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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考察父亲在位与初中生心理健康素质的关系ꎬ为有针对性地指导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取随机整班抽样的方法ꎬ用父亲在位问卷(ＦＰＱ－Ｒ－Ｂ)抽取乌鲁木齐市高、低父亲在位组共 ５７７ 名初中生ꎬ采用青

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 ＣＡＭＨＱＩ) 进行调查ꎮ 结果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ꎬ高父亲在位组初中生应对风格( ２ ８４ ±
０ ５２)、自我(２ ８７±０ ５６ )、归因风格(２ ８５±０ ５６)、适应(２ ９２±０ ５６)得分均高于低父亲在位组(２ ８３±０ ６０ꎬ２ ７９±０ ５９ꎬ
２ ７８±０ ５５ꎬ２ ８５±０ ５９) ( Ｆ 值分别为 ８ ３２ꎬ５ ２７ꎬ７ １３ꎬ１５ ７１ꎬＰ 均值< ０ ０５)ꎮ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ꎬ高( ２ ８７ ± ０ ４５) / 低
(２ ８６±０ ４８)父亲在位组女生个性素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高父亲在位组男生个性素质得分(２ ９３±０ ３４)
高于低父亲在位组(２ ８５±０ ４０)(Ｆ＝ ５ ９３ꎬＰ<０ ０５)ꎮ 结论　 高质量的父亲在位与初中生更健康的应对风格、自我、归因风

格、适应和个性素质相关ꎬ且对个性素质的影响表现出性别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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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２０１７—２０１８)»显

示ꎬ中国 １７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中至少有 ３ ０００ 万人

受到各种心理问题的困扰[１] ꎮ 心理健康的实质是心

理健康素质ꎬ主要包括人际交往素质、自我、心理活动

的动力系统、个性素质、认知风格、归因风格、面对问

题时的应对风格和适应性ꎬ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因素

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心理品质[２] 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家庭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４] ꎬ父母

共同或者协同照顾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

意义[５] ꎮ 但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中国家庭教育现

状»白皮书显示ꎬ父亲主导孩子教育的家庭不足 ２０％ꎬ
有 ６０.７％的被调查者反映父亲在教育中是缺位的[６] ꎮ
因此ꎬ全面了解父亲教育投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

的关系ꎬ有助于帮助学术界和家庭更好地认识父亲参

与教育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意义ꎮ 父亲投入家庭教

育不仅是要在场ꎬ更应该在位ꎬ父亲在位( ｆａｔｈｅｒ 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能够从父亲对孩子的心理亲近和可触及等方面

表征父亲在教育中的投入[７]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４
月对乌鲁木齐市 １ １５４ 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ꎬ筛查

出高水平和低水平父亲在位初中生共 ５７７ 名ꎬ以心理

健康素质的八大维度作为心理健康总体发展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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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ꎬ考察父亲在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之间的关

系ꎬ为有针对性地指导父亲参与家庭教育提供参考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整群抽取乌鲁木齐 ２ 所初中共 １ １５４
名学生ꎬ将父亲在位量表[８] 得分从高到低排序ꎬ取得

分最高的 ２５％为高父亲在位组ꎬ取得分最低的 ２５％为

低父亲在位组ꎬ共得到被试 ５７７ 名ꎮ 高父亲在位组共

２８８ 名(男生 １３６ 名ꎬ女生 １５２ 名)ꎬ平均年龄(２１.８６±
０.９７)岁ꎻ低父亲在位组共 ２８９ 名(男生 １２１ 名ꎬ女生

１６８ 名)ꎬ平均年龄(２１.７７±１.２１)岁ꎮ 两组的年龄和性

别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１)初中生心理健康素质ꎮ 以«中

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ａｔｈｅｓ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ＣＡＭＨＱＩ)为测量

工具[９] ꎬ该量表涉及应对风格(７ 个因子)、个性素质

(７ 个因子)、动力系统(７ 个因子)、自我(７ 个因子)、
认知风格(５ 个因子)、归因风格(４ 个因子)、人际素质

(３ 个因子)和适应(６ 个因子) ８ 个维度ꎬ共计 ２４３ 个

题项ꎮ 以 Ｌｉｋｅｒｔ 的 ４ 点量表作答ꎬ以每个条目的平均

分作为分量表得分ꎬ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该维度的心

理健康素质水平就越高ꎮ 该问卷 ８ 个分量表在本研究

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９ ~ ０.８９ꎮ (２) 父亲在位ꎮ
以«父亲在位问卷简式版»(Ｂｒｉｅｆ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ｈ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ＦＰＱ －Ｒ －Ｂ) 为

