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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是指自身患有艾滋病、为艾

滋病患者遗孤、父母一方因艾滋病去世或者父母至

少一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四种情况之一的 18岁
以下的儿童 [1]。随着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

加。中国卫生部指出，我国目前至少有一千万的受

艾滋病影响儿童，这些儿童主要集中在我国中部的

农村地区[2]。艾滋病除了对感染者的家庭功能和幸

福感造成直接威胁之外，还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

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3]。艾滋病和受艾滋病影响

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互相影响的关系[4]，一方面，受

艾滋病影响儿童目睹家人承受疾病的折磨和面临死

亡的痛苦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外界的歧视和不公正对

待，容易导致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否定自我价值和排

斥自我接纳，从而陷入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中，进

而增加其心理疾病出现的风险[5]；另一方面，对自我

价值否定带来的负面情绪容易诱发问题行为，无疑

会增加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根据

Becker 的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自尊可以作为一种“焦虑缓冲器”(anxiety-buffer)，自
尊强大的个体能够减少焦虑的影响且不易产生与焦

虑有关的行为 [6]。此外，还有学者从积极心理学的

角度指出，高自尊与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密切相

关，并且高自尊可以促使个体做出适应社会的行

为。作为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素，提升自尊水平有

助于促进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对长

期处于不利处境中的受艾儿童改善社会适应性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旨在探讨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自尊的

影响因素及其内部影响机制，以期为受艾滋病影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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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问卷、安全感问卷、同伴关系问卷和自尊问卷在河南省受艾滋病影响严重地区对260名受

艾滋病影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及其自尊水平之间呈

显著正相关；②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间存在复合式多重中介效应；③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影

响自尊过程中的间接作用显著大于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自尊过程中的间接作用。结论：在教育实

践中要注重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同伴关系的维护，更要注重对其安全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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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n self-esteem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AIDS, moreo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sense of safe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on this relation⁃
ship were also examined. Methods: Using Perceive Social Support Seale, Security Questionnaire, Peer Relations Question⁃
naire and Self-esteem Scale to test 260 children affected by AIDS in Henan province. Results: ①The perceived social sup⁃
port, sense of safety, companion relation and the self-esteem level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AID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②Sense of safe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had composite multiple intermediary effect on perceived so⁃
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③Sense of safety exerted an indirec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
port and self-esteem, which was greater than the indirect effect of sense of safety and peer relation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Conclusion: In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
tion to the maintenance of AIDS-affected children’s peer relationships, but also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sens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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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进行合理干预和教育指导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期望和评

价，是对可能受到的社会支持的信念[7]。来自家人、

教师、同伴的支持构成了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关

键环境，可以有效促进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心理健康

的发展和积极行为的塑造。以往研究发现，领悟社

会支持不仅可以较好地预测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抑郁

和孤独感等内化问题，还能有效预防违法等不良行

为的出现 [8]。此外，领悟社会支持还可以缓解严重

心理创伤造成的应激性障碍症状[9]。发展生态学理

论（ecological theory of human development）的观点表

明儿童自尊的发展受到周围关键环境的影响[10]。大

量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健康具有普

遍的增益作用，而自尊作为心理健康的指示器[11]，其

形成受到个体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影响，因此领悟社

会支持能显著预测个体自尊[12]。

发展生态学理论指出儿童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

诸如家庭、学校、社区等为微观系统（mesosystem），

微观系统与生活在其中的儿童具有双向互动，互相

影响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是对各种社会支持的感

知，其本质是受助者与微观系统互动的结果。对家

人和教师的社会支持感知可以看做儿童和成人之间

的人际互动的结果，对朋友的支持可以看做儿童同

伴之间的人际互动的结果。领悟社会支持较高的个

体能够较好感知各种社会支持资源，增加个体与小

环境互动的协调一致性，减少冲突，实现良好的人际

互动。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心理关系，它是基于客观的人际互动而形成的 [13]。

