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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与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的关系。 方法：震后 18 个月，

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心理弹性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自编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对都江

堰地区规模最大的某高中的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984 份。 结果： 都江堰地区青少年震后 18 个月

PTSD 症状的检出率为 13.3%，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及不同地震暴露程度间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弹性在父母关怀、父

母过度保护与 PTSD 症状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25.6%、15.6%，心理弹性在父母

冷漠与 PTSD 症状之间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结论：父母对孩子较多的关怀和较少的控制干涉有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心

理弹性，对震后 PTSD 症状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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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styles, resilienc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in adolescent survivors of Wenchuan earthquake. Methods: 18 month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a total of
984 adolescents from 11th grade in Dujiangyan district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Students were sampled to fill out the
Self-Rating Scale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Resilience Scale,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and a self-made gen-
eral demographic and earthquake exposur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PTSD symptoms was 13.3%, higher
in girls than in boys (t=-3.21, P<0.001), and higher in non-only-child than in only-child family (t=-2.14,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experienced different earthquake exposure degrees; resilience could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 of parents and PTSD, could partia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protection of par-
ents and PTSD, and could full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fference of parents and PTSD. Conclusion: Higher
parental care and lower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contribute to increasing resilience and thus protecting adolescents from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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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07092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09YJAXLX00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重

点项目（09SXLZ001）；本研究还得到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

技术研究中心和广东省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通讯作者：范方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病程迁延， 严重影响个体心理和社会功能。
Pynoos 等 报 告 亚 美 尼 亚 地 震 后 18 个 月 ， 青 少 年

PTSD（DSM-III-R）发生率为 69%[1]。 赵丞智等报告

在 1998 年张北地震后 17 个月， 受灾青少年 PTSD
（DSM-IV）的发生率为 9.4%[2]。 很多因素会影响到震

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如地震暴露程度、性别、家

庭和学校的支持、 时间等[3]。根据毕生发展观的理论

观点，家庭是个体发展的第一场所，青少年心理健康

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

的教养观念、 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

种组合方式， 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风格和行为倾

向，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及其教

育观念[4]。 以往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可以预测青

少年的心理症状， 比如， 消极教养风格与青少年焦

虑、抑郁症状高度相关 [5]，感知到温暖型教养方式的

青少年在经历应激性生活事件后抑郁症状较少 [6]。
心理弹性是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仍能保

持或很快恢复正常的心理机能[7]，是“自我调适机制”
的成功应对 [8]。 学者们对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及其

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 并得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结论: 心理弹性有诸多保护因素， 而良好

的家庭教养方式是其中之一[9]。 Zakeri 等人的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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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民主型的教养风格对心理弹性有显著正向预测作

用， 控制型和放纵型的教养风格对心理弹性预测作

用不显著 [10]；心理弹性 对 PTSD 症状有显 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11]。
PTSD 症状是震后儿童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

但现有的研究震后青少年 PTSD 症状的文献多限于

对人口学变量 [12]、灾难暴露 [12]、应对方式[13]、社会支持
[14]等影响因素的探讨，同时对震 后青少年 PTSD 症

状与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弹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

献尚不多见。 本研究在验证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弹

性影响震后青少年 PTSD 症状的基础上， 着重探讨

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与 PTSD 症状之间的中介

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及调查程序

获得学生所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以及学生自己

的知情同意后，于 2009 年 11 月，选取都江堰市规模

最大、 生源来自城镇和农村的一所高中的全部高中

二年级 27 个教学班的学生（本研究是三年追踪研究

的 一 部 分 ，2008 年 11 月 初 测 时 被 试 是 高 中 一 年

级）。学生为自愿参加，中途也可以自由退出，并承诺

对学生的个人信息保密。 回收问卷 1237 份，剔除无

效问卷以及被试年龄在 16 岁以下（因为父母教养方

式问卷要求被试年龄不小于 16 岁）的问卷后，共获

得有效问卷 984 份。 有效被试年龄 16-18 岁（16.54±
0.53）； 男 生 423 人 （43.0% ）； 独 生 子 女 801 人

（81.6%）；来自城镇 533 人（54.2%）。
1.2 工具

1.2.1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自 评 量 表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PTSD-SS) 该量表

