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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是个体对需要及时完成任务的推迟，它会

造成自我管理的缺乏，甚至使个体丧失灵活处理生

活中大小事情的能力[1]。拖延是个体以推迟的方式

逃避执行任务的一种行为倾向，是一种自我妨碍行

为，它不仅会阻碍学习、工作目标的达成，长期的拖

延还会引发焦虑、抑郁、习得性无助等负性情绪；而

负性情绪不断积压又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或心理问

题，需要对此引起重视。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家庭生活中以亲子关系为中

心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日常活动中

所表现出来的对待孩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和行

为倾向[2]。 已有研究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与个体的

拖延行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Ferrari 和Olivette 的

研究发现，父母的专制型教养方式会导致女孩形成

慢性决策性拖延倾向[3]。Pychyl的研究表明，父亲的

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子女的拖延行为有直接的相关，

母亲专制、权威的教养方式通过子女的自我系统影

响拖延 [4]。国内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拖延行为与

父母惩罚严厉、父母拒绝否认呈显著正相关，与父母

情感温暖理解呈显著负相关[5] 。

完美主义是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人格特质。

Frost将完美主义定义为：为自己设置高的成就标准

同时又伴随着过度消极的自我评价的倾向[6]。 完美

主义又分为适应性完美主义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前者是设置了灵活的高标准，可以容忍追求目标过

程中的失败，是一种积极的完美主义；后者是设置了

不切实际的、僵化的高标准，不能达到目标就会进行

过度的自我批评，是一种消极完美主义。国内外研

究均显示，完美主义与拖延行为存在着显著的正相

关 [7，8]。另外，国外的研究也发现，消极的父母教养

方式会使子女形成非适应性完美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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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父母教养方式、完美主义和拖延行为

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通过已有研究可以发

现，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会导致个体拖延行为

的产生，权威、专制和控制的教养方式容易使子女产

生挫败感和自卑心理，为了博得父母的认可，他们倾

向于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在追求完美的过程

中，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挫折可能会诱发个体的拖

延行为。这提示完美主义可能在父母教养方式和拖

延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

其工作性质要求他们严谨审慎，苛求完美，但同时又

需要他们及时果断地作出决定，不得有半点的拖延，

因而研究医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完美主义和拖延

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河南新乡医学院、郑州大学医学院、河南大学

医学院随机选取医学生600名，共发放问卷600份，

回收有效问卷536份。男生260人，女生276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拖延量表（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GPS）[10] 由 Lay1986年编制，该量表共 20个项目，

采用李克特 5点记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得分越高表明拖延程度越高。

1.2.2 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11] 由杨红君等修订，分母亲版和

父亲版，各有23个条目，分为关爱、鼓励自主和控制

3个因子。其中，父亲控制和母亲控制可归为消极

的父母教养方式；父亲关爱、母亲关爱和父亲鼓励自

主和母亲鼓励自主可归为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1.2.3 中文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问卷（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CMFPS）[12] 由

訾非和周旭修订，由27个条目构成，包括担心错误、

行动的疑虑、父母期望、个人标准和条理性 5个因

子，采用 1～5级记分。其中，适应性完美主义包括

条理性和个人标准两个因子；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包

括担心错误、行动的疑虑和父母期望三个因子。

1.3 施测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由研究者担任主

试，统一指导语，强调保密原则，现场匿名独立填写，

当场收回。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7.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经层次回

归分析评估中介效应，依次检验回归系数法检验中

介效应。

2 结 果

2.1 拖延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完美主义的相关

表 1的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积极的父母教养

方式和适应性完美主义呈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的

父母教养方式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呈显著的正相

关；适应性完美主义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

正相关，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关；非适

应性完美主义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负相

关，与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拖延行为与父母教养方式、完美主义的相关分析

2.2 回归分析

2.2.1 适应性完美主义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行

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依据温忠麟、张雷和候杰泰等

人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3]，采用分层回归的方

法对适应性完美主义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将拖延

作为因变量，将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建立

回归方程；然后，以适应性完美主义为因变量，以积

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将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适应性完美主义作为自变量，

以拖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父

母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拖延，当适应性完美主义进

入回归方程后，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加入适应

性完美主义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的β值由0.682下
降到 0.540，但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在积极父母教养

方式与拖延之间，适应性完美主义有部分中介作

用。将拖延作为因变量，将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

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以适应性完美主义为因

变量，以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最后将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适应性完美主义作

为自变量，以拖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消极父母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拖延，当适应性

