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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个体发展的影响已经得

到许多理论的支持和相关研究的证实。社会学习理

论 [1]认为父母是儿童行为的直接模仿对象，因此儿

童感知到的父母冲突越明显，对他们的心理发展就

会造成越负面的影响。认知-情景模型 [2]则认为儿

童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比父母冲突本身对儿童的

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儿童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在

父母冲突与儿童发展之间起着中介作用[3]。而Bron⁃
fenbrenner提出的人类发展生态系统模型强调发展

中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

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的发展。该模型

提出了“近端过程”的概念，认为“近端过程”在宏观

系统和个体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近端过程”中

包含着亲子关系等因素[4]。

大量青少年的研究都表明，自我发展是这一阶

段非常重要的阶段性任务[5，6]。那么，父母冲突对青

少年自我发展到底有何影响，目前对此进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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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亲子沟通与冲突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我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对1610名初一到高三学生进行调查。结果：①相关分析表明，除过去的危机维度，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与青

少年的自尊和自我同一性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亲子沟通与自尊和自我同一性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
0.01）。②结构方程模型表明，加入青少年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和亲子沟通这两个因素后，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

我发展的直接作用不再显著：其中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关系上，亲子沟通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冲突评

价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但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尊的关系上，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占74.70%，冲突评价的中介效应

占25.30%。结论：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尊的关系上，亲子沟通与冲突评价均起中介作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我

同一性的关系上，亲子沟通起完全中介作用，但冲突评价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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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perceive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self-development. Methods: 1610 students from Grade sev⁃
en to twelv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①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dolescents’per⁃
ceive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and self-identity(P<0.05), while parent-child com⁃
municat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elf-esteem and self-identity(P<0.01), except the past crisis dimension. 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howed that，when adding the factors of conflict appraisal an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the di⁃
rect effect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 self-development disappeared.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played a full me⁃
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 self-identity, moreover, it also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self-esteem, and conflict appraisal served as a partial mediating factor between inter-
parental conflict and self-esteem. Conclusion: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plays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pa⁃
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self-esteem, as well as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lescents’self-identity. How⁃
ever, the adolescents’appraisal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only plays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do⁃
lescents’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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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多见，只有池丽萍和俞国良的研究 [7]指出婚姻

冲突影响青少年自尊的发展，而青少年对婚姻冲突

的认知评价在婚姻冲突和青少年自尊之间起着完全

中介的作用。然而自我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尤其

在青少年阶段而言，自尊只是自我发展的一部分[8]，

而对于更核心的部分——自我同一性 [9]，父母冲突

对其有何影响，并未得到探讨。

对于更广泛的自我发展，父母冲突的影响和作

用机制到底如何？是否对自尊和自我同一性有着不

同的作用模式？关于父母冲突的相关理论，哪个更

能解释其对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选取初一至高三的中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并以社会学习理论、认知-情景模型和生态

系统模型为理论基础，以被广泛关注的亲子沟通[10-

12]作为亲子关系的测量指标，深入探讨父母冲突对

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影响是直接作用更明显还是间接

作用更明显，同时考察如果存在间接作用，那么冲突

评价和亲子沟通这两个因素谁的中介作用更大。本

研究假设，父母冲突不仅直接影响到青少年自尊和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与发展，还会通过亲子沟通和冲

突评价间接影响其形成与发展。

1 方 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分层整群抽

样的方法，从唐山、吕梁两地共抽取 8所中学，其中

唐山市 2所初中、2所高中，吕梁市 2所初中、2所高

中。再从每所中学的各个年级随机抽取2个班的学

生作为被试。学生共完成问卷1684份，剔除回答不

完整或不认真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 1610份，有效

率为 95.6%。其中男生 736 名，女生 817名（性别变

量缺失57人）；初中生923名，高中生687名。

1.2 工具

1.2.1 父母冲突 采用池丽萍和辛自强修订的《儿

童感知的父母冲突量表》[13]。该量表共 40个题目，

由“冲突频率、冲突强度、冲突解决、威胁认知、应对

效能和自我归因”六个维度构成。采用四点评分，从

“完全不符合(1)”到“完全符合(4)”，各维度分数由各

维度的题目得分相加而得，分数越高代表感知到的

父母冲突越强烈或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越消极。

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1，各维

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在 0.64-0.79之间。根据池丽

萍、辛自强的划分标准[13]，可将冲突频率、冲突强度

和冲突解决归为冲突特征因子，而威胁认知、应对效

能和自我归因归为冲突评价因子。

1.2.2 亲子沟通 采用Barnes与Olson编制的亲子

沟通量表 [14]。该量表共 40题，从父子开放式沟通、

母子开放式沟通、父子问题沟通和母子问题沟通四

个维度测查亲子沟通质量，每个维度10题。经过数

据转换，在本研究中开放式沟通和问题式沟通都是

得分越高说明沟通质量越好。每个分量表都包括

10道题目。采用五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1）”到

“非常同意（5）”。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
数为 0.91，其中开放式沟通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问题沟通Cronbach α系数为0.94。
1.2.3 自尊 选用Rosenberg的自尊量表(SES)中文

版[15]。该量表共10题，采用四点评分，从“非常同意

（1）”到“非常不同意（4）”，总分范围是 10-40分，经

过对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分值越高，自尊越高。在本

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1.2.4 自我同一性 该量表由加藤厚编制，张日昇

修订[16]。该量表共12题，分成“现在的自我投入、过

去的危机、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三个分量表。采用

六点评分，从“完全不赞同（1）”到“完全赞同（6）”，得
分越高代表现在的自我投入水平更高、过去的危机

更多、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更大，也就是自我同一性

发展越好。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

为 0.67，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51、
0.51和0.55。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17.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管理，并使用

