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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心理弹性、抑郁症状和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之间的关系。 方法：震后 6 个

月，采用分层整群取样法，使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和心理弹性量表对都江堰地区 2250 名

中学生进行测查。 结果：①在控制人口学因素和地震暴露变量的影响后，心理弹性在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青

少年抑郁症状间有部分中介作用。 ②心理弹性在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起调节作用，对青少

年的抑郁症状起到保护作用。 结论：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既可以对抑郁症状产生直接影响，又可以通过削弱心

理弹性间接影响抑郁症状，另外，心理弹性削弱了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负面影响，起到保护个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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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lience,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post-earthquake neg-
ative life events in adolescent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actual processes that accounted for the protective effects. Methods:
After 6 month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by means of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2250 students (mean age=14.63)
from Grades 7-10 in Dujiangyan district were administered with the 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ASLEC),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DSRSC) and Resilience Scale (RS), as well as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earth-
quake exposure factors. Mediating effect was analyz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resilience. Results: ①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earth-
quake exposure factors, post-earthquake negative life events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adolescents’ depression symptoms
(△R2=0.176, P<0.001). ②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post-earthquake negative events on adolescents’ de-
pression symptoms. The value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was 0.01 (P<0.001), and occupied 21.52% of the total effects. ③Re-
silience also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of post-earthquake negative events with adolescent depression symptoms (P< 0.05).
The results suggested resilience may protect adolescents from depression in direct and indirect way. Conclusion: The re-
sults underline the action mechanisms of the resilience in preserving adolecents from depression. And this confirms previ-
ous findings that the post-earthquake negative events could lead to depression and resilience dis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d strengthen the resilience of the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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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发现，重大灾难后（如地震、海啸、恐怖

袭击等），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会显著上升 [1-3]，灾

难是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重要影响因子。 近期研究表

明，灾后的次级应激源，如学习压力过大、人际关系

紧张等负性生活事件同样也是青少年抑郁症状的预

测因子 [4]。 但是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

抑郁症状的影响机制尚不明确。

研究发现，抑郁的发生发展与一系列的生理、心

理和社会因素有关 [4，5]，其中包括心理弹性。 心理弹

性是指个体经历了逆境或者创伤后 调动个人资 源

(保护性因素)[6]，保持或很快恢复正常的心理机能 [7]，
是“自我调适机制”的成功应对[8]。 抑郁、焦虑和 PTSD
可以认为是调用个体资源自我调适失败 的结果 [9]。
研究发现， 心理弹性对抑郁或 PTSD 有显著负向预

测 作 用 [10，11]，Campbell-sill，Cohan 和 Stein[12]也 发 现，
高心理弹性个体较少出现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高

心理弹性个体拥有更丰富的个人资源 （如感受到更

多的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更高等），可以更好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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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外界环境，获得良好的发展[13]。
负性生活事件可以改变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

Rutter[14]认为在过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或压力下，心理

弹性易发生敏化效应（心理弹性水平降低）；而可控

范围内的负性生活事件和压力可以提升心理弹性，
产生钢化效应。 这可能是因为过多的应激事件使个

体的“自我调节机制”不堪重负，自我调适失败，产生

适应不良， 即抑郁。 而可控范围内的负性生活事件

为个体提供了成功应对挫折的经验， 增强了应对挫

折的能力，产生了适应性结果。 因此，震后继发的负

性生活事件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来影

响其抑郁水平。
心理弹性也可能在灾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

抑郁症状间起调节作用。具体来说，高心理弹性会削

弱负性生活事件的负面影响。 心理弹性的过程实际

上是个体调用自身的保护性因素和（环境中的）危险

性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保护性因素既可以是

个体外部的因素(如家庭或社区的支持)，也可以是

个体本身的一些特点(如自我效能、气质、社会技能

等)[6]。 高心理弹性个体在面对灾难时能调用个体的

保护性因素快速“反弹”，而低心理弹性个体容易被

灾难打垮， 产生抑郁情绪。 一项对遭遇性虐待和身

体虐待儿童的为期 30 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心理弹性

高的个体虽然经历了虐待，但是并没有出现焦虑、抑

郁等精神疾病[15]。 马伟娜和徐琴美[16]发现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 自我效能和某些个性特征可以缓解负性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上述研究表明，
心理弹性会缓解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抑郁的影响，
保护个体健康发展。

汶川地震后， 灾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人们

的广泛关注， 而抑郁是灾后青少年精神障碍中常见

的疾病之一，本研究探讨青少年心理弹性、灾后负性

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的关系及心理弹性在青少年

抑郁症状产生过程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获得学生所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以及学生自己

的知情同意后， 于 2008 年 11 月整群抽取都江堰中

学和塔子坝中学 7-10 年级 49 个教学班，排除地震

时不在都江堰地区和有严重精神病史的学生， 登记

被试 2250 人。完成本研究全部调查问卷 1925 份，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85.56％。 有 效 被 试 年 龄 11-18 岁

（14.6±1.3）；女生 1040 人（54.03%）；独生子女 1633
人（84.83%）；来自农村 456 人（23.69%）。

1.2 工具

1.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ASLEC） 该 量 表 由 刘 贤 臣 和

刘连启 [17]编制，由 27 个项目组成。 要求被试依据最

近 6 个月的情况作答，若事情发生过，则依据当时的

心理感受分 5 级评定，1 为没有影响，5 为极重影响，
总分越高表示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越大。
本次数据采集时间是汶川地震后 6 个半月， 同时我

们要求被试依据最近 6 个月的情况填写生活事件量

表，因此，可以将青少年生活事件的测查做为对震后

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的测量。
1.2.2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epression Self-rat-
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 苏 林 雁 等 [18]修 订，
包括 18 个条目， 按 0-2 三级评分，0 表示没有这种

