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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人早期的过渡阶

段，面临着人生的诸多变化和挑战，是抑郁的高发人

群；相关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状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检

出率在 22.20%-37.00%之间[1-3]，已成为大学生群体

中最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抑郁的临床症状包括心

境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行动意愿下降，并伴随着睡眠

障碍和食欲下降等相关症状 [4]，会严重影响个体的

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诸如遗传、人格特质、社会和

家庭环境因素以及个体的人际交往和认知等因素，

都会影响到抑郁的产生和发展 [5]。在这些因素中，

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受到许多研究者的

关注[6，7]。然而，并不是所有个体在负性生活事件发生

时都会出现抑郁症状 [8]，有研究者引入精神病理学

领域的素质-压力模型来解释抑郁产生和发展的影

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这一理论也解释了有关负性

生活事件和抑郁关系研究结果的不一致现象。该理

论认为，抑郁是在压力因素和素质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发生的，应激或压力事件会激活个体的易感性素

质，从而导致抑郁；和抑郁相关的认知或心理素质因

素主要有归因方式、人格、自我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

等[5，8，9]。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的重要中介因素
[10，11]，研究也证实了应对方式在压力对抑郁影响中

的中介作用，压力会诱发个体的消极应对方式，进而

导致抑郁[12，13]。

除此之外，性别也是影响抑郁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 [14，15]。已有研究也证实，同一种预测变量与抑郁

的关系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16，17]。因此，有必要

分别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和应对

方式对抑郁的影响，即考察性别对这三者关系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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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egative life events, coping and de⁃
pres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iathesis-stress model. Methods: A sample of 5765 colleg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Scale of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Responses Inventory (CRI) and Beck Depression In⁃
ventory(BDI-Ⅱ). Results: ①Among negative life events, negative coping and depression, each variable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other two variables; Positive coping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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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ing. Conclusion: Negative events could affect depression through coping’s mediation effect and gender’s moder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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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作用。对该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认识抑郁影响

机制的性别模式，而且对于建立有性别针对性的抑

郁干预方案也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武汉市八所部属高校

大一到大四的学生共5996名，剔除人口学变量信息

（年龄、性别和出生地等）缺失以及无效问卷后，有效

问卷为 5765份,有效回收率为 95.23%。其中，男生

3036人(52.7%)，女生 2729人 (47.3%)；年龄范围在

16~25岁之间(M=19.85; SD=0.58)。
1.2 工具

1.2.1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问卷 在访谈的基础上，

参照以前的研究[18，19]，编制了《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

问卷》，问卷项目涵盖了大学生可能遇到的各个领域

中的生活事件，如失恋、学业成绩不理想等。该问卷

共8个项目，采用0、1计分，各个项目得分相加为问

卷总分。

1.2.2 应对技能量表 采用Moos编制的应对技能问

卷[20]，该问卷共有 48个项目，可分为 2个维度：积极

行动应对和消极回避应对。积极行动应对维度包括

4个分量表：逻辑分析、积极评估、寻求指引和支持

以及问题解决；而消极回避应对维度也包括 4个分

量表：认知回避、接受或放弃、寻求代偿和发泄情

绪。本量表采用 0-3四点计分，在每个维度上的得

分越高表明个体越倾向于使用此种应对方式。在本

研究中，该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90（积极行动应对）和0.84（消极回避应对）。

1.2.3 贝克抑郁量表-Ⅱ(BDI-Ⅱ) 贝克抑郁量表-

Ⅱ共有 21个项目，每个项目描述了一种抑郁症状。

量表采用0-3四点计分，总分范围为0~63，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的抑郁症状越严重[21]。在本研究中，该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0。
1.3 施测程序

本研究问卷在网上施测。所有被试使用统一分

配的账号密码登陆网上问卷系统，在网上填写问

卷。为了确保问卷质量，对问卷完成的时间进行了

限制，凡是作答时间短于8分钟和多于20分钟的问

卷均列为无效问卷。

1.4 数据处理

网上搜集的数据统一导入 SPSS18.0 中，在

SPSS18.0中进行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均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相关

注：*P<0.05，**P<0.01，下同。

2.2 积极行动应对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本

研究采用Edwards和 Lambert所提出的总效应调节

模型(Total effect moderation model)的方法[22]，将调节

效应和中介效应纳入到同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分

析。本研究采用 Edwards和 Lambert所提出的分析

程序，该方法同时考虑了调节变量对“自变量-中介

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和“自变量-因变量”三

条路径可能存在的影响，能更完整地分析中介效应

和调节效应。

首先，以积极行动应对为中介变量，性别为调节

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2、表 3。在男生和女生群

体中，积极行动应对在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

影响中均起中介作用，且中介作用的效应值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0.018，P<0.01）。为了更清晰地描

述性别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进行了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随着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多，男生与女生的

