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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倾性是指个体积极地应对社交和现实世界的

情绪特质[1]，涉及社交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精力的水

平、积极的情感以及刺激的寻求 [2]。外倾性个体通

常表现出：在聚会中向陌生人主动介绍自己，在组织

项目中起领导作用，与他人意见不同时保持冷静等

行为 [3]。以往研究发现，外倾性人格与生活满意度

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并且可以预测生活满意度[4-6]。

外倾性人格为什么能够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

呢？自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自尊是个体

对自身价值、尊严和重要性的整体感知 [7]。来自对

不同群体（青少年，大学生，成人等）的研究与跨文化

样本的研究都发现，外倾性和自尊存在一定程度的

正相关[8]。另外一方面，由于自尊涉及个体对自己的

能力、价值、重要性和成功的信念[9]，而个体对自我的

信念影响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在生活中所追

求的目标、对生活事件和相关伙伴的态度以及应对

和适应新环境的方式[10]，从而影响生活满意度。以

往研究发现，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中等相

关 [11]。另有研究表明，自尊还可以中介人格特质对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12]，而外倾性是人格特质的一个

方面。而且，Joshanloo和Afshari研究发现，自尊在

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的作用。

综合起来，本研究做出假设1：中学生外倾性人格通

过自尊的中介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积极应对可能是外倾性人格影响生活满意度的

另外一个中介变量。积极应对是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的应对方式，致力于积极解决压力或与压力相关的

负面情绪[13]，已有研究表明，具有不同人格特质的人

倾向采取积极应对或消极应对的方式[14]，其中外倾

性个体在生活中更多的采用积极应对的方式[15]。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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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方面，积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密切

的关系[15]，这是因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己独

特的标准对自身的生活状况所做的评价和判断[16]，

而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

支持和帮助，有利于问题的解决，缓解压力，体验更

高的生活满意度。综合这两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做

出假设 2：中学生外倾性人格通过积极应对的中介

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此外，自尊水平的高低显著影响应对方式的选

择：高自尊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问题解决与求

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低自尊水平的个体更倾向

于采取自责、幻想和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17]。刘

伯兴发现应对方式在自尊与学校生活满意度之间起

中介作用[18]。综合以往研究可知，外倾性和自尊关

系密切，自尊又与应对方式显著相关，应对方式对生

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做出假设 3：
自尊和应对方式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即外倾性人格通过自尊的中

介、自尊又通过积极应对的中介影响生活满意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北京市八所中学共 2760名中学生作为被

试，共回收有效问卷2357份。其中，初一456人，初

二 461人，高一 822人，高二 518人；男生 1021人，女

生1336人。

1.2 工具

1.2.1 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根据Huebner等人的

《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翻译并修订而成的《儿

童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对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

进行测量 [19]，共 25题，包含家庭满意度、朋友满意

度、学校满意度、居住环境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五个

维度。采用 4点计分，从“很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分别记作 1~4分。本次测量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0.807-0.879，整体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18。
1.2.2 小五人格量表-外倾性分量表 以邹泓等人

编制的青少年小五人格问卷为基础[20]，选取其中的

外倾性分量表作为评估工具。外倾性分量表包括8
个项目，采用 Likert5点计分，从“一点也不像你”到

“非常像你”分别记作 1~5分。本次测量中，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0.798。
1.2.3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 自尊量表（SES）
进行翻译并修订[7]，包括10个项目，采用Likert4点计

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作 1~4
分。总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本次测量中，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0.864。
1.2.4 应对方式量表-积极应对分量表 以陈树林

等人根据Folkman和Lazarus的“应付方式检查表”编

制的《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为基础 [21，22]，采用其中

的积极应对分量表，包括19个项目，其维度中的“问

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合理化解释”三

个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96、0.762 和

0.731。
1.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主试均为心理学在读研

究生。所得数据采用SPSS 22.0 、MPLUS7进行处理

和分析。

2 结 果

2.1 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

对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和生活满意度进行描

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从变量

间的相关情况，可以看出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和

生活满意度两两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外倾性、自尊和积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同

