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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高中生中探讨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体验的关系。 方法：采用生命意义问卷，对 1659 名高中生

进行横断研究，对 84 名高中生进行三次追踪测查。 结果：同时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之间呈正相关，但是在控

制干扰变量后，后测体验只受前测体验的影响，与前测寻求没有关系，后测寻求只受前测寻求的影响，与前测体验也

没关系。 结论：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两维度之间不相互影响，而是各自预测本维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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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arch for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in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N=1659) and the lon-
gitudinal study(N=84, three measurements). Results: There was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search for and presence of mean-
ing in life only when the two dimensions were measured simultaneously. However, after controlling interference variables,
the post-test presence of meaning was predicted only by the pre-test presence，but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e-test
search. The post-test search for meaning was predicted only by the pre-test search, but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re-test
presence. Conclusion: Search for meaning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are fairly stable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ese two
variables only affect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ir change is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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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ger 把生命意义分为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

义体验两个维度 [1]。 生命意义寻求指人们努力去建

立或增加对生命的含义和目标的理解， 生命意义体

验是人们理解了生命的含义， 并且认识到自己在生

命中的目的、目标或使命。生命意义寻求和生命意义

体验的动态关系可能有两种：体验-寻求关系（负相

关）和寻求-体验关系（正相关）[2]。 前者是指当个体

觉得自己的生命没什么意义， 或者当他们失去意义

时，就会去进行寻求。相反，如果人们体验到意义，就

会减弱或者停止意义寻求。 后者指对生命意义的寻

求使个体获得更多的意义体验， 或者不进行意义寻

求的人其生命意义体验会降低。
弗兰克尔认为寻求意义是人类的本能， 它驱使

人们去发现生命中的意义和重要的事物， 发现新的

机遇和挑战[3]。 按照此种说法，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

应该是寻求-体验的关系。 但是体验-寻求关系得到

了较多支持，无论是同时还是间隔一个月、甚至一年

的测量， 生命 意义体验与 寻 求 之 间 都 是 负 相 关 (-
0.22~ -0.34)[4]。 研究还发现，寻求和体验的相关在不

同文化下并不稳定，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例如美国)，
生命意义体验和寻求之间是负相关； 在集体主义文

化下 (例如日本) ，两者是正相关 [5]；而在文化背景处

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人们身上 (例如西班

牙)，这两者之间没有相关[6]。 因此寻求和体验之间的

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生命意义体验是个体健康和幸福不可或缺的元

素，缺乏这种体验则会导致心理问题的产生和自杀，
但如何获得和提升生命意义体验仍是未知 [7]。 本研

究拟通过横断和间隔不同时段的追踪研究， 在高中

生中探索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之间的确切关系，从

而了解能否通过增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进而提高高

中生的生命意义体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横断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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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省的三所中学选取 1659 名高中生被试。A 中学

245 人(男 98、女 147，高一 106、高二 139)平均 16.5±
1.2 岁；B 中学 278 人 (男 140 人、女 138，高一 145、
高二 133)，平均 16.8±0.8 岁；C 中学 1136 人(男 569、
女生 567，高一 613、高二 523)，平均 16.7±0.8 岁。

追踪研究对象：从 C 中学的被试中随机选取高

一、高二各 1 个班，共 84 人（男 48、女 36，高一 40、
高二 44 人），平均 16.5±0.9 岁。
1.2 工具

中文版的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
tionnaire，MLQ)[8]： 共 两 个 分 量 表 ， 生 命 意 义 寻 求

(MLQ-S)和生命意义体验(MLQ-P)，各 5 题。 在横断

研究的 3 批被试中， 寻求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为 0.77-0.82，体验分量表为 0.75-0.80；在追踪研究

的 3 次测量中， 寻求分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

0.80-0.81，体验分量表为 0.81-0.82。
1.3 研究程序

横断研究在一个星期内收回所有数据。 追踪研

究第一次测量（T1）与第二次测量（T2）间隔一个月，
与第三次测量（T3）间隔 5 个月。 所有测量在施测前

皆征得了班主任和当节课任课老师的同意， 在晚自

习最后一节课后 15 分钟进行整班施测。

1.4 统计方法

采 用 SPSS17.0 进 行 信 度 分 析 和 相 关 分 析 ，
AMOS7.0 进行路径分析。

2 结 果

2.1 横断研究结果

在所选取的 3 所学校的高中生中， 同时测量的

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均呈正相关。 见表 1。

表 1 横断研究中生命意义体验与寻求的相关（M±SD）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追踪研究结果