测量工具[８] ꎬ该问卷分 ８ 个分量表ꎬ共 ３１ 个项目ꎬ从个

体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以及个体有关父亲的

信念 ３ 个维度考察个体对父亲的知觉和感受ꎮ 本研究

围绕个体与父亲交往经验中感知到的父亲影响ꎬ而不

涉及考察祖父母对个体的影响ꎬ也不考察个体对父亲

重要性的评价ꎬ因此只选取个体与父亲的关系维度作

为测量初中生感知到的父亲在位的水平ꎬ该维度涉及

对父亲的感情、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父亲参与的

感知、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母关系 ５ 个分量表ꎬ在本

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２ ~ ０.８２ꎮ
１.２.２　 研究过程　 采用问卷法对被试进行 ２ 次整班

施测ꎬ均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主试进行ꎬ在实测前如实

告知被试此次调查的目的、意义和注意事项ꎬ在获得

被试知情同意后再统一发放问卷ꎮ 第 １ 次测试被试的

父亲在位水平ꎬ分别取得分最高和最低的 ２５％为高父

亲在位组和低父亲在位组ꎮ 两组被试在 １５ ｄ 后进行

第 ２ 次测试ꎬ即测评心理健康素质ꎮ 由于此次测试中

问卷项目较多ꎬ为了防止被试产生疲劳效应ꎬ整个施

测过程分为相继的 ２ 个阶段ꎮ 一半被试的作答顺序

是:进入第一阶段作答应对风格、个性素质、动力系统

和自我等 ４ 个分量表ꎬ做完后当场核对并回收ꎻ随后休

息 ５ ｍｉｎꎬ进入另一阶段作答认知风格、归因风格、人
际素质和适应 ４ 个分量表ꎬ做完后当场核对并回收ꎮ
另一半被试的作答顺序相反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以父亲在位水平和性别为组间变量ꎬ采用二因素

方差分析对心理健康素质 ８ 个维度的总分进行分析ꎮ
对仅有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的维度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ꎬ对交互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的维度则进一步进行

简单效应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高父亲在位组和低父亲在位组的男女初中生在

心理健康素质量表 ８ 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父亲在位水平初中生心理健康素质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父亲在位 人数 应对风格 个性素质 动力系统 自我 认知风格 归因风格 人际素质 适应 总均分
男 高 １３６ ２.８５±０.５７ ２.９３±０.３４ ２.７３±０.５３ ２.８８±０.６１ ２.５８±０.４６ ２.８６±０.６０ ２.８８±０.４８ ２.９３±０.６７ ２.８５±０.４８

低 １２１ ２.８０±０.６１ ２.８５±０.４０ ２.７２±０.５９ ２.７８±０.５９ ２.５７±０.５７ ２.７５±０.４９ ２.８７±０.５３ ２.８４±０.６２ ２.７６±０.５６
女 高 １５２ ２.８４±０.４６ ２.８７±０.４５ ２.７２±０.５１ ２.８７±０.５０ ２.５７±０.５４ ２.８５±０.４９ ２.８６±０.５９ ２.９１±０.５６ ２.８３±０.５１

低 １６８ ２.８１±０.６０ ２.８６±０.４８ ２.７４±０.４３ ２.８０±０.５９ ２.５９±０.５９ ２.８１±０.６７ ２.８８±０.４９ ２.８６±０.５８ ２.７９±０.４４
总体 高 ２８８ ２.８４±０.５２ ２.９０±０.３９ ２.７２±０.５２ ２.８７±０.５６ ２.５７±０.５０ ２.８５±０.５６ ２.８７±０.５４ ２.９２±０.５６ ２.８４±０.５０

低 ２８９ ２.８０±０.６０ ２.８５±０.４５ ２.７３±０.５１ ２.７９±０.５９ ２.５８±０.５２ ２.７８±０.５５ ２.８８±０.５１ ２.８５±０.５９ ２.７７±０.４９
Ｆ父亲在位值 ３.９５∗ １２.６０∗∗ １.１２ ４.６８∗ ２.２２ １８.７１∗∗ １.２２ ６.７７∗∗ ７.０５∗∗