学龄期儿童的人际互动主要包括两类，分别为儿童

与家长、老师等成年人间的人际互动和儿童与同伴

间的人际互动。儿童与成人间的互动是一种垂直关

系的互动，具有互补性的特点，其主要功能是为儿童

提供安全和保护[14]，儿童与成人互动结果之一就是

促进儿童心理安全感的形成；儿童与同伴间的互动

是一种水平关系的互动，其能够提供给对方交流经

验的机会，从而促使同伴之间形成良好的人际关

系。综上所述，领悟社会支持能够帮助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形成最基本的安全感[15]和良好的同伴关系。

由于偏远的农村地区人们对艾滋病的传播渠道

缺乏科学的认识，加之人们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致病

原因存在涉及伦理道德方面的偏见，艾滋病患者及

其家人往往面临着被歧视的现象，尽管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本身并未患病，但也同样受到了周围人的歧

视。学校是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学校活动的主要场

所，但是在学校的活动中往往面临着被孤立和被歧

视的情况。学校歧视环境的存在使得受艾滋病影响

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时常遭受挫折。安全感作为心理

健康的基础，其主要表现就是确定感和控制感。韩

磊和高峰强等人的研究表明安全感低的个体不相信

周围的环境，缺乏主动性和包容心，容易形成羞怯式

的行为习惯[16]。安全感高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面临

人际互动中不利处境有更好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对

可能发生为危险情景也能有清晰的判断。因此，安

全感高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能理性利用资源，解决

人际交往中的挫折，从而帮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建

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陈泽婧和严仲连的研究指出，

安全感有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社会态度和良好的同

伴关系[17]。针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这一学校中弱势

群体的特殊情况，我们假设其安全感能促进同伴关

系的形成。

Maslow认为，安全感是从焦虑和恐惧中分离出

来的，充满信心、安全和自由的体验，是一种能满足

个体现在与未来已有和可能有的各种需要的感觉
[18]。安全感作为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能有效地对外

界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Rosenberg把自尊界定为

整体的自我价值或自我接纳。骆思骅和高钰琳的研

究指出，安全感高的个体独立意识较强，随着应对资

源的增加更倾向于理智地选择积极的应对方式[19]。

安全感较高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能够通过合理利用

支持资源和积极应对方式走出困境，战胜困难的受

艾滋病影响儿童能够帮助其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以

及肯定自我价值，从而提升自尊水平。以往大量研

究也证明了安全感有益于提升个体自尊的水平，

Youngs从构成自尊要素的角度提出安全感是组成

自尊的关键因素之一。徐素梅和孙福兵的实证研究

证实了安全感和自尊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20]，因此，

安全感是影响自尊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同伴关系质量也是

其自尊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同伴关系良好的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不仅能得到同伴的支持而且还会产生

强烈的被接纳的感觉，同伴的接纳和认可是儿童进

行自我价值评价的重要参照。可见，良好同伴关系

可以帮助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评价进而提高个体的

自尊感[21]。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同伴关系和安全感

分别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自尊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

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的领悟社会支持对其自尊的影响是通过安全感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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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效应实现的。本研究将安

全感的中介效应和安全感与同伴关系的多重中介效

应同时纳入作用机制框架中检验其多重中介效应，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同中介作用在领悟社会支持

影响自尊的内部机制中的作用，研究还将进行特定

中介效应的差异性检验。以期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自尊水平的提升提供实证依据，为受艾滋病影响儿

童的心理健康干预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首先在河南省受艾滋病影响严重地区的学校开

展访谈，确定本次的研究对象为受艾滋病影响儿

童。本次研究对象选取具备自身患有艾滋病、艾滋

病患者遗孤、父母一方因艾滋病去世或者父母至少

一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四种情况之一的在校学

生。在征得学校、监护人和研究对象本人的同意并

且承诺对相关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后，以学校为单位

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同时告知研究

对象如果作答过程中感到不适可以随时退出。本次

研究共发放问卷29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

问卷260份，有效回收率为89.65%，所有研究对象年

龄9-18岁（12.19±1.76）；男生120人（46.15%）；女生

140人（53.85%）。

1.2 测量工具

1.2.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Dahlem和

Farley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s
Support Scale，PSSS），量表由家庭内支持、朋友支

