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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孤独等负性情绪一直以来都是影响学生

在校园生活中身心健康发展的主要心理问题。国内

外众多研究指出焦虑、孤独不仅受到个体内衍的心

理状态的影响而且受到外生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影

响，对于前者，已有较多研究从人格特质与认知态度

两方面指出大五人格、归因风格、社会支持感等因素

对焦虑的影响以及害羞、自尊、自我表露等因素对孤

独的影响[1-6]。此外，也有研究者指出生活目的与孤

独呈现显著负相关，当个体具有清晰而有意义的生

活目标，恪守自己的人生目标时，能够有效提升积极

情感、减缓焦虑 [5，7]。对于后者，较多研究从社会孤

立、生活压力事件、人际关系等方面探讨影响焦虑、

孤独的环境因素[5，8，9]。近年来，研究者发现焦虑、孤

独经常会伴随无聊出现，答会明等人指出当学生学

习目标不清晰、动力不足时会产生空虚、无聊的心理

体验，进而产生孤独感[10]。Barbalet 指出当个体认为

生活无意义时会感到无聊，并且会由于对当前情境

不感兴趣，渴望追求更令人兴奋的刺激而产生焦虑

感[11]。Fahlman等指出无聊情绪既伴随焦躁不安也

伴随孤独失落等负性情绪[12]。国内外众多研究者探

究了无聊的内涵，指出无聊是由于知觉到生活无意

义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13]。已有实证研究从特质

层面指出无聊倾向分别与焦虑、孤独呈现中等程度

显著正相关，朱湘茹等人指出无聊倾向在神经质与

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4-16]。在状态层面，尽管有

研究者开发出具有跨情境一致性的或者针对具体情

境的无聊状态量表 [12，13]，但是较少有实证研究从状

态角度探讨无聊与孤独、焦虑的关系。

综上所述，生活目的与无聊、焦虑、孤独紧密联

系。生活目标不清晰或生活意义的缺失会影响无

聊、焦虑与孤独感的产生，同时无聊又进一步强化焦

虑、孤独的程度。因此，本研究以学生为样本，从状

态层面探讨生活目的、无聊与焦虑、孤独之间的关

系，着重考察无聊在生活目的与焦虑、孤独之间的中

介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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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e-in-Life Test(PIL),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and State Loneliness Scale(SLS). Results: Boredom was sign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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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各一所，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由心理学研

究生做主试，共发放问卷1000份。根据以下标准对

问卷进行筛选：①问卷项目漏答三个及以上；②答案

呈现明显规律性（如选择同样的分数、分数有规律的

波动）。结果保留有效问卷802份，其中男性242人
（30.2%），女性 560人（69.8%），年龄范围为 16-29
岁，平均年龄为 20.65岁（SD=3.067）。高中学历 292
人（36.4%），大专学历213人（26.6%），本科及以上学

历 297人（37.0%）。文科专业 493人（61.5%），理科

专业309人（38.5%）。

1.2 工具

1.2.1 多维无聊状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tate
Boredom Scale，MSBS） 由 Fahlman等人于 2013年

提出，共29个项目，包含脱离、高唤醒、低唤醒、注意

缺陷、时间感知五个因素 [12]。采用李克特 7点计分

方式，1至 7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些

不同意”“不确定”“有些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将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由有

英文专业背景的心理学研究生将量表回译成英文并

与原量表进行比对，确保项目内容在不违背英文原

意的基础上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最后由河南大学不

同专业和年龄的本科生实际填写问卷，进行访谈，确

认他们对项目的理解不存在歧义。量表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910，项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无聊情绪

程度越强。

1.2.2 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共20个项目，用于评定个体焦虑情绪的主观

感受[17]。

1.2.3 状态孤独量表（State Loneliness Scale，SLS）
由Shaver于1985年在UCLA孤独量表的版本上进行

修订而成，共12个项目[17]。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6，得分越高代表个体孤独程度越强。

1.2.4 生活目的量表（Purpose-in-life Test，PIL） 采

用台湾学者对该量表的中文翻译版本，肖蓉等指出

该版本量表在大陆学生中试用的信效度良好，共20
个项目，包含生活感受、生活目标、生命态度、自主感

四个维度[18，19]。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1，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具有更积极的生命意义感。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测量共同方法偏差，未

析出能解释较大变异的单一因素，因此共同方法偏

差不显著[20]。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分别对无聊整体及

各个维度与无聊、焦虑、孤独、生活目的进行相关分

析，对生活目的整体及各个维度与无聊、焦虑、孤独、

生活目的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2.2 回归分析

以焦虑、孤独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控

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将性别、学历、专业变量纳入回

归分析的第一步，将无聊或者生活目的纳入第二步，

结果显示无聊对焦虑、孤独的预测效应显著（β=
0.410；β=0.481），生活目的对焦虑、孤独的预测效应

显著（β=-0.484；β=-0.501）。进一步在控制人口统

计学变量的情况下分别做无聊与生活目的的各个维

度对孤独、焦虑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表1 无聊整体及各个维度、生活目的整体及各个维度与焦虑、孤独之间的相关