由刘贤臣等人根据 DSM-IV 编制[15]，含 24 个条目，3
个因子（重现 ／ 回避症状、心理障碍 ／ 功能受损、情感

麻木 ／ 紧张敏感）， 每个条目根据创伤事件发生后的

心理感受分为没有影响到很重 1-5 级评定，累积 24
个条目得分为 PTSD-SS 总分，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

应激症状越严重。 量表总分≥50 达到 PTSD 症状检

出标准。
1.2.2 心理弹性量表（Resilience scale，RS） 该量表

由 Wagnild 和 Young 于 1993 年编制 [16]，中文版由范

方等人修订[17]，包括 25 个条目，7 点评分。 得分越高

表示心理弹性越好。 该量表适用人群广(适合儿童青

少年)，信效度好。
1.2.3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Parental Bonding Instru-

ment，PBI） 该问卷由 Parker 等人编制[18]，是国外临

床和研究领域应用最广的父母养育方式测量工具之

一，中文版由刘江红等人修订[19]。 修订后的父亲版、
母亲版各含 25 个条目，分为关怀、冷漠、过度保护和

自主性四个维度。
1.2.4 自编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 包

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

及地震暴露情况(有无亲人伤亡、房屋有无倒塌、其

他财产有无损失以及是否大量目睹地震惨状等)。
1.3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资料用 SPSS17.0 和 LISREL8.80 统计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震后 18 个月受 试 PTSD 症状的检 出 率 及 其

人群特点

震后 18 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PTSD 症状的

检出率为 13.3%。 以 PTSD 症状总分为因变量，分别

以性别、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

及是否独生子女、 地震暴露变量为自变量进行 t 检

验或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女生的 PTSD 症状水平显

著高于男生（t=-3.21，P<0.001），非独生子女的 PTSD
症状显著高于独生子女（t=-2.14，P<0.05），父亲文化

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间的 PTSD 症状水

平差异均不显著（P>0.05）。 家人伤亡程度不同的被

试的 PTSD 症状水平差异显著（F=4.67，P<0.001），房

屋 倒 塌 程 度 不 同 的 被 试 PTSD 症 状 水 平 差 异 显 著

（F=3.12，P<0.05）， 其他财 产损失程度 不同的被 试

PTSD 症状水平差异显著（F= 2.63，P<0.05），目睹惨

烈 场 景 程 度 不 同 的 被 试 PTSD 症 状 水 平 差 异 显 著

（F=8.62，P<0.001）。
2.2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 PTSD 症状的描述

统计和相关分析

附表列出了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 心理弹性和

PTSD 症状总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各个变量两

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

式的四个维度中， 父母双方在同一维度上得分均显

著正相关（P<0.001），父母双方在关怀、自主性维度

上均与心理弹性呈显著正相关（P<0.001），与 PTSD
症状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双方在冷漠、过度保护维度

上均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 与 PTSD 症状呈显

著正相关（P<0.001）。 心理弹性与 PTSD 症状呈显著

负相关（P<0.001）。 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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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心理弹性在父母教养方式和

PTSD 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2.3 父 母 教 养 方 式 通 过 心 理 弹 性 影 响 青 少 年

PTSD 症状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建立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和

