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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粤港澳青年自我同一性状态进行比较。 方法：采用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EOM-EIS-2）对广东、香

港、澳门三地区 1084 名青年进行调查。 结果：①总体上，广东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状态比例最高的为扩散状态，而港澳

则为延缓状态。 ②从男女性别上看，粤港澳之间的男、女青年在自我同一性状态上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同

一性获得状态上，粤港澳地区之间男、女青年差异均不显著；在自我同一性延缓状态上，与来自广东的男、女青年相

比，来自港澳的男、女青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在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上，相对于来自香港的男青年来说，来自粤、澳

的青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相对于港澳的女青年来说，则来自广东的更多地处于此状态；在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上，

来自广东的男、女青年相对于来自港澳的男、女青年来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 结论：粤港澳三地青年自我同一性既

存在共同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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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self-identity status of youth among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Methods:
1084 youth from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were questioned by EOM-EIS-2. Results: ①Generally speaking, the
self-identity status of Guangdong youth show highest proportion of identity diffusion, while Hongkong and Macao youth
show identity moratorium. ②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ego-identity status among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male and female youth.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identity moratorium, identity foreclosure and identity diffusion status except the identity achievement status. Conclu-
sion: Self-identity status of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are not only in common,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differ-
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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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一性由埃里克森在 “心理社会性发展理

论”中首次提出，他认为青少年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任务是形成自我同一性 [1]。 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对独

一无二的“我”的主观感知，对“我是谁”“我将走向何

方”的心里存在认识以及对自己过去、现在、将来内

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追求与主观感知和在特定环

境中的自我整合[2]。
Marcia[3]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将自我同一性设

定了两个维度，即探索和承诺。探索是指个体努力追

求和探索适合自己的目标、价值观和理想等，并对多

种可能性进行抉择，做出有意义的投入。承诺指个体

在达到自己的目标、自我实现等过程中做出的精力、
毅力和时间等方面的个人投资的程度。 并根据这两

个维度将自我同一性划分为四个状态：同一性获得、
同一性延缓、 同一性早闭、同一性扩散。Marcia 的同

一性状态范式开创了自我同一性的实证研究领域，
自创立以来一直占据了同一性研究的主流地位。

Erikson[4]认为社会文化环境对自我同一性有重

要的影响，研究者力图从社会、历史等角度对同一性

问题进行探讨 [5-8]，并进而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

对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进行比较。 目前，从社会

文化背景的角度探讨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研究比较缺

乏，而且自我同一性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基于此，本

研究以广东、香港、澳门青年为研究对象，试图比较

三地青年自我同一性的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广东高校里随机抽取来自广东省的大学新生

437 名， 平均年龄为 18.2 岁， 其中男生 233 名，占

53.32%，女生 204 名，占 46.62%；在广东高校里香港

生源中，随机选取长期生活在香港，且初次来国内的

大学新生 354 名，平均年龄为 18.7 岁，其中男生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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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51.69%，女生 171 名，占 48.31%；在广东高校里

澳门生源中，随机选取长期生活在澳门，且初次来国

内的大学新生 293 名，平均年龄为 18.8 岁，其中男

生 158 名，53.92%，女生 135 名，占 46.08%。 共抽取

大学新生 1084 名。
1.2 工具

采用王树青 等 [9]翻译修订 的 EOM-EIS-2 中文

版。 问卷一共有 64 道题目，采用 6 级计分，1～6 分别

代表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共 4 个分量表，分别为

同一性获得、延缓、早闭和扩散。 本次数据显示其 4
个 分 量 表 的 α 系 数 分 别 为 0.768、0.686、0.789、
0.788。

2 结 果

2.1 粤港澳青年自我同一性的总体情况

按照 Jones 等人关于同一性状态的划分标 准，

本研究采用平均数以上半个标准差（M+SD/2）为划

分点，划分同一性状态标准，具体如下：①若个体在

某一分量表上得分高于划分点， 而在其余分量表上

得分均低于划分点， 则个体就属于某种纯粹的同一

性状态； ②若个体在 4 个同一性状态分量表上的得

分均低于划分点，则个体就处于未分化的延缓状态；

③若个体在一个以上分量表的得分均高于相应划分

点，则个体处于转变状态。 其中，由低到高转变状态

的个体可归属于较低的同一性状态， 如扩散-早熟

的状态可归为扩散状态。 而未分化的延缓状态和纯

粹的延缓状态的个体在各方面表现上非常相似，都

归属于延缓状态[10]。 算出粤港澳自我同一性各个状

态上的人数，见附表。
为研究粤港澳青年在四种同一性状态的人数分

布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 3（地域）×4（同一性状态）
的独立性卡方检验，结果发现，粤港澳青年在自我同

