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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查父母-子女人格相似性对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数据库中 2009 年的横断数据，对其中 4474 名 11 岁到 22 岁的在校学生数据进行分析。 父

母和子女人格均为自评，教养行为采用父母自评，抑郁由青少年自评。 结果：父亲-子女在神经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

父亲各项教养行为的交互作用均显著；母亲-子女在外向性维度上的相似性与母亲说理的交互作用显著，母亲-子女

在神经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母亲各项教养行为的交互作用均显著，母亲-子女在精神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母亲监控

交互作用显著。 结论：父母-子女人格相似性对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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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arent-offspring similarity in personality on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Methods: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4474 adolescents aged
11-22 of the National Survey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China (2009) was used. Parents and children reported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Parenting behaviors were reported by parents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s were reported by adolescents.
Results: For neurotic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ther-offspring similarity and three types of parenting behavior was sig-
nificant respectively; while, for extravers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offspring similarity and inductive reasoning
was significant; for neurotic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offspring similarity and three types of parenting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 respectively; for psychoticis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her-offspring similarity and monitoring was sig-
nificant. Conclusion: Parent-offspring similarity in personality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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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少年中， 抑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到

18 岁时，有四分之一的人经历过临床显著的抑郁症

状 [1，2]。 抑郁破坏了青少年的认知和社会功能，对青

少年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与抑郁相关的因素

中人格和父母教养行为是重要的因素。 很多研究探

讨了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期的情绪稳定性和外倾性与抑郁

负相关 [3-6]。 同样地，对于父母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

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非常充分：父母鼓励性、回应性

的行为和监控行为的组合促进了孩 子低水平的 焦

虑、抑郁；使用控制而温暖的教养行为的父母的孩子

比使用控制但不温暖的教养行为的父母的孩子，报

告更少的抑郁症状； 严厉-消极 的 教 养 行 为与孩子

的抑郁症状有强的正相关， 而支持-积极教养行为

与孩子的抑郁症状负相关[7-9]。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人格和教养行

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简单的、 直接

的效应，如果将青少年置于更广阔的家庭背景之下，
我们将对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有更好

的理解。 正如 Cathy 所言， 孩子在家庭的背景下发

展，在这种背景下必定受到重要他人的特质的影响，
尤其是他们的父母的特质[10]。 在这个环境中，个体的

特质激发他人的反应[11，12]，这些反应又对个体的发展

产生影响。 在这种激发-反馈-影响的模式中，青少

年与父母人格的相似性， 对于教养行为在青少年抑

郁 上 的 影 响 方 式 和 程 度 起 着 重 要 的 调 节 作 用 。
Thomas 和 Chess 提 出 的“goodness-of-fit” [13]概 念 立

足这一观点，关注子女与家庭环境之间“相似”或“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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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程度[14]。
父母、子女的人格特质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客观

存在、不可回避的现实环境。 父母-子女人格相似性

成为教养行为和孩子结果之间的调节器。 由于人格

相似性的不同， 同样的教养行为可能会对青少年产

生不同的结果。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在教养

行为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上父母-子女人格相

似性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青少年心

理健康数据库中 2009 年的横断数据，样本覆盖范围

包括福建、甘肃、湖北、浙江、辽宁、河南和新疆等省，

包括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共 4474 名，年

龄从 10.2 岁到 21.8 岁，平均年龄为 15.6 岁，其中男

生 2187 名，女生 2287 名。

1.2 工具

1.2.1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
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简版 本

次调查使用了 CES-D 简版 [15，16]，包括 13 题，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4。 父母和子女均就各自的抑郁状况

回答了本量表， 子女作答的 Cronbach α 为 0.84，父

母作答的 Cronbach α 为 0.84-0.86。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少儿版 采用陈仲庚修订的

艾森克人格问卷少儿版 [17]，适用于 16 岁以下少儿。
该量表包括神经质、外向性、精神质和测谎四个分量

表，共计 74 个项目。
1.2.3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ysenck Per-
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
nese，EPQ-RSC） [18] EPQ-RSC 适 合 于 16 岁 以 上

（含 16 岁）的中国成人，共 48 个项目。
1.2.4 父母教养行为问卷 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

