比较　 由表 ２ 可见ꎬ除成就期望维度外ꎬ其余 ３ 个维

度在是否有过自杀计划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１)ꎬ有过自杀计划的学生侵犯隐私、抑制言语

表达、能力无效感得分均高于未有过的学生ꎮ 除抑制

言语表达维度外ꎬ其余 ３ 个维度在是否吸烟上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吸烟者的成就期望、侵

犯隐私、能力无效感得分均高于不吸烟者ꎮ 各维度在

是否饮酒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饮
酒者的成就期望、侵犯隐私、抑制言语表达、能力无效

感得分均高于不饮酒者ꎮ 各维度在是否网络成瘾上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成瘾者的成就

期望、侵犯隐私、抑制言语表达、能力无效感得分均高

于非成瘾者ꎮ

表 ２　 不同健康危险行为下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健康危险行为 人数 统计值 成就期望 侵犯隐私 抑制言语表达 能力无效感
自杀计划 有过 １２７ ２.７８±１.２７ ２.３８±１.２２ ２.７６±１.２２ ３.０１±１.４４

未有过 ３ １９１ ２.８７±１.２３ ２.００±１.０３ ２.３５±１.１３ ２.６１±１.１５
ｔ 值 －０.７３ ４.０８∗∗ ３.７４∗∗ ３.８２∗∗

吸烟 是 １ ０５２ ３.０８±１.２３ ２.１２±１.０６ ２.７９±１.１９ ２.８６±１.２３
否 ２ ２６６ ２.７６±１.２２ １.９７±１.０２ ２.７３±１.２３ ２.５２±１.１１

ｔ 值 ７.１２∗∗ ３.９１∗∗ １.４６ ８.１０∗∗

饮酒 是 １ ９２０ ３.０３±１.２０ ２.０８±１.０３ ２.８５±１.１８ ２.７８±１.１８
否 １ ３９８ ２.６３±１.２３ １.９２±１.０３ ２.６０±１.２４ ２.４２±１.１０

ｔ 值 ９.３５∗∗ ４.６４∗∗ ５.９０∗∗ ８.７８∗∗

网络成瘾 成瘾 ３６１ ３.４０±１.０７ ２.７３±１.０８ ２.９７±０.９７ ３.５１±１.１９
非成瘾 ２ ９５７ ２.８０±１.２３ １.９３±１.００ ２.７２±１.２４ ２.５２±１.１１

ｔ 值 ８.９２∗∗ １４.２７∗∗ ３.７０∗∗ １５.９４∗∗

　 注:∗∗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大学生父母心理控制水平与健康危险行为的相

关分析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将父母心理控制总得分

(分低、中、高三组)与自杀计划、吸烟、饮酒等健康危

险行为进行相关分析ꎬ结果显示ꎬ除自杀计划与父母

心理控制水平尚不能认为存在相关外( ｒ ＝ ０.０２ꎬＰ ＝
０.３４)ꎬ吸烟、饮酒、网络成瘾均与父母心理控制呈正相

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１ꎬ０.１５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大学是一个过渡期ꎬ从父母的直接管教到自主发

展ꎬ必然会带来一些环境变化导致的行为差异ꎮ 肖

霄[７]分析结果显示ꎬ８０％的大学生心理问题受家庭影

响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父母心理控制水平处于高分

组的占 ２４.５３％ꎬ应引起重视ꎮ 对大学生而言ꎬ父母心

理控制更多表现在成就期望、限制言语表达和能力无

效感方面ꎬ对子女隐私的侵犯相对较少ꎮ 在中国文化

背景下ꎬ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抱有较高期望ꎬ子女经

常会产生能力无效感ꎬ因此切合个人实际的教育目标

和理念尤为重要ꎬ不能盲目攀比ꎬ应尊重并认可子女

的努力ꎬ用发展的眼光去培养子女自信心和行动力ꎮ
家长的权威常高于子女个人意见ꎬ致使子女与父母缺

乏有效沟通ꎬ压力得不到倾诉缓解进而导致心理问

题ꎬ故家长应与子女多交流、多倾听ꎬ尊重子女的个人

意见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女生的成就期望及言语表达限

制感高于男生ꎬ与李铭[８]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女生的

家庭责任感明显比男生高ꎬ对于父母的期望更为重

视ꎮ 女生在性格上更善于表达[９] ꎬ因此感受到的言语

限制感更强ꎮ 提示父母对子女的教养应根据性别而

采取不同的方式ꎮ
在不同年级间ꎬ仅成就期望维度存在差异ꎬ其中

大四学生成就期望得分最低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教养

方式对子女心理控制的影响会随着子女年龄增长而

减小[１０] ꎮ 高年级学生个人发展已经较为独立ꎬ感受到

的成就期望压力较小ꎬ而低年级学生由于刚结束中学

时代ꎬ父母教养方式正在过渡期ꎬ仍然能感受到较强

的期望压力ꎮ 因此父母应该重点关注初进入大学生

活的子女心理健康问题ꎬ加大沟通力度ꎮ
在不同成绩水平上ꎬ父母心理控制的 ４ 个维度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学习成绩差和优秀的学生成就

期望得分均较高ꎬ而中等和未报告的得分却较低ꎬ提
示较高的成就期望水平可能会导致子女的学习成绩

出现两极分化ꎬ高强度的成就期望下ꎬ子女若能理解

父母的期望并化压力为动力ꎬ则成绩表现较好ꎻ若在

压力下出现叛逆心理、崩溃、逃避ꎬ则结果适得其反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心理控制对学生学习有害ꎬ会增加

不适应性学习功能[１１] ꎮ 本调查中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能力无效感和侵犯隐私得分较高ꎬ提示父母应该避免

否定子女努力以及侵犯隐私的行为ꎬ多采取鼓励和正

面引导ꎮ
在健康危险行为方面ꎬ有过自杀计划的学生ꎬ其

能力无效感、侵犯隐私、抑制言语表达维度上的得分

均高于普通学生ꎬ提示严重的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影

响子女心理健康ꎬ造成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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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ꎬ与孙丽萍等[１２]研究结果一致ꎮ 除吸烟在抑制言语

表达维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吸烟和饮酒在父母

心理控制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不吸烟和不饮酒的学生ꎮ
有研究表明ꎬ较高的心理控制更容易导致子女出现问

题性物质使用行为[１３] ꎮ 因此减少父母心理控制也有

助于预防子女物质成瘾ꎮ 父母心理控制不同维度在

是否网络成瘾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有网络成瘾行

为的学生父母心理控制水平高于非网络成瘾者ꎮ 适

当的父母监管及行为控制可减少青少年网络使用[１４] ꎬ
但心理控制会增加网络成瘾风险ꎬ与有关研究结果一

致[１５] ꎮ 父母可以在行为上约束子女上网行为ꎬ但不建

议采取心理控制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父母心理控制程度

与吸烟、饮酒、网络成瘾行为呈正相关ꎬ进一步证实了

父母心理控制对健康危险行为的预测性ꎮ 国外研究

也表明ꎬ青少年问题行为受父母心理控制的影响[１６] ꎮ
总之ꎬ父母教养方式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ꎬ家
长应避免采取心理控制的教养方式ꎬ多给予子女积极

鼓励和引导ꎬ加强沟通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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