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组成，每个维度各 4个条目
[22]。问卷采用 likert 7点计分，各条目总分为领悟社

会支持总分。考虑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实际情况，

本研究借鉴孙仕秀等人的做法[23]，对PSSS有关条目

做了适合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调整，将各条目“领

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亲戚、同学”。

1.2.2 安全感问卷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编制的安

全感问卷（Security Questionnaire，SQ）。安全感问卷

采用 likert 5点计分的方式，从“非常符合”到“非常

不符合”依次记 1-5分。该问卷共 16个条目，分别

归属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8个条目 [24]。问卷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安全感越强。

由于安全感问卷的第10个条目“对领导我一直是敬

而远之”并不符合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切实的生活情

境，并且这一条目在本次研究中的因子载荷较低，本

研究在后续的数据分析中删除了第十个条目。

1.2.3 同伴关系问卷 选择由Goodman在 1997年

编制的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
ties Questionnaire，SDQ）[25]中的同伴关系问卷作为研

究工具，共5个题目。采用 likert 3点式计分。

1.2.4 自尊问卷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SES）[26]，该量表采用Likert 4点计

分的方式，共10个条目。杨雪等在以初中生为样本

的研究中发现自尊问卷的第8个题目因子载荷较低
[27]，本研究采用建议，删除了自尊问卷的第8个条目。

1.3 数据处理

对编码后的问卷集中录入，采用 SPSS17.0和

Mplus7.0对所涉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

等。对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领悟

社会支持对自尊影响过程中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偏

差校正Bootstrap估计，并且采用Wald χ2检验对特定

中介效应比较。

2 结 果

2.1 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受艾滋病影响儿童自评的方式，在

取样方式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避免

同源误差对研究结果造成混淆和对研究结论的潜在

误导，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和无可测方法

的方法因素作为潜在变量的控制方法检验共同方法

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表 1结果表明，单因子模

型各项拟合指标都不理想没有达到最低标准，因此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然而，单因素

拟合数据不太可能[28]，因此，在进行单因素检验的同

时还在四因子模型（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

系、自尊）的基础上加入了无可测方法学因子检验共

同方法偏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的卡方准则对

预设的四因子模型和包含无可测因子的五因子模型

进行比较，本研究样本量为 260，考虑采用 N=250
时，α=0.0005的判断标准。由表 1知四因子模型与

五因子模型自由度之差△df=7，χ2之差△χ2=0.86，查
表得α=0.9968>0.0005。即加入无可测因子后模型

未得到显著改善，因此，本研究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

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各变量间的相关

表 2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

（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与安全感及其各维

度（人际安全、确定控制）、同伴关系、自尊呈显著正

相关（P<0.001），安全感及其各维度（人际安全、确定

控制）与同伴关系、自尊呈显著正相关（P<0.00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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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与自尊呈正相关（P<0.001）。各变量之间的

相关关系为探讨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

对自尊影响的多重中介关系奠定了基础。

表1 研究所涉及变量的验证性

因素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注：单因子模型：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自尊；四

因子模型：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自尊；五因子模

型：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自尊，无可测方法学因

子。

2.3 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影响自尊

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在进行复合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之前对研究所