一性上存在显著差异（χ2=63.294，P=0.000）。 进一步

分析各同一性状态的人数分布上存在的地区差异，
分别对每种同一性状态进行 3（粤港澳）×2（是否某

种同一性状态）的独立卡方检验发现，除了同一性获

得状态的人数分布不显著外， 其余三种自我同一性

状态差异都非常显著；在自我同一性延缓状态上，与

来自广东的青年相比， 来自港澳的青年更多地处于

此状态（χ2=54.197，P=0.000）；在自我同一性早闭状

态上，相对于来自香港的青年来说，来自粤、澳的青

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χ2=13.056，P=0.001）；在自我

同一性扩散状态上， 来自广东的青年相对于来自港

澳的青年来说， 更多地处于此状态 （χ2=22.386，P=
0.000）。

2.2 粤港澳男生、女生自我同一性的情况

为进一步考察粤港澳男、 女青年在各自我同一

性状态上人数比例是否存在差异， 进行各自 3 （地

域）×4（同一性状态）的独立性卡方检验，结果发现，

粤港澳男青年在自我同一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χ2=
29.694，P=0.000）， 女 青 年 之 间 也 差 异 显 著 （χ2=
43.149，P=0.000）。 进一步分析男女各同一性状态的

人数分布上存在的地区差异， 分别对每种同一性状

态进行 3（粤港澳）×2（是否某种同一性状态）的独立

卡方检验发现， 粤港澳地区男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状

态的人数分布除了同一性获得状态差异不显著外，

其余三种自我同一性状态差异都非常显著； 在自我

同一性延缓状态上，与来自广东的青年相比，来自港

澳的青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 （χ2=18.981，P=0.000）；
在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上， 相对于来自香港的青年

来说， 来自粤、 澳的青年更多地处于此状态 （χ2=
7.574，P=0.023）；在自我同一性扩散状态上，来自广

东的青年相对于来自港澳的青年来说， 更多地处于

此状态（χ2=10.580，P=0.005）。 粤港澳地区女青年的

自我同一性状态的人数分布的比较结果与男生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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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自我同一性获得状态差异不显著，其余三种状态

差异显著，在同一性延缓状态上，与男青年一致，来

自港澳地区的青年更多地处于同我同一性延缓状态

（χ2=39.921，P=0.000）；在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上，与

男青年不同的是，相对于港澳的女青年来说，来自广

东的女青年更多地处于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 （χ2=
11.425，P=0.003）；在 同一性 扩 散 状 态 上，也 与 男 青

年一致，来自广东的女青年相对于来自港澳的来说，

更多地处于此状态（χ2=12.130，P=0.002）。

3 讨 论

自我同一性形成是由同一性扩散、 早闭状态向

同一性延缓得状态转变的过程。 获得状态是最成熟

的， 处于此状态的个体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与健康

的心理， 而同一性扩散状态的个体表现出严重的适

应问题（如焦虑、抑郁和神经质），同一性延缓和早闭

状态居于中间地位， 延缓状态有高水平的开放性和

对环境的适应性，但也有较高的焦虑水平，早闭状态

有更坚定的目标投入，但盲从权威，对环境的适应性

差[11]。 总体上看，粤港澳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状态上的

分布依次为：延缓状态 41.79%、扩 散状态 29.80%、

早闭状态 17.90%、获得状态 10.51%。 说明当前中国

大学生青年的同一性状态较多地处于同一性延缓和

扩散状态，其次是同一性早闭状态，同一性获得状态

的个体最少，这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10]。 但三地同一

性各 状 态 人 数 比 例 最 高 的各有不同， 与黄小忠等

人[7]的结果略不同。 在粤青年状态比例最高的为扩

散状态，占 37.52%，其次为延缓状态，占 28.61%；而

香港和澳门地区青年自我同一性状态比例最高的均

为延缓状态，分别为 53.11%、47.78%，香港青年其次

是扩散状态，为 26.55%，而澳门青年其次为早闭状

态，为 22.18%。 说明在粤青年的自我同一性形成较

港澳地区晚， 自我认识和理解较差， 不容易找到自

我。 这可能由于大陆学生有高考的压力，在社会、家

庭、学校的影响下，更多关注自己的成绩，而较少进

行自我的成长。港澳青年更多地处于自我延缓状态，

这与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摇

摆不定，无力承担责任，对未来比较模糊，还需要一

定的缓冲期，来体验各种角色，学习各种本领，思考

自己的将来，以能最终达成自我同一性，一定时限的

延缓期对于青少年发展是有必要的。

从男女性别上看，粤港澳的男青年、女青年在自

我同一性状态上差异显著。在同一性获得状态，粤港

澳三地男女青年的人数差异不显著， 在自我同一性

延缓状态，男女青年都是香港学生所占比例最多，澳

门其次，广东最少，这与总体比较结果一致。 特别有

意思的是，自我同一性早闭状态，对于男青年来说，

澳门所占比 例（25.32%）大于广 东（18.45%）大于香

港（13.66%）；但对于女青 年来说，则是 广东所占比

例（23.04%）大于澳 门（16.30%）大于香港（9.94%），

同一性早闭状态的特点是有更坚定的目标投入，但

盲从权威，一般都是基于父母或权威人物的意见、建

议和期望确定自己的目标、信仰和价值观等，且对环

境的适应性差。这表明澳门男青年和广东女青年，更

能认可父母的期望和建议， 比较认可和接受了父母

的这种观念， 但是香港男女青年在该状态上比例都

是最低， 说明由于成长的社会环境、 价值观等的影

响，他们的父母更多的让孩子自主成长，自觉发现生

活、职业目标，对父母的权威感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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