2.2.1 三次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简单相关

分析 从表 2 的简单相关分析结果来看， 三次同时

测量的寻求和体验仍为正相关， 前次测量的寻求与

后来测量的体验以及前次测量的体验与后来测量的

寻求之间也为正相关。同时，前后三次测量的生命意

义寻求之间， 以及前后三次测量的生命意义体验也

具有较高正相关。因此，在考察前后测的寻求与体验

或体验与寻求的关系时必须控制干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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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三次不同时间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之间的关系

2.2.2 前后测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偏相关分析 由

于同时测量的寻求和体验之间、 前后测的寻求之间

以及前后测的体验之间都呈正相关， 所以要想了解

前测寻求和后测体验之间的真实关系必须控制前测

体验和后测寻求， 要想了解前测体验和后测寻求之

间的真实关系必须控制前测寻求和后测体验。 在控

制了相关变量之后， 发现前测寻求与后测体验之间

以及前测体验与寻求之间都没有显著相关。
2.2.3 三次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关系模型 根

据偏相关的分析结果， 对三次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

和体检建立关系模型，见附图。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

估计， 各项拟合指标表明此关系模型与数据高度契

表 2 不同时间点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简单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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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后测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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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χ2/df 为 1.470，P 值为 0.184，GFI 为 0.964，NFI 为

0.998，CFI 为 0.984，TLI 为 0.985，RMSEA 为 0.078。
从附图中可知： 三次同时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

验之间均呈正相关；后测体验只受前测体验的影响，
与前测寻求没有关系； 后测寻求只受前测寻求的影

响，与前测体验也没关系。

3 讨 论

Steger 及 合 作 者 们 对 美 国 被 试 进 行 的 研 究 发

现，无论是同时测量还是间隔一个月的测量 [4]，无论

是在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9]，寻求和体验均呈 现较弱

的负相关。 这似乎暗示着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的关

系可能是体验—寻求式的， 即个体失去生命意义时

会去进行意义寻求， 在体验到意义时则倾向于减弱

或停止寻求。 不过体验—寻求的关系是否具有普遍

性还未知，因为两者的负相关仅存在于美国被试中，
而在日本是正相关[5]，在西班牙为零相关[6]。 此外，这

些研究对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只进行了皮尔逊积差

相关分析，没有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因此难以确定

二者的真实关系。
本研究中，无论是横断研究还是追踪研究，同时

测量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皆为正相关， 这并不代

表两者之间真实的关系， 而可能是由于共同方法偏

差导致的虚假相关。研究还发现前后测的寻求之间、
体验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 所以要了解生命意义

寻求和体验的真正关系，除采用追踪测量的数据外，
还需排除同时测量的不同维度以及后测的同一维度

的干扰。
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和干涉变量的影响，本

研究不仅对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进 行三次追踪 测

量， 还对追踪数据的分析采用了偏相关和路径分析

的方法。结果显示，寻求或体验的变化只与它们自身

有关，寻求并不能够影响后来的体验，而体验也不能

预测后来的寻求。 也就是说，在高中生中，生命意义

寻求和体验各自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学生对

生命意义的寻求不一定能带来对生命意义的体验，
而生命意义体验的获得也不一定会令个体停止对生

命意义的寻求。 对经历创伤事件的个体进行研究发

现进行意义寻求的人大约有一半不 能获得意义 体

验；发现意义的人，也并不一定停止对意义的追求，
并且意义寻求的强度并不亚于那些没有获得意义体

验的人[10]。 现实中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人常常

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却发现不了答案（高寻求

低体验）；有的人可能很少询问这类议题，却很清楚

自己为什么而活（低寻求高体验）；有的人已经过着

极有意义的生活， 但强大的目的和意义感并不能阻

止其积极追求对意义的更深理解 （高寻求高体验）；
还有一些人过得浑浑噩噩，不去想、也不知道自己生

活的目标（低寻求低体验）。
间隔 1 个月、4 个月和 5 个月的生命意义寻求

之间以及生命意义体验之间都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并且后测的寻求或体验均受自己本维度前测值的影

响， 说明高中生的生命意义寻求和体验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内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生命意义体验对人

类至关重要，高体验的人具有更多的积极情绪、更强

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 而低体验的人由于缺乏对

生命价 值 的 理 解 而 容 易 出 现 空虚感、 甚至选择自

杀[7]。 因此，让学生领会生命的意义成为生命教育的

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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