涉及的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发现领悟社会

支持、安全感、自尊、同伴关系的峰度和偏度的绝对

值分别为：0.26、0.51、0.07、1.35和 0.44、0.50、0.52、
0.15，可见，各变量的峰度和偏度都符合绝对值小于

2和小于7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中的各变量数据

符合正太分布，数据分布形态不会对参数估计造成

偏差。为了深入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

系与自尊的关系，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的方法对

中介效应进行估计。Bootstrap采用有放回的重复取

样的方法，以平均每次抽样得到的参数作为最后的

估计结果，该方法能有效避免传统的系数乘积检验

违反分布假设的问题。方杰等人的研究表明校正偏

差 Bootstrap估计提供了最精确的中介效应置信区

间，统计功效也最高[29]。为了更加准确和稳定地估

计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多维结构的领悟社

会支持和安全感根据内部一致性的打包策略按照维

度划分进行打包；采用完全随机打包策略把单维结

构的自尊前3个条目、中间3个条目和后3个条目打

成三个包，采用完全随机打包策略把单维结构的同

伴关系前2个条目、中间2个条目和最后1个条目打

成一个包。根据假设模型将将打包后的领悟社会支

持、安全感、同伴关系和自尊同时带入结构方程模

型，假设模型完整的路径分析中，领悟社会支持对自

尊的影响（γ=0.19，P<0.05），领悟社会支持对安全感

的影响（γ=0.39，P<0.05），领悟社会支持对同伴关系

的影响（γ=0.18，P>0.05），安全感对同伴关系的影响

（β=0.45，P<0.05）,安全感对自尊的影响（β=0.25，P<
0.05），同伴关系对自尊的影响（β=0.38，P<0.05）。模

型拟合指数：χ2=46.59，df=38，χ2/df=2.23，CFI=0.99，
TLI=0.99，SRMR=0.02，RMSEA=0.03。根据结构方

程模型建模的原则和力求简约模型的原则，本研究

将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即剔除领悟社会支持与同

伴关系的这一路径，得到模型拟合指数：χ2=86.84，
df=39，χ2/df=2.23，CFI=0.98，TLI=0.96，SRMR=0.09，
RMSEA=0.07，除了SRMR这一指标稍大于0.08的判

断标准之外，其余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判断标准，且

修正模型中各路径系数均显著，模型如附图所示。

完整模型与修正模型的自由度之差△df=1, χ2之差

△χ2=40.25，查表得α=2.2346>0.0005，即删除领悟社

会支持至同伴关系路径后修正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

并未显著变差，加之修正模型更为简洁，各项拟合指

标基本达到要求，因此本研究接受去除领悟社会支

持对同伴关系影响路径的修正模型。

表 3结果表明，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

支持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安全感和同

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估计值显著及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安全感

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 20.80%；安全感在领悟

社会支持与自尊中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值和

95%置信区间不包括0，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自

尊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直接效应的

41.67%。

单因子模型

四因子模型

五因子模型

χ2

933.79
98.34
97.49

df
65
59
52

χ2/df
14.37
1.67
1.88

CFI
0.56
0.98
0.97

TLI
0.47
0.97
0.96

SRMR
0.15
0.03
0.03

RMSEA
0.23
0.05
0.06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注：*P<0.05，**P<0.001，下同。

1领悟社会支持
2家庭支持
3朋友支持
4其他支持
5安全感
6人际安全
7确定控制
8同伴关系
9自尊

M
60.58
20.168
20.34
20.08
53.32
25.32
24.80
7.29

26.24

SD
14.25
4.97
4.89
5.25

12.62
6.22
6.32
2.29
4.31

1
1
0.95**
0.93**
0.94**
0.35**
0.37**
0.33**
0.46**
0.41**

2
1
0.83**
0.86**
0.33**
0.36**
0.32**
0.44**
0.40**

3

1
0.81**
0.33**
0.34**
0.30**
0.40**
0.37**

4

1
0.34**
0.34**
0.32**
0.45**
0.39**

5

1
0.96**
0.96**
0.28**
0.41**

6

1
0.86**
0.31**
0.41**

7

1
0.28**
0.38**

8

1
0.44**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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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安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

与自尊间的混合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2.4 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自尊影