完美主义进入回归方程后，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

现加入适应性完美主义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的β
值由0.409下降到0.344，但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在消

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之间，适应性完美主义也有

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表3。

1.拖延行为

2.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3.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

4.适应性完美主义

5.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1
1

-0.628***
0.378***

-0.454***
0.387***

2

1
-0.424***
0.310***

-0.281***

3

1
-0.324***
0.421***

4

1
-0.12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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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适应性完美主义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3 适应性完美主义在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4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在积极父母教养

方式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表5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在消极父母教养

方式与拖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2.2.2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在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将拖延作为因变量，将积极

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然后，以非

适应性完美主义为因变量，以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作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将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作为自变量，以拖延作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父母教养方式能显

著预测拖延，当非适应性完美主义进入回归方程后，

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加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的β值由0.628下降到0.564，
但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在积极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

之间，非适应性完美主义有部分中介作用。将拖延

作为因变量，将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建立

回归方程；然后，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为因变量，以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

将消极父母教养方式和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作为自变

量，以拖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

极父母教养方式能显著预测拖延，当非适应性完美

主义进入回归方程后，分析变量的回归系数，发现加

入非适应性完美主义后，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的β值
由0.409下降到0.262，但结果依然显著，说明在消极

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之间，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也有

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见表4和表5。
3 讨 论

本研究的结果发现，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拖

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且能负向预测拖延行为；而消

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拖延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且

能正向预测拖延行为。也就是说，在严厉控制的父

母管教方式下，孩子更容易出现拖延行为。Roth⁃
blum的研究也发现，过度严厉要求的父母教养方式

下孩子可能会延迟完成任务的时间[14]。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在父母严厉控制管教方式下的孩子，缺

乏与父母的沟通交流，久之会产生叛逆心理，由于不

敢正面直接的反抗，可能会间接地通过拖延来发泄

对父母的不满。

本研究显示，非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拖延行为呈

显著正相关，适应性完美主义与拖延行为呈显著负

相关。适应性完美主义者可以灵活地设置自己要达

到的目标，可以接受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失败，因而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较少产生拖延；而非适应性完

美主义者给自己设置的目标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如

若达不到就会进行过度的自我批评，因而在完成任

务中会表现出更多的拖延行为。

层次回归的结果表明，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

以正向预测适应性完美主义，负向预测非适应性完

美主义。而消极的父母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非适

应性完美主义，负向预测适应性完美主义，这与国外

的研究一致 [9]。在纳入适应性/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后，积极父母教养方式和消极父母教养方式的直接

效应都降低了，说明父母教养方式是以完美主义为

中介作用于拖延的。在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下，父

母的关爱、鼓励自主会给子女提供一个宽松自由的

家庭环境，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温暖，他们会

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权，因而可以灵活地设置目标，即

使失败也不会得到父母的负面评价，他们会更有信

心地去完成任务，较少表现出拖延的行为。而在消

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下，父母的控制会剥夺孩子的自

主权，父母往往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或将自己的

意愿强加给子女，因而子女在做事前总会顾忌到父

母对他们的消极评价，进而表现出担心错误、行动的

因变量

1.拖延

2.适应性完美主义

3.拖延

自变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适应性完美主义

未标准化系数

B
-0.436
0.179

-0.374
-0.344

SE
0.044
0.044
0.043
0.074

标准化系数

β
-0.628
0.310

-0.540
-0.287

t
-10.022***

4.043***
-8.707***
-4.626***

因变量

1.拖延

2.适应性完美主义

3.拖延

自变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适应性完美主义

未标准化系数

B
0.743

-0.249
0.624

-0.476

SE
0.134
0.121
0.123
0.081

标准化系数

β
0.409
0.164
0.344

-0.397

t
5.559***

-2.067***
5.086***

-5.881***

因变量

1.拖延

2.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3.拖延

自变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积极父母教养方式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未标准化系数

B
-0.436
-0.267
-0.392
0.167

SE
0.044
0.074
0.044
0.046

标准化系数

β
-0.628
-0.281
-0.564
0.229

t
-10.022***
-3.628***
-8.973***
3.635***

因变量

1.拖延

2.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3.拖延

自变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消极父母教养方式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未标准化系数

B
0.743
0.739
0.335
0.202

SE
0.134
0.128
0.102
0.058

标准化系数

β
0.409
0.421
0.262
0.277

t
5.559***
5.756***
3.295***
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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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虑，进而产生拖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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