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生父母冲突与抑郁：自尊的中介作用

陈武， 周宗奎， 王明忠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 目的：探讨自尊在父母冲突与高中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PIC）、抑郁

体验问卷（DEQ）、Rosenberg 自尊量表测量 481 名高中生。 结果：①父母冲突与自尊、自尊与抑郁显著负相关，父母冲

突与抑郁显著正相关；②自尊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父母冲突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

可以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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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Depressive Experience Question鄄
naire, and Rosenberg’s Self-Esteem Scale were administered to 481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①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self-esteem, as well as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pression,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was positive; ②Self-esteem ha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 Interparental conflict could not only predict
depression directly, but also play a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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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作为一种负性情绪已成为 21 世纪影响青

少年身心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1]。 青少年抑郁在 13
至 15 岁期间急剧增加， 约在 17 至 18 岁达到高峰
[2]，罗 伏 生 等 [3]的 研 究 发 现 青 少 年 抑 郁 的 发 病 率 为

27.44%，且高中阶段的发病率最高。 受到人类发展

生态学模型和发展情境论的影响， 家庭环境对个体

发展和社会适应的影响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4]。 家

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冲突等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

社会适应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 [5]，青少 年抑郁等情

绪适应问题常常由其所在家庭系统的不协调所致[6]。
父母冲突是指父母之间由于意见不一致或其它

原因而产生的言语或身体的攻击与争执 [7]。 父母冲

突作为家庭环境变量之一， 与青少年抑郁等适应问

题的关系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8，9]。 父母冲突越

多的孩子， 更容易焦虑和抑郁[10，11]。 杨阿丽等人[9]研

究发现父母和孩子有关的冲突越强烈， 孩子学习问

题越多且抑郁水平越高， 父母的身体冲突可显著预

测抑郁。 近年来，在抑郁 易 感 性-应 激 模 型 的 影 响

下， 研究者开始关注易感素质在父母冲突与青少年

抑郁等适应问题之间的作用 [12-14]。 学者们针对抑郁

的易感素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易感模

型， 在认知易感理论上发展起来的抑郁自尊理论认

为低自尊是抑郁最重要的易感素质之一[15，16]。Sowislo
和 Orth[17]对 77 个纵向研究(主题为自尊与抑郁)的元

分析发现自尊对抑郁的预测作用(β=-0.16)显著强于

抑郁对自尊的预测作用(β=-0.08)，周亚男等 [18]的研

究发现自尊在大学生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之间起

到中介作用，支持抑郁易感模型。自尊作为个体自我

系统的核心成分之一， 它的发展状况不仅与个体的

心理健康直接相联系， 而且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

人格变量，对个体的认知、动机、情感和社会行为均

有广泛的影响[19]。 高中生正值人生发展的青春期，个

体生理上的成人感和心理上的不成熟让他们感到极

其矛盾，自尊心很强，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情绪

情感的波动性大， 这些波动对其学习和身心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 [20，21]。 暴露于父母冲突中的青少年容易

对冲突事件进行消极评估和自我归因， 认为父母冲

突的原因在于自己， 从而产生自责， 有更低的自尊
[8，10，22]。 父母冲突越多的孩子，自尊水平越低[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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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抑郁的 易感性应激 模型以及抑 郁自尊理

论，暴露于父母冲突中的孩子，其父母冲突作为一种

应激(stress)，容易使孩子有更低的自尊，而低自尊作

为一 种易感素质 (diathesis)，更容易导 致孩子 抑 郁，
即自尊可能作为一种中介因素，对抑郁发生作用。本

研究以高中生为对象， 旨在检验自尊在父母冲突与

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 选取武汉市某中学高中生进行

测量。 发放问卷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81 份，回收

率 96.2%。 其中，高一学生 241 名（男 130，女 111），
高二学生 240 名（男 144，女 96）。
1.2 工具

1.2.1 父母冲突儿童知觉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CPIC） 原 始 问 卷 由

Grych 等人[23]编制，共 49 题。 包括冲突频率、冲突内

容、威胁知觉、应对效能感、自责等 9 个因子。 根据

以往研究[22]，本研究选取父母冲突特征分量表，即冲

突频率、冲突解决和冲突强度，作为父母冲突的测量

指标。 冲突频率和冲突强度分为表示冲突的频繁程

度和剧烈程度， 冲突解决指父母是否可以合理化解

分歧和矛盾。共 19 题，采用 4 点计分。实测时冲突频

率、冲突解决和冲突强度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分

别为 0.66、0.76、0.80。
1.2.2 抑郁体验问卷（Depressive Experience Ques鄄
tionnaire，DEQ） 抑郁 体 验 问 卷 (DEQ)[25]由 Blatt 及