Ｆ性别值 ２.０７ ８.５９∗ ０.９７ ２.２８ １０.７５∗∗ ５.７４∗ １.００ １.４４ ４.２３∗

Ｆ父亲在位×性别值 １.８８ ６.０８∗ ０.３３ ２.３２ １.７７ ３.４１ ０.７９ １.７４ ３.７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方差分析显示ꎬ在应对风格、自我、归因风格和适

应维度上ꎬ父亲在位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交互效

应无统计学意义ꎬ因此分别以父亲在位水平为自变

量ꎬ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ꎬ高父亲在位

水平组应对风格、自我、归因风格和适应 ４ 个维度的得

分高于父亲在位低水平组( Ｆ 值分别为 ４. ３２ꎬ５. ２７ꎬ

７.１３ꎬ８.６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应对风格主要表现在理智
－合理化(Ｆ ＝ ９.５４)、否认－压抑(Ｆ ＝ ５.７４)和注重情绪

表达(Ｆ ＝ １１.３２)３ 个方面ꎬ自我主要表现在自尊(Ｆ ＝
１３.２０)和一般自我效能(Ｆ ＝ ８.７２)２ 个方面ꎬ归因风格

主要表现为持久性 ( Ｆ ＝ ７. ０７) 和局部整体性 ( Ｆ ＝
６.３４)ꎬ适应主要表现为情绪适应(Ｆ ＝ １９.３２)和社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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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Ｆ ＝ １５.７１)(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个性素质维度上ꎬ父亲在位和性别的交互效应

有统计学意义ꎬ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ꎬ
对于女生ꎬ高 / 低父亲在位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
１.６２)ꎬ进一步分析发现ꎬ高父亲在位组在个性素质维

度的内外倾(Ｆ ＝ ５.４１)和乐观－悲观(Ｆ ＝ ５.６７)的得分

高于低父亲在位组、但独立性(Ｆ ＝ ８.６４)低于低父亲在

位组ꎻ高父亲在位组男生个性素质维度的得分高于低

父亲在位组(Ｆ ＝ ５.９３)ꎬ进一步分析发现ꎬ高父亲在位

组在个性素质维度的独立(Ｆ ＝ ７.１４)、乐观－悲观(Ｆ ＝
５.６１)和责任(Ｆ ＝ ４.９８)的得分高于低父亲在位组(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对于初中生来说ꎬ高质量的父亲在

位反映着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素质ꎮ 具体来说ꎬ初中

生自我感知到的父亲在位质量高ꎬ应对风格就更社会

化、自我意识发展更积极、归因风格更成熟理性、适应

性更好且个性素质水平也更高ꎬ且父亲在位水平对不

同性别初中生个性素质的影响不同ꎮ
３.１　 父亲在位对初中生应对风格的影响　 本研究发

现ꎬ父亲在位水平较高的被试组应对风格更积极ꎬ说
明高水平的父亲在位对青少年面对问题时的解决策

略具有积极的影响ꎮ 朱丽萍[１０]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果ꎬ即初中生在父亲在位的各个因子上均与积极