PTSD 症状的中介作用模型，见附图。 本研究所关心

的父母教养方式、 心理弹性和 PTSD 症状都是潜变

量，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设置如下:母亲关怀(χ1)、父

亲关怀(χ2) 作为观测变量构成父母关怀；母亲冷漠

(χ3)、父亲冷漠(χ4)作为观测变量构成父母冷漠；母亲

过度保护(χ5)和父亲过度保护(χ6)作为观测变量构成

父母过度保护；母亲自主性(χ7)和父亲自主性(χ8)作
为观测变量构成父母自主性；重现/回避症状(у2)、心

理障碍 /功能受损(y3)和情感麻木 /紧 张敏感 (y4)作为

观测变量构成 PTSD 症状。 由于心理弹性量表的因

子结构在跨文化研究中结论不一致 [20]，因此采用心

理弹性量表总分(y1)作为心理弹性潜变量的观测变

量。由于本研究中性别、是否独生子女以及四个地震

暴露变量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显著相关， 同时参

照前人建模方法 [21]，我们把以上所列变量作为外生

变量来预测 PTSD 症状。 鉴于本研究的目的，模型中

未标示以上人口学变量、 地震暴露变量与其他变量

的关系。 结果显示，数据对模型的拟合效果理想，各

项拟合指数如下，χ2/df=3.86，RMSEA=0.05，NFI=0.93，

CFI=0.95，SRMR=0.04，GFI=0.95。 父母关爱、父母过

度保护、 父母自主性和心理弹性均对 PTSD 症状有

直 接 效 应， 其 路 径 系 数 的 标 准 化 估 计 值 分 别 为-
0.29，0.28、0.30 和-0.18。 心理弹性在父母关爱、父母

过度保护对 PTSD 症状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25.6%、15.6%。 心

理弹性在父母冷漠对 PTSD 症状的影响作用中起完

全中介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中震后 18 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PTSD
症状的检出率为 13.3%， 与范方等用同一测评工具

所报告的震后 6 个月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PTSD 症状

的检出率为 15.9%[22]相比，没有显著差异，提示我们

在震后一段时间仍不能放松对受灾人群心理健康状

况的关注。 本研究中女生的 PTSD 症状总分高于男

生， 即女孩是灾后 PTSD 的易感人群， 这与以往对

PTSD 症状的研究[22，23]结论一致。 独生子女组的 PTSD
症状总分低于非独生子女组， 国内学者对青少年心

理状况的研究也表明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指标在很

多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24，25]，这有可能与独生子女的

家庭环境更为优越， 独生子女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

等原因有关，但具体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家人伤

亡、 房屋受损等地震暴露因素是 PTSD 症状的危险

因素，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相一致[26，27]。
以往研究表明， 积极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问

题具有缓冲保护作用，但其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清楚。
本研究通过纳入心理弹性， 考察心理弹性在父母教

养方式与 PTSD 症状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 获得了

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从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 父母双方的教养方式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同一家庭中，青少年感

知到的父母双方的教养方式基本相同， 这与国外的

研究结论一致[5]。 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青少年的

附表 父母教养方式、心理弹性与 PTSD 症状的描述统计和相关矩阵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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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弹性对 PTSD 症状都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与以

往研究[11]结论相一致。 高心理弹性个体拥有丰富的

心理资源，如生活满意感、乐观主义和宁静心境 [28]，
这些个体在面对压力环境时能够及时调用其心理资

源，应对困难并走出逆境，表现出良好的适应结果。
本研究还表明，青少年的父母关怀越多，父母冷漠、
过度保护越少，心理弹性越高，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

出现 PTSD 症状的危险性越小； 青少年的父母关怀

越少，父母冷漠、过度保护越多，心理弹性越低，在经

历创伤性事件后出现 PTSD 症状的危险性越高。 父

母教养方式对其子女的心理发展、人格形成、心理障

碍和心理疾病发生的影响作用已被许多研究支持 [5，6]，
它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形式直接塑造子女心身发展

的轨迹。 Chorpital 等研究指出，父母过分保护、不安

全依恋、缺乏温暖和有效回应等教养方式的缺陷，极

易导致子女形成不利的认知形态, 使子女认为自己

无法控制一切事物的发生或结果[29]。 这一研究结果

有利于解释父母教养方式与震后青少年 PTSD 症状

的关系。当青少年体验到来自父母的更多的关爱、更

少的控制时，他们会形成更高水平的心理弹性，拥有

更高的抗挫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进而降低了 PTSD
症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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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并不少见， 丈夫饮酒导致产后抑郁的原因复

杂，可能由于饮酒会增加了夫妻间的矛盾冲突，也增

加了暴力行为的风险性，间接导致抑郁发生。本研究

显示：担心胎儿健康也是产后抑郁的风险因素之一。

调查发现， 担心胎儿健康的孕妇没有参加产前孕妇

学校的比例较高，初次怀孕没有育儿经验，缺乏科学

的指导和正确认知，对胎儿的变化过于担心，意外怀

孕和孕期饮酒等不良习惯也会加重这种担心， 影响

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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