项 目（Iowa Youth and Families Project）中 的 教 养 问

卷对家长的教养行为进行测量 [19]。 主要对三种教养

行为进行评估：监控（monitoring）、说理(inductive rea-
soning)和严厉(harshness)。 监控指父母对子女日常活

动的了解程度。说理指父母是否尊重孩子的意见，在

教育子女时是否采用说理的方式。 严厉指父母采用

打骂、斥责等教养行为的程度。家长自评的三个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79、0.81 和 0.63。
1.2.5 家庭收入 全 家 一 个 月 的 总 收 入 由 父 母 报

告， 包括 13 个等级， 即 “1＝1 千元以下”，“2＝1-2
千”，“3＝2-3 千” …… “10＝9 千-1 万”，“11＝1-1.5
万”，“12＝1.5-2 万”，“13＝2 万以上”。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6.0 处理数据。 采用回归分析探讨父

母-子女人格相似性对教养行为和青少年抑郁关系

的调节作用。首先将父亲、母亲和子女的人格分数标

准化， 然后分别取父亲与子女人格分数的差值和母

亲与子女人格分数的差值。 将父母-子女人格差值

与各项教养行为的交互变量放入回归方程中进行回

归分析。

回归方程以青少年抑郁为因变量， 第一层放入

子女性别、子女年龄、全家一个月的总收入和父母的

抑郁；第二层放入教养行为（每个回归只放一种教养

行为，如：监控）。第三层放入父母与子女三个人格维

度的差值。 第四层放入父母与子女人格差值与教养

行为的交互变量。

2 结 果

2.1 青少年抑郁、父母抑郁和教养行为的相关

如表 1 所示， 青少年抑郁和父母的抑郁显著相

关，且与父母的监控和说理显著负相关，与父母的严

厉显著正相关。

表 1 青少年抑郁、父母抑郁和教养行为的相关检验

注：*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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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父母-子女人格相似性在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

郁之间的调节作用

由表 2 可见， 父亲-子女在神经质维度上的相

似性与父亲各项教养行为的交互作用均显著。

由表 3 可见， 母亲-子女在外向性维度上的相

似性与母亲说理交互作用显著， 母亲-子女在神经

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母亲各项教养行 为的交互作

用均显著， 母亲-子女在精神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

母亲监控交互作用显著。

表 2 父亲-子女人格相似性与教养行为

交互作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回归分析

表 3 母亲-子女人格相似性与教养行为

交互作用对青少年抑郁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一些研究者对人格的相似性提出了 各自的观

点。 Carlson 等人从家庭系统的视角提出：家庭成员

间感知到的人格相似性创造了他们发展所需要的稳

定性和社会支持 [20]；Cathy 等人认为：关系双方的相

似性是关系质量的重要方面，如果重要他人（如父

母），有着与孩子相同的特质，将更容易与孩子保持

一种支持性的关系[10]。 的确，与父母的良好关系对于

成长中的青少年尤为重要，它能够缓冲青少年期遇

到的大量的压力和困难，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

一个很大的保护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相对于外向性维度和精神

质维度，父母-子女在神经质维度上的相似性与教养

行为的交互作用更为显著， 无论是对于父亲还是母

亲而言， 该维度的相似性对各项教养行为与青少年

抑郁之间的关系均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这可能是

由于神经质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由于神经质所测量

的基本因子包括：自卑、不快乐、紧张、焦虑、内疚、低

自尊和情感依赖等一系列负面的情绪， 而这些特定

的情绪与抑郁有着较高的相关， 这或许可以解释在

教养行为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上，父母-子女在神经

质维度上的相似性具有更显著的调节作用的原因。

本研究的结果耐人寻味而又具有现实意义，它

使我们认识到在对青少年的教养上， 如果不考虑施

教者与受教者之间人格相似性对于教养行为的调节

作用，不考虑教养环境的影响，那么教养行为对于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很可能会被不恰当地估计，教

养行为也难以以最好的方式来发挥其功用， 甚至会

适得其反，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因

此， 如果通过家庭教育知识讲座或心理学知识的普

及， 使父母与子女双方认识到彼此人格的相似和差

异，扬长避短、因材施教，就可以使教养行为达到更

好的效果，从而更好地保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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