时也说明了自尊对积极应对的作用以及积极应对对

个体生活满意度的意义。

表1 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和

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分析（n=2357）

注：***P<0.001，下同。

2.2 自尊和积极应对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

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采用MPLUS对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和生活

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假设模型

为基础，将外倾性作为预测变量，生活满意度作为结

果变量，以自尊和积极应对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分

析，得到的全模型拟合指标为χ2=110.820，df=6，RM⁃
SEA=0.086，CFI=0.979，TLI=0.947，SRMR=0.027。
从模型提供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出，该模型较好

地拟合了数据。

从附图可看出，所有路径系数均显著（P<0.001），

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即可判断从外倾性到生活满意

度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

变量

1．外倾性

2．自尊

3．积极应对

4．生活满意度

M±SD
4.64±1.00
3.09±0.49
3.02±0.47
3.21±0.44

1
-

0.38***
0.38***
0.45***

2

-
0.42***
0.61***

3

-
0.4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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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 1000次，计算 95%的置

信区间。从外倾性到生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效应的

置信区间为[0.02，0.04]，该区间不包括 0，再次表明

该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各中介路径的效应值和中介

效果量如表2所示。从外倾性到生活满意度的直接

效应是0.214；总间接效应即总中介效应值为三条中

介路径的中介效应之和 [23]，即 0.236；总效应为直接

效应与总中介效应之和，即0.450。效果量为各中介

效应值除以总效应，三条中介路径的效果量分别是

36.89%、9.33%、6.22%。

附图 外倾性人格预测生活满意度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表2 外倾性作用于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3 讨 论

3.1 自尊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外倾性人格与自尊、积

极的应对方式和生活满意度都显著正相关。这与已

有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外倾性高的个体会

报告更高的自尊水平，采用更积极的方式应对生活

事件，具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24]。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外倾性不仅可以直接

影响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自尊的部分

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这证实了本研究的

假设 1，与 Joshanloo和Afshari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的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外倾性的中学生拥有

更高的自尊，对成功持有积极肯定的信念，这种信念

又会促进中学生情绪和身体功能的正常运转，降低

面对压力时的抑郁情绪[25]，提高中学生对生活满意

程度的主观评价。

3.2 应对方式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外倾性通过积极应

对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了生活满意度，这证实了本

研究的假设 2。外倾性中学生通常是采取一些措

施，诸如寻求社交支持，承担责任、有计划的问题解

决、积极评估等[26]，来移除或避免压力，或是在压力

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其影响[22]。而在压力情

境中，积极的应对可以加速问题的解决，寻求社会支

持可以促进有效的适应，在压力不可避免的情况下，

外倾性个体能够进行情绪管理，诸如接受合理化解

释等，为个体提供事件的认知意义[27]，进行认知调整

以适应压力情境，减少情绪失调，有利于提高个体的

生活满意度。

3.3 自尊与积极应对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中学生的外倾性通过自

尊、自尊又通过积极应对的部分中介而影响了生活

满意度，这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3，即自尊与积极应

对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外

倾性的个体自我价值感更高，拥有较高的自尊[8]，自

尊能够正向预测诸如寻求帮助、问题解决的积极的

应对策略 [25, 28]，自尊水平越高的个体越相信自己有

能力达成目标，会持有更大希望和毅力[29]，增加持续

的投入 [6]，在面对挫折时采取积极应对的策略解决

问题。而积极的应对有利于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良好

适应[25]，促使个体对自身状况做出更为积极的评价，

体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当然，在外倾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的变量不仅仅局限于自尊和积极应对，情绪、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30]和情绪智力[31]等也是潜在的中介因

素，而且这些中介变量彼此之间以及与自尊和积极

应对之间可能还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些中介因素与

效应

直接效应

中介效应

总中介效应

总效应

路径关系

外倾性→生活满意度

外倾性→自尊→生活满意度

外倾性→积极应对→生活满意度

外倾性→自尊→积极应对→生活满意度

效应值

0.214
0.166
0.042
0.028
0.236
0.450

效果量

47.56%
36.89%
9.33%
6.22%

52.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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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积极应对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于将来研究的

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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