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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是指自我内部和自我知觉间的协调一

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一种协调状态 [1]。研究

表明，自我和谐是心理健康的重要评价指标，它能够

很好的预测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水平等[2]。而

个体的自我和谐又是构成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石，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众多研究者们开始关注

对自我和谐的实证研究。

当前，许多研究者已经对自我和谐的影响因素

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其中王东宇等[3]的研究表明

师范大学生的孤独感与自我和谐水平有着显著负相

关，孤独感越强，自我和谐水平越低，这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孤独感是影响自我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彭

虎军 [4]的研究结果显示，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总分

及分量表得分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采用积极应对

方式有助于促进高中生的自我和谐，而消极应对方

式对自我和谐则存在不利影响。已有研究表明，自

我和谐与孤独感及应对方式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应

对方式是指个体在应对外界事件的过程当中，在经

过认知加工评价后所作出的一种外显的行为 [5]，它

作为个体一贯的一种应对策略或应对机制具有内在

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以往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

个体的应激与心理健康状态之间通常是作为一种中

介因素而存在，并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的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 [6]。关于孤独感和应对方式的关系，国外有

研究者认为，孤独感是影响个体应对方式的重要的

因素 [7]，而国内张秀春 [8]的研究结果显示，高孤独感

的个体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而低孤独感的

个体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从已有的研究结论难以厘清是孤独感直接影响

个体的自我和谐水平，还是不同孤独感水平的个体

通过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进而影响其自我和谐水

平。因此，本研究意图探讨应对方式、大学生孤独感

和自我和谐之间的关系，并初步构建并验证应对方

式在孤独感与自我和谐中的中介作用，为有效的干通讯作者：唐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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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college students self harmonious, in which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the coping style was also examined. Methods: Using Self-harmony Scale, UCLA Loneliness Scale an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581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screened in the study. Results: ①Correla⁃
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roblem solving and helping of coping style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harmony and loneliness(r=-0.269 to -0.355, P<0.01), while other coping styles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
lated with self-harmony and loneliness(r=0.187 to 0.387, P<0.01); Meanwhile, Lonelines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harmony(r=0.617, P<0.01); ②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ature and immature coping styles played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loneliness and self-harmony.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loneliness may exert
its influence on the self-harmony partial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the coping style.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elf harmonious; Loneliness; Coping styles; Mediator

··530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年 第22卷 第3期
预大学生的相关心理问题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湖南省某综合性大学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

三个学科中随机选取 60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58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8%。其

中男生353名，女生228名，平均年龄为19.94岁(SD=
1.22岁)；大一 241人，大二 181人，大三 93人，大四

66人；来自城市的有308人，来自农村的273人。

1.2 调查工具

1.2.1 UCLA 孤独量表 (第三版) [9] 该量表是由

Russeell 等人于 1978年编制的，共由 20个条目构

成，采用1-4级计分方式，总分越高表示孤独度感越

高，在大学生中测试的α系数为 0.94。1995年王登

峰[10]对其进行修订，并证明其在我国大学生中同样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2 应对方式问卷 [11] 该问卷由肖计划等人编

制，共有 62个条目，由六个分量表构成：解决问题、

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采用0，1计分制，分

析指标为各分量表的得分，六个因子可分为三种不

同类型的应对方式：成熟型应对方式（解决问题-求
助），不成熟型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以及混

合型应对方式（合理化）。经以往研究检验，该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2]。

1.2.3 自我和谐量表[13] 该量表由王登峰编制，共

35个题目，包括自我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

和自我的刻板性3个维度，采用1-5级评分，1~ 5分
别表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

和完全符合。计算总分时，将自我的灵活性反向记

分再与其他2个分量表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自我和

谐性越低。

1.3 施测程序

在回答问卷前，所有被试均仔细阅读了知情同

意书，并签名表示同意参加本次研究。本研究由事

先经过严格培训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

试，以被试所在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1.4 统计处理

运用 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处理，主

要采用的方法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生应对方式、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相关