感觉，2 表示经常出现这种感觉，量表总分≥15 为检

出抑郁。
1.2.3 心理弹性量表 （Resilience Scale，RS） Wag-
nild 和 Young 编制，中文版由范方[19]修订。
1.2.4 自编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 包

括性别（0=男，1=女）、年龄、家庭住址（0=城镇，1=农

村）、是否独生子女（0=是，1=否）、父母的受教育程

度 （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学及大学

以上）及地震暴露情况。其中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包

含四方面，分别是：①震时有无亲人伤亡，1.00=“有

人 死 亡 ”，2.00=“有 人 失 踪 ”，3.00=“有 人 受 重 伤 ”，
4.00=“有人受轻伤”，5.00=“无人员伤亡”；②房屋有

无倒塌，1.00=“完全倒塌”，2.00=“严重房危”，3.00=
“中度损坏”，4.00=“轻度损坏”，5.00=“无 损坏”；③
其他财产有 无损坏，1.00=“全部 损失”，2.00=“大部

分损失”，3.00=“一部分损失”，4.00=“小部分损失”，
5.00=“无损失”； ④是否大 量目睹地震 惨状，1.00=
“大量目 睹”，2.00=“偶尔目睹”，3.00=“大量听说”，
4.00=“偶尔听说”，5.00=“完全没有”。
1.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0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震后 6 个月都江堰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

依据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的评分标

准[18]，本研究中都江堰地区青少年检出抑郁症状 470
人，占有效样本的 24.42%。
2.2 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被试在抑郁指数、 负性生活事件和心理弹性上

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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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 震后 6 个月青少年抑郁指数与

各类变量的相关分别是：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
家庭居住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相

关为 0.056~0.150，与地震暴露变量（震时有无亲人

伤亡、房屋有无倒塌、其他财产有无损坏及是否大量

目睹地震惨 状）的相关为-0.058~-0.090，与震后继

发的负性生活事件的相关为 0.471，与心理弹性的相

关为-0.489， 以上相关关系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P＜
0.05）。 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地震暴露变量的基础

上， 检验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抑郁症

状的独立预测作用。 结果显示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

事件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β=0.442，△R2=
0.180，P＜0.001）。
2.4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由表 2 可以看出， 心理弹性对震后继发的负性

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 且为部

分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a*b）为 0.10，相对中介效应

（(a*b)/c）为 20.69%。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心理弹性在负性生活事件预测抑郁指数中的中介效应

表 3 抑郁症状对负性生活事件、心理

弹性及其交互作用项的回归分析

2.5 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利用层次回归将人口学变量和地震暴露变量引

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地震暴

露变量后，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及二

者交互作用项均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结果

表明， 在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

响中，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达到了统计学显著水平。
见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

年抑郁症状的影响及心理弹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结果表明， 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是青少年抑郁

症状的危险因子， 心理弹性在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

事件和抑郁症状间发挥重要作用， 其中既有中介作

用又有调节作用。
本次数据采集时间是汶川地震后 6 个半月，同

时我们要求被试依据最近 6 个月的情况填写青少年

生活事件量表，因此，可以将青少年生活事件的测查

做为对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的测量。 以往研究

表明，个体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患抑郁的可能

性越大，负性生活事件是抑郁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
本研究在控制了人口学因素和地震暴露变量后，证

实了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

用。本研究结果与 Richard 等[20]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震后的负性生活事件

对创伤后修复有阻碍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地震暴

露变量后， 心理弹性在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

抑郁症状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震后继发的负性生

活事件除了可以直接预测抑郁症状外， 也可以通过

降低心理弹性水平来影响抑郁。 其中间接的预测作

用占总效应的 21.52%。 这与范方 [19]的研究结果 一

致， 认为青少年心理弹性在压力事件和抑郁间起中

介作用。
另外本研究还发现， 灾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

对本研究被试产生了敏化效应， 即降低了被试的心

理弹性水平。 这与 Bonanno 等[21]对 9.11 灾难后纽约

人口心理弹性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研究发现 9.11 后

个体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 其心理弹性水平越

低。由于心理弹性水平降低，个体不能成功调用自身

的各种资源（自我效能感、自尊、社会支持等），应对

负性生活事件失败，出现抑郁、焦虑或 PTSD 症状。
本研究发现， 心理弹性在震后负性生活事件对

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心理弹性缓解

了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负性影响， 即负性生

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在高心理弹性的个体中要

比低心理弹性的个体小得多。 面临一定的负性生活

事件，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小，
而低心理弹性个体由于抵抗逆境的能力比较小，更

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这与 Wingo 等[10]人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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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 他对儿童时期经历虐待和其他类型创伤

的成人的纵向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既可以直接影响抑

郁，也可以调节儿童虐待和创伤对抑郁的预测作用。
蔡颖等[22]人也发现心理弹性在中学生升学考试压力

和压力困扰之间起调节作用。
Kumpfer[23]的心理弹性框架理论认为各种保护

性因素和环境中危险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即为心理弹

性过程。当青少年遭遇逆境时，个体调动内部与外部

的保护性因素抵抗压力源， 如个体有意或无意改变

其对环境中压力事件的认知， 并对环境进行有选择

的觉知， 降低了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的负面影响。
张佳佳等[24]通过研究发现心理弹性高的大学生在面

对更多复杂情境时比心理弹性较低的人更能积极认

知和有效应对。
因此，发展心理弹性，一方面可以提升青少年对

负性生活事件的应对和处理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通

过挖掘和施予保护性因素来缓解负性生活事件的破

坏性影响， 如改变青少年对于负性生活事件的选择

性觉知和认知， 使青少年更加积极的应对压力性生

活事件，多层面、多角度、多渠道地解决面临的负性

生活事件或者虽然身处逆境但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

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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