应对方式呈正相关ꎮ 本研究发现ꎬ父亲在位水平高的

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采用理智、合理的方式

解决问题ꎬ并且更注重情绪的表达ꎮ 而父亲在位水平

较低的青少年在面对问题时ꎬ更倾向于采用否认、压
抑的防御性策略来应对ꎮ 有研究发现ꎬ高品质的父亲

在位与子女的安全感和人际信任之间均存在联系[１１] ꎮ
依恋理论认为ꎬ儿童早期与父母安全的依附关系能够

提供心理上的“安全基础”ꎬ进而在成长过程中引导孩

子发展出积极的品质[１２－１３] ꎮ 本研究中ꎬ高质量的父亲

在位呈现出的“安全基础”表现为子女感知到的与父

亲更融洽的关系、父亲给予更多的支持、父母更和谐

的关系以及母亲给予“父亲－子女”关系更多的支持ꎮ
由此培养的安全感和人际信任使得个体在应对问题

时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风格ꎬ而缺乏安全感和人际信

任则易于导致个体采取回避型的消极策略应对问题ꎮ
３.２　 父亲在位对初中生自我意识的影响　 本研究发

现ꎬ高父亲在位水平组自我意识更清晰ꎬ主要表现在

具有较高的自尊和更积极的一般自我效能感ꎮ 有研

究显示ꎬ父亲在位与初中生自尊呈正相关[１４] ꎮ 也有研

究发现ꎬ生活中缺失父亲影响的孩子对自己的能力容

易持怀疑态度[１５] ꎬ均支持了本研究结果ꎮ 如果子女与

父亲在一起的生活经历是美好的ꎬ就会更多感受到父

亲的鼓励和支持ꎬ也更容易意识到自我的重要性ꎬ易

于发现自身的价值ꎬ从而变得更自信并具有普遍积极

的能力信念ꎮ 父亲对青少年自尊和自我效能的培养

主要通过亲子互动中青少年的体验以及青少年感受

到的父母互动和父亲与祖辈互动的和谐性ꎮ 如果青

少年感到与父亲在相处中经常会有积极的互动、感到

父母之间保持积极互动以及父亲与祖父母保持和谐

的关系ꎬ就会发展出积极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ꎮ
３.３　 父亲在位对初中生归因风格的影响　 本研究发

现ꎬ较高的父亲在位水平会影响初中生对事情朝向可

控的、整体的因素进行归因ꎬ而父亲在位水平较低的

青少年倾向于把引起事物的原因归结为不可控的、局
部的因素ꎮ 已有研究认为ꎬ家庭中的一些因素会影响

青少年的归因[１６] ꎮ 许琪等[１７] 发现ꎬ父母的受教育程

度越高ꎬ青少年越倾向于不稳定的、可控的归因风格ꎬ
与经常和祖父母生活的同伴相比ꎬ与父母生活的个体

更偏好不稳定归因ꎮ 本研究结果是对此类研究的有

益补充ꎬ具体反映在父亲投入子女教育的质量越高ꎬ
子女在对事件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解释时会更理智更

客观ꎬ也更倾向于在具体情境下对成功和失败做客观

的原因分析ꎬ不会把成功的原因盲目夸大地归于自我

能动性ꎬ也不会把失败的原因过度归于外在原因ꎮ 也

说明父亲在位的一个重要的现实作用是帮助子女客

观理智地看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ꎮ
３.４　 父亲在位对初中生适应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ꎬ父
亲在位水平对适应性影响有统计学意义ꎬ父亲在位水

平较高的初中生具有更好的情绪适应性和社会适应

性ꎮ 说明当青少年对父亲持积极情感ꎬ感受到了父亲

对自己的积极支持和互动以及感受到和谐的父母关

系时ꎬ会表现出更好的情绪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ꎮ 与

钟琼瑶等[１８]研究结果一致ꎮ Ｒｕｉｚ￣ｏｒｔｉｚ 等[１９] 的研究也

发现ꎬ父亲表现出以温暖和关怀为特征的育儿方式与

儿童的社会适应呈正相关ꎮ Ｌａｍｂ[２０] 认为ꎬ子女感知

到的父亲的个性以及与子女的交往风格和母亲的迥

然不同ꎬ往往看似“粗鲁”的个性和“粗糙”的父子交往

可能在促进孩子情绪调节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ꎮ 可

见父亲的教育投入对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具有重要

且独特的作用ꎮ
３.５　 父亲在位对初中生个性素质的影响　 研究发现ꎬ
父亲在位和性别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初中生个性素质

的发展ꎮ 总体来说ꎬ高父亲在位水平的初中生在个性

上更外向、更乐观、更有责任感ꎮ 与蒲少华等[２１]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父子激活理论认为ꎬ孩子在童年期游戏

中与父亲积极的互动能够增加人格的开放性ꎮ 也有

研究认为ꎬ父亲给予孩子的情感温暖也是促成其外向

性人格品质的因素[２２] 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父亲在位水

平较高的初中女生更外向、更乐观但独立水平略低ꎬ
而父亲在位水平较高的初中男生更乐观、更独立且更

有责任感ꎮ 可见父亲教养对青少年个性素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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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别差异ꎬ父亲角色对男孩的影响更多的是帮助

男孩获得男性角色的认同ꎬ对女孩更多的可能是帮助

她们获得与异性相处的安全感ꎮ 女孩和男孩感知到

的父子交往风格不同ꎬ父亲角色者需要根据儿童性别

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子女发展ꎮ
综上可知ꎬ本研究从心理健康的视角系统性地证

实了父亲参与青少年教育对他们发展健康心理的具

体作用ꎮ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心理健康

素质是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系统ꎬ因此ꎬ此次调查

未能进一步细致地分析父亲在位的 ５ 个方面对心理健

康每个维度的具体影响ꎮ 另外ꎬ在本研究的基础上ꎬ
需要进一步探查父亲在位影响青少年发展的原因ꎬ这
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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