其 同 事 编 制，Welkowitz，Lish 和 Bond 做 了 修 订，共

43 个项目，包括人际依赖、自我批评和有效性三个

维度，采用 7 点计分。 本研究选择前两个维度：人际

依赖，自我批评。实测时人际依赖和自我批评分量表

的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79 和 0.82。
1.2.3 自尊量表（SES） Rosenberg 编 制，该 量 表 [26]

由 10 个条目组成，分数按 4 级评分，分值越高，自

尊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86。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 对所得 数据进行相 关分析，用

Ｌisrel 8.70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

2 结 果

2.1 父母冲突、自尊与抑郁的相关

如附表所示， 自尊与抑郁、 父母冲突显著负相

关；抑郁和父母冲突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的两个

维度以及父母冲突的前两个维度（冲突频率，冲突解

决）显著负相关，自尊与父母冲突强度显著负相关。
除人际依赖与冲突解决相关不显著外， 抑郁与父母

冲突的其它维度均显著正相关。

0.37 冲突频率 自 尊 0.00

1.00

0.80 自 尊

-0.16

父母冲突 -0.47 人际依赖 0.55

0.70

0.52 冲突解决 0.17 0.67

0.85 抑 郁 0.95

0.28 冲突强度 自我批评 0.11

附图 自尊在父母冲突与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M

2.2 自尊的中介效应模型建构

以自尊为中介变量，父母冲突为自变量，抑郁为

因变量， 建立自尊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

应模型 M（如附图）。 利用 Lisrel 8.70 对模型进行拟

合， 得到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2/df=2.68、NFI=0.98、
NNFI=0.97、CFI=0.99、IFI=0.99、GFI=0.99、RMSEA=
0.059， 说 明 此 模 型 拟 合 良 好 。 根 据 MacKinnon，
Warsi，Dwyer[27]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公式，中介作用

占全部作用的 30.7%。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冲突与自尊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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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抑郁显著正相关，自尊与抑郁显著负相关。说明父

母冲突水平越高的孩子， 自尊水平越低， 抑郁越严

重，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9，22]。 基于各变量间的相

关，符合中介变量的检验条件，构建以自尊为中介变

量，父母冲突为自变量，抑郁为因变量的中介模型，
结果表明自尊在父母冲突与抑郁之间起到部分中介

作用。说明父母冲突不但可以直接影响抑郁，还可以

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抑郁。
家庭是个体发展及社会化的首要场所。 本研究

以具体的家庭变量（父母冲突）为自变量，结果支持

周亚男等人[18，28]的研究。 在家庭系统中，父母冲突是

一种消极事件，一种应激。长期暴露于父母冲突的孩

子从父母冲突中感受到强烈的威胁， 产生情绪不安

全感，自尊降低，更易于抑郁和适应不良 [22]。 另外他

们对其父母之间的冲突不能有效应对， 认为自己无

力干涉，缺乏自我价值[22]，这可能会使孩子在这种无

力应对与自责的恶性循环中， 自我效能逐渐降低。
自我效能再通过影响自尊进而影响青少年抑郁，这

在陈洁等人[29]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本研究提示，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高中生，教育工

作者及家长要特别关注个体自尊的培养， 尤其是有

冲突的父母要减少冲突。 对于暴露于父母冲突环境

的孩子，教师及心理辅导员要多与孩子沟通，可以干

预其自尊来减少学业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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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幸福感水平等 [6]。 对本研究来说，受自主动机

驱使的“蚁族”个体，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高，
从而主观幸福感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而受受控动机

驱动的个体，其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主观

幸福感水平受到损害。因此，对在一线城市为梦想和

未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 相对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并

不直接影响幸福感， 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取决于他们

自身的动机和态度。 比如，有研究发现，“蚁族”群体

的生活压力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较低的幸福感水平，
“希望”这种特质可以显著缓解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

消极影响[20]。 因此，拥有自主、积极、乐观的心态，对

促进“蚁族”群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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