响中的特定中介效应比较

柳士顺和凌文辁指出在进行多重中介效应进行

估计和检验时不仅要比较不同中介效应间的大小还

要对其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30]。为了进一步了解安

全感和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自尊影响中的内

部机制，我们对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间的

中介效应与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自

尊间多重中介效应进行比较。Wald χ2检验结果为

Wald χ2=4.43（P<0.05），即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

自尊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

悟社会支持与自尊间的多重中介效应。

3 讨 论

3.1 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和自尊间

的混合多重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通过安全感影响同

伴关系，从而进一步影响自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不仅面临着贫困的家庭

环境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而且不得不承受着社会污

名、歧视等一系列心理伤害。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较

高的个体能够充分感受到来自家人、教师这些成年

人的社会支持。感受到社会支持的受艾滋病影响儿

童在与成年人的互动中能获得被保护被接纳的感觉

进而促使其感受到来自周围环境的安全感。安全感

是与他人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安全感

高的个体能够对可能产生的心理或身体上的危机进

行较好的预测感知，从而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好的归

属感和掌控感，良好的归属感能让个体在遇到挫折

时通过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彼此合作实现解决问题

目的。因此，个体的安全感水平能够对其同伴关系

产生重要影响，同伴关系是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一

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儿童在群体中被接纳和排

斥的重要反映。自尊的社会计量器理论(sociometer
theory)指出，自尊本质上扮演着人际关系的心理计

量器，是个体与重要他人人际关系状况内在度量的

反映。张林和李元元的研究表明，社会接纳与排斥

与个体的自尊状态关系密切，被接纳的程度可以提

高个体自尊水平，被排斥则会威胁个体自尊[31]。徐

凤娇等人研究发现同伴关系是儿童自尊的重要影响

因素[32]。因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同伴关系状况对

其自尊水平存在重要影响。

本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能通过安全感的单

独间接作用影响自尊。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在领悟社

会支持和获取社会支持的人际互动中能够帮助其建

立对周围环境的安全感。Maslow认为安全感是个

体拥有自尊和自信的前提。安全感高的个体具有强

烈的掌控感，倾向于在面对困难时选择积极的应对

方式战胜困难。战胜困难的积极体验可以帮助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在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实现更加客观自

我评价。因此，公正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的肯定

能够帮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提升自尊水平。

3.2 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支持对自尊影

间接效应1
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同伴关系→自尊

间接效应2
领悟社会支持→安全感→自尊

直接效应

领悟社会支持→自尊

估计值

0.05**

0.10**

0.24**

SE
0.02

0.04

0.12

Bootstrap(95%CI)
(0.01, 0.10)

（0.02, 0.18）

（0.08, 0.53）

0.89** 领悟社会支持

同伴关系安全感

自尊

人际安全 确定控制 同伴关系 1 同伴关系 2 同伴关系 3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自尊 1

自尊 2

自尊 3

0.91**0.98**

0.95**

0.93**

0.77**
0.82** 0.67**

0.81**

0.65**0.24*

0.40**

0.37**

0.37**
0.25**

附图 安全感、同伴关系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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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的特定中介效应比较

本研究发现，安全感在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间

的中介效应显著大于安全感、同伴关系在领悟社会

支持与自尊间的中介效应，这可能是由受艾滋病影

响儿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根据Horney的
基本焦虑理论(theory of basic anxiety)，儿童都有安全

和满足的两种基本需要，家庭和父母的关爱能够让

儿童感受到真正的安全。一方面，艾滋病的传播不

仅严重影响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家庭状况，还对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家

长患病使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同时治疗中还需承

担巨额的治疗费用，这都是造成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面临着

巨大的生存压力。此外，家长患病或者逝世造成了

家庭结构的改变使受艾滋病影响儿童面临极其不稳

定的家庭结构，从而很少能得到监护人心理上的关

爱。这些都使得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更加注重从家庭

照顾和父母关爱中获得安全感，也更加珍惜稳定的

社会支持所提供的可控制感和确定感。另一方面，

本研究中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均来自偏远的农村地

区，人们对艾滋病的危害性尚未得到全面的认识，部

分家长还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存在偏见。同时儿童

社会认知和道德判断能力还不成熟，使得受艾滋病

影响儿童周围的同伴对他们的态度和看法也更容易

的受到自己家长的影响，造成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在与同伴交往中得不到完全接纳，值得信任的同伴

关系往往也十分有限。因此，我们认为对安全感的

强烈渴望与极其有限的同伴关系是造成领悟社会支

持对自尊影响的内部机制中不同间接效应存在显著

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在同一时间集中采集数据

的基础上得到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是稍显

欠缺的，后续研究应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对本研究

结果进一步验证。另外，本研究中的所有变量均采

用被试个人自我评价的方式获得，不可避免的存在

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

自评和他评配对等更为客观和严谨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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