表2 无聊与生活目的各个维度对焦虑、孤独的回归分析

无聊

焦虑

孤独

生活目的

无聊

1.000**
0.431**
0.494**

-0.469**

高唤醒

0.837**
0.506**
0.508**
-0.414**

低唤醒

0.838**
0.450**
0.575**

-0.443**

时间感知

0.693**
0.279**
0.249**

-0.278**

注意缺陷

0.741**
0.234**
0.283**

-0.305**

脱离

0.907**
0.304**
0.388**

-0.431**

生活目的

-0.469**
-0.476**
-0.444**
1.000**

生活感受

-0.494**
-0.409**
-0.448**
0.919**

生活目标

-0.388**
-0.444**
-0.370**
0.885**

生命态度

-0.091**
-0.234**
-0.119**
0.324**

自 主 感

-0.144**
-0.210**
-0.170**
0.501**

因变量

焦虑

孤独

自变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高唤醒

0.588**
0.283**

低唤醒

0.129*
0.394**

注意缺失

-0.133*
-0.046

时间感知

0.074
-0.059

脱离

-0.175**
-0.024

调整R2

0.314
0.322

调整F

48.660
50.968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生活感受

-0.120*
-0.311**

生活目标

-0.343**
-0.191**

生命态度

-0.094*
-0.048

自 主 感

-0.072
-0.058

调整R2

0.243
0.250

调整F

42.504
44.466

2.3 中介效应

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依次检验法对无聊在生

活目的与焦虑、生活目的与孤独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分析[21]。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见表3。
结果显示无聊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经 Sobel

效应检验[21]，无聊在生活目的与焦虑、孤独之间的中

介效应的Z值分别为 6.923、9.617。此外，由结果可

知，以焦虑为因变量，无聊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

比 BaBb
BC' +BaBb为0.261，直接效应与总效应之比即为0.739，

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 0.353[21]。即生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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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虑的预测效应中，73.9%是直接效应，26.1%是

通过无聊影响焦虑的间接效应。同理，经验证在生

活目的对孤独的预测效应中，61.3%是直接效应，

38.7%是通过无聊影响孤独的间接效应。此外，有

研究者提出中介效应 的统计显著性实际上是效

果量和样本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中介效应显著后

还应当报告独立于样本量的效果量大小[22]。因此，参

照效果量 的计算方式 [22]，可得

无聊在生活目的与焦虑之间的中介效果量为0.130，
即无聊与生活目的共同解释焦虑的方差变异量为

13.0%。无聊在生活目的与孤独之间的中介效果量

为0.139，即无聊与生活目的共同解释孤独的方差变

异量为13.9%。

表3 无聊在生活目的与焦虑、孤独

之间的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聊分别与焦虑、孤独呈现

中等程度显著正相关，生活目的分别与无聊、焦虑、

孤独呈现中等程度显著负相关，表明无聊、焦虑、孤

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但是生活目的与无聊、

焦虑、孤独之间存在相互抑制的关系。回归分析证

明无聊整体及各个维度、生活目的整体及各个维度

对焦虑和孤独具有显著预测效应。进一步分析与比

较发现在预测焦虑感时生活目标维度与高唤醒维度

的解释力最大，在预测孤独感时生活感受维度与低

唤醒维度的解释力最大。具体来说，焦虑更易受到

缺乏明晰的生活目标的影响，与无聊中较高唤醒程

度的心烦不安、情绪化联系紧密，孤独更易受到缺乏

新鲜感、枯燥乏味的生活感受的影响，与无聊中较低

唤醒程度的空虚、无人谈心等心理体验紧密联系。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无聊在生活目的与焦虑、孤

独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当个体缺乏明确的生

命意义时，会产生无聊与焦虑的心理感受，同时，处

于无聊情绪中的个体既渴望寻求令人兴奋的感觉刺

激，又对当前情境感知到无意义、无趣感，因此会产

生较高唤醒水平的缺乏耐心、烦躁不安等负性体验，

进而强化了焦虑情绪的程度。另一方面，当个体认

为生活枯燥乏味时，会产生无聊与孤独的心理感受，

同时，处于无聊情绪中的个体会体验到较低唤醒程

度的沟通不畅、空虚失落感，进而强化了孤独情绪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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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路径c)
2(路径a)

3(路径b)
(路径c’)

因变量

焦虑

孤独

无聊

焦虑

孤独

自变量(含中介)
生活目的

生活目的

生活目的

无聊

生活目的

无聊

生活目的

B
-0.211**
-0.183**
-0.706**
0.078**

-0.156**
0.100**

-0.112**

SE
0.014
0.013
0.047
0.010
0.015
0.009
0.014

t
-15.319
-14.018
-15.014

7.829
-10.361
10.941
-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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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发现父亲依恋对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预

测作用, 这跟许多前人的研究是一致[16，17]。Shreeber
认为，如果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是以亲密和信任为特

征的，那么孩子就会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对自己处

理成长中的各种挑战的信心增强，也会减少打破规

则出现问题行为的几率。反之，如果儿童将自己和

父亲的关系视为是负性的，就更有可能通过表现出

更多的行为问题来表达不满，也容易产生各种情绪

问题[18]。本研究并未发现儿童情绪行为问题对父亲

依恋的预测作用，可能由于跟本研究样本的年龄阶

段有关。本研究对象为小学 3年级以上儿童，对父

亲的依恋已建立起来，在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发生变

化，尤其是消极的不安全的父亲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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