由表 1所示，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因子和求

助因子与自我和谐总分及孤独感总分呈显著负相

关，而应对方式中的其它因子均与自我和谐总分及

孤独感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孤独感与自我和谐总分

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大学生应对方式各因子、孤独感

和自我和谐的相关系数(r值)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不同应对方式对大学生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回归分析

2.2 应对方式各因子对孤独感和自我和谐的中介

作用检验

中介变量是指当考虑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

响时，如果X通过影响M来影响Y，则称M为变量X
和Y之间的中介变量[14]。以往有研究显示，合理化

因子具有不稳定的特性，既可能与成熟型应对方式

中的各个因子呈正相关，也可能与不成熟应对方式

中的各个因子呈正相关[15]。而本研究的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自责、幻想、退避及合理化因子均与自我和

谐总分及孤独感总分呈正相关，因此在本研究中将

合理化因子归为不成熟型应对方式类型。根据温忠

麟等[15]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以孤独感为自

变量X，分别以成熟型和不成熟型应对方式中介变

量M，自我和谐总分为因变量M，采用回归分析进行

中介作用检验。

从表2可以看出，以孤独感为自变量，自我和谐

为因变量时，成熟型和不成熟型应对方式均在其中

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但二者的方向是相反的，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9.38%和31.12%。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解决问题因子和求助因子与自我

和谐总分及孤独感总分呈显著负相关，而应对方式

中的其它因子均与自我和谐总分及孤独感总分呈显

著正相关；孤独感与自我和谐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即

低孤独感水平与积极应对方式及高自我和谐水平密

切相关，相反高孤独感水平则与消极应对方式及低

自我和谐

孤独感

解决问题

-0.275**
-0.320**

自责

0.387**
0.382**

求助

-0.269**
-0.355**

幻想

0.305**
0.237**

退避

0.322**
0.276**

合理化

0.207**
0.187**

孤独感

0.617**
1

步骤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因变量

自我和谐

成熟型方式

自我和谐

自我和谐

不成熟方式

自我和谐

自变量

孤独感

孤独感

孤独感

成熟型方式

孤独感

孤独感

孤独感

不成熟型方式

标准回归方程

y=0.617x
m=-0.416x
y=0.579x
-0.091m

y=0.617x
m=0.353x
y=0.544x

0.206m

标准误

0.064
0.016
0.070
0.162
0.064
0.033
0.066
0.079

t值
18.87***

-11.00***
16.20***
-2.54*
18.87***
9.09***

16.05***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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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水平密切相关，这与张平[16]，赵洁[17]的研究

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和谐中的自我经验不

和谐和刻板性因子反映的是个体对经验的不合理期

望以及个体不能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的调

整的一种思维状态，这恰恰与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

题因子和求助因子所反应的积极、主动的方式相反，

而与孤独感及消极应对方式的内在含义相匹配；灵

活性因子反映的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根据内在

的评价巧妙的应对生活，这与孤独感、自责等消极应

对方式相悖，而与解决问题、求助所反映的积极应对

方式的内涵相对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论表明，成熟型和不成熟型应

对方式在孤独感和自我和谐中均起着部分中介作

用，但二者的方向是相反的。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

处于低孤独感状态时倾向于采用成熟型的应对方

式，这样会增加顺利处理好生活中的难题与应激事

件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相反，

如果倾向于采用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则可能大大降低

个体的自我和谐水平。Rock[18]认为孤独感是指当个

体感觉被他人疏远或拒绝，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亲密

的同伴，或者在人际互动中缺乏情感亲密的交往时，

持续体验到的一种令人痛苦的情感体验。这种痛苦

的情感体验会阻止个体采取有利于问题处理的积

极、主动的应对方式，进而最终使得个体的自我和谐

水平降低；而应对方式中的解决问题与求助因子所

表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积极互动形式，当

个体处于低孤独感状态时则会倾向于采用这种积极

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提高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

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要想有效提高自我和谐程度，

促进心理健康发展，应该努力关注其积极应对方式

的培养，这样才能使得那些处于高孤独感状态下的

个体通过采用积极的自我应对方式来保证良好的自

我和谐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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