SPSS17.0和AMOS20.0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2 结 果

2.1 父母冲突、亲子沟通与自尊和自我同一性的

相关分析

由表 1可知，除过去的危机这一维度与父母冲

突和亲子沟通的相关不显著外，父母冲突、冲突评价

以及亲子沟通与自尊和自我同一性之间均存在显著

相关。其中父母冲突与自尊和自我同一性呈显著负

相关。另一方面亲子沟通与自尊和现在的投入以及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2.2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自我发展的机制

2.2.1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机制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对
父母冲突影响自我同一性的机制进行考察，用极大

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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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拟合较好（χ2/df=8.08，RMSEA=0.066，NNFI=0.955，
CFI=0.960，IFI=0.960，GFI=0.966）。进一步考察模

型的参数估计值，发现“父母冲突→自我同一性”和

“冲突评价→自我同一性”这两条路径系数均不显

著，其他路径系数均达显著水平，结果详见图1。结

果表明，父母冲突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

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实现的，并且亲子沟通起完全

中介作用；而冲突评价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1冲突频率

2冲突强度

3冲突解决

4威胁认知

5应对效能

6自我归因

7现在的自我投入

8 过去的危机

9 将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0 自尊

11 问题沟通

12开放式沟通

1

0.75**
0.62**
0.41**
0.47**
0.21**

-0.11**
0.06*

-0.11**
-0.22**
-0.33**
-0.39**

2

0.67**
0.52**
0.50**
0.26**

-0.13**
0.04

-0.15**
-0.20**
-0.36**
-0.38**

3

0.35**
0.45**
0.21**

-0.23**
-0.02
-0.23**
-0.28**
-0.34**
-0.40**

4

0.54**
0.41**

-0.06*
-0.03
-0.07*
-0.18**
-0.26**
-0.17**

5

0.24**
-0.11**
-0.04
-0.15**
-0.21**
-0.30**
-0.29**

6

-0.09*
-0.09*
-0.11**
-0.16**
-0.18**
-0.04

7

0.26**
0.54**
0.37**
0.12**
0.21**

8

0.31**
0.70**

-0.03
-0.03

9

0.42**
0.17**
0.25**

10

0.19**
0.30**

11

0.50**

表1 父母冲突、亲子沟通和自尊、自我同一性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

图1 父母冲突、亲子沟通、冲突评价

对自我同一性的中介作用模型

注: 括弧中的值是在没有加入亲子沟通、冲突评价时的预测

系数，下同。

图2 父母冲突、亲子沟通、冲突评价对自尊的中介作用模型

2.2.2 父母冲突影响青少年自尊的机制 在相关

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对父母冲

突影响青少年自尊的机制进行考察，用极大似然法

对假设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结构方程分析表明该

模型拟合较好（χ2/df=10.16，RMSEA=0.075，NNFI=
0.963，CFI=0.966，IFI=0.966，GFI=0.969）。进一步考

察，发现除“父母冲突→自尊”的路径不显著外，其他

路径均达显著水平，详见图2。由此可见，父母冲突

对青少年自尊的影响，直接作用不显著，而亲子沟通

和冲突评价的中介作用均显著，其中亲子沟通的中

介效应占74.70%，冲突评价的中介效应占25.30%。

3 讨 论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父母冲突越强烈，青少年

对父母冲突的认知评价越消极，亲子沟通越差，青少

年的自尊和自我同一性发展状况越差。而进一步的

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我发

展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当引入冲突评价和亲子沟

通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我发展的

影响时，父母冲突对青少年自尊和自我同一性的直

接作用变得不再显著，因此社会学习理论很难解释

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我发展的关系，但认知-情景

理论 [2]和人类发展生态系统模型 [4]都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这一关系。

从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来看，可以发现父母冲

突这一远端的环境因素，必然通过削弱良好的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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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进而导致青少年自尊和自我同一性的降低。

从干预的角度来看，减少夫妻之间的冲突和增强亲

子之间的积极沟通都能起到提升青少年自尊和促进

其自我同一性发展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合作解决

问题的方式来解决夫妻之间的分歧，如果真的冲突

无法避免，应尽力避免在青少年面前爆发冲突，并且

不要将青少年卷入其中[17]；另一方面，父母与青少年

之间应该增加开放式沟通，尽力减少问题沟通，使孩

子体会到更多的信任、支持和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

流，这样将有利于良好家庭关系的建立，从而对青少

年自尊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能给青少年营造一个

稳定、安静的氛围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

从而促进其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具体到自我发展的不同方面，可以发现父母冲

突对自尊和自我同一性发展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

在本研究中，冲突评价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的自尊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自我同

一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同样是青少年自我

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为什么冲突评价对自尊和自

我同一性的作用不同呢？从定义上讲，自尊是指个

体对自我价值做出的评价与体验,它体现的是个体

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有价值的或成

功的[7]。然而，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在过去、现在和

未来对自己内在的连续性、一贯性和一致性的主观

感觉和体验[18]。冲突评价是青少年对父母冲突的威

胁认知、应对效能和自我归因，婚姻冲突发生后,青
少年对此事件做出相应的认知评价 [7]，对父母婚姻

冲突的消极评价意味着青少年认为自己无力处理父

母冲突，并且更多将其原因归咎于自己，这自然会导

致青少年对自己整体的消极自我评价和体验，进而

导致低自尊；而自我同一性是对自己内在连续性和

一致性的主观感觉和体验，是更探索性的自我认识，

不像自尊那样带有评价性，因此可能受冲突评价的

中介影响就不太明显。不过，总的来说，改变青少年

对父母冲突的看法，避免让自己卷入父母冲突，对于

青少年的自我尤其是自尊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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