积极行动应对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女生的下降

趋势更明显。具体表现为：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较

少时，女生比男生的积极应对更多，而当负性生活事

件达到 6件，男生反而会有更多的积极应对（注：在

本次调查中，女生经历1到8件生活事件的人数和比

例分别为922/33.8%，548/20.1%，253/9.3%，96/3.5%，

49/1.7%，27/0.99%，13/0.47%；在男生群体中分别为

1013/33.4%，684/22.5%，313/10.3%，120/3.95%，74/
2.436%，37/1.22%，19/0.63%）。整体模型如图1所示。

负性生活事件

积极行动应对

消极回避应对

抑郁症状

1
1.00

-0.09**
0.11**
0.24**

2

1.00
0.52**

-0.21**

3

1.00
0.13**

4

1.00

表2 参数估计

调节变量

性别

aX5

-0.02***
aZ5

0.11***
aXZ5

-0.02***
R2

0.02***
bX20

0.06***
bM20

-0.14***
bZ20

0.05***
bXZ20

-0.01**
bMZ20

0.004
R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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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简单效应分析

性别 积极行动应对

负性生活事件 抑郁

图1 负性生活事件、积极行动应对、性别与抑郁的关系模型

2.3 消极回避应对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同样的方法，以消极回避应对为中介变量，

以性别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4、表 5。分

析表明，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消极回避应对在负性

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均起中介作用。对于

男生来说，负性生活事件对消极回避应对的预测作

用，以及消极回避应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均显著

（0.018，P<0.01；0.044，P<0.01）；但女生群体中并不

存在这种结果。因此，消极回避应对的中介效应也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0.016，P<0.01；-0.028，P<
0.05）。为了更清晰的描述性别的调节作用，进行简

单效应分析。随着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多，男生与女

生消极回避应对的上升趋势具有明显差异，男生的

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而女生的上升趋势并不明显。

这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男生消极应对的影响更大。

具体表现为：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在7件以下时，男

生的消极回避应对比女生更少，而当负性生活事件

达到 7件时，男生的消极回避应对超过女生。整体

模型如图2所示。

调节变量

性别 男

女

差异

阶段

第一阶段

-0.023**
-0.041**
-0.018**

第二阶段

-0.143**
-0.139**
0.004

效应

直接效应

0.060**
0.049**

-0.011

间接效应

0.003**
0.006**
0.002**

总效应

0.064**
0.055**

-0.009

表4 参数估计

调节变量

性别

aX5

0.02***
aZ5

0.11***
aXZ5

-0.02***
R2

0.02***
bX20

0.06***
bM20

-0.04***
bZ20

0.03***
bXZ20

-0.01*
bMZ20

-0.03**
R2

0.06***

表5 简单效应分析

消极回避应对

性别

负性生活事件 抑郁

图2 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回避应对、性别与抑郁的关系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

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且性别对这一中介起调节作

用。应对方式在生活事件对抑郁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已得到研究者的证实[10，18，23，24]，即个体经历的负性生

活事件越多，采用的消极应对越多，积极应对越少，

出现抑郁的可能性越大 [24]。这一结果也吻合了素

质-压力模型的基本观点，即抑郁是在压力因素和

素质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压力会诱发易感性的

素质因素，从而导致抑郁；负性生活事件会激活负性

的自我认知,引发消极的应对行为,这会增大压力的

负面影响（如消极情绪的增多以及感知到的社会支

持减少），进而增加抑郁的风险 [12，24]；但如果能够采

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则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减轻压力

感和消极情绪，从而降低抑郁的风险[11，12，24]。

本研究也证实了性别的调节作用。随着经历的

负性生活事件的增多，男生与女生的积极行动应对

均呈现下降趋势，消极回避应对均呈上升趋势，这与

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5]。但之前的研究并没有指出这

种趋势和负性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面对负性生活

事件时，男生的积极行动应对和消极回避应对都比

女生少，但当负性生活事件达到6件，男生反而会有

更多的积极应对；而当负性生活事件达到7件时，男

生的消极回避应对也超过女生，即随着负性生活事

件的增多，男生会较女生动用更多的应对方式，包括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同时，随着消极回避应对的

增多，男生比女生的抑郁程度更高，这可能是由于性

别刻板印象的原因，男生对自己的消极应对表现出

强烈的不满和自责，进而提高抑郁水平[26，27]。

本研究启示我们，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干预应

从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方面入手，不仅要优化大

学生的生活环境，尽量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频

率；更重要的是高校应利用多种渠道在大学生中广

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工作，提高大学生

应对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改善大学生的心理素

质。同时，还要根据男女生的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

的举措，从根本上减少和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

抑郁症状。

调节变量

性别 男

女

差异

阶段

第一阶段

0.018**
0.002

-0.016**

第二阶段

0.044**
0.016

-0.028*

效应

直接效应

0.062**
0.055**

-0.007

间接效应

0.001**
0.0003**

-0.001

总效应

0.063**
0.055**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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