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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完美主义在父母控制与其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父母控制问卷、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和青少年自评量表对 567 名初中青少年进行测查。 结果：①初三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水平

显著高于初一、初二青少年；②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父母行为控

制与青少年积极完美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其内外化问题行为相关均不显著；③青少年积极完

美主义与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呈显著正相关；④青少年消极完美

主义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其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父母心理控制既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问

题行为，也可以通过青少年的消极完美主义间接影响其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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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adolescent perfectionism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Methods: Parental Control Questionnaire, The 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
tionism Scale and Youth Self-Report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567 junior middle school adolescents. Results: ①Adoles-
cents of grade 9 had more problem behavior than adolescents of grade 7 and 8. ②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was posi-
tively correlated to adolescent negative perfectionism and problem behavior. Parental behavioral control wa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to adolescent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ectionism, but was not correlated to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③Adolescent positive perfectionis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and adolescent
negative perfectionis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 ④Adolescent negative
perfectionism had partially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Conclusion: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has direct effect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and has
indirect effect on problem behavior through adolescent negative perfe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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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控制（parental control）对 青少年的影 响一

直是青少年发展领域的研究者着力探讨的重要问题

之一。 大多数有关父母控制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父母

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和行为控制（behav-
ioral control）对青少年的影响[1]。 其中，父母心理控制

是指父母试图通过控制青少年的情绪情感、 思想和

亲子关系来控制其行为， 而父母行为控制是指父母

通过监督、 限制和建立家规等方式来控制青少年的

行为[1]。 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对青少

年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 较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

与青少年高水平的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都

相关，如抑郁和攻击[1，2]，而低水平的父母行为控制能

够预测青少年较高水平的外化问题行为， 如反社会

行为、药物滥用和违纪行为[2，3]。
尽管众多研究考察了父母控制对青少年内外化

问题行为的影响，但对两者之间关系机制的探讨较为

少见。社会期望模型认为，父母对孩子的高期望是孩

子完美主义产生的根源 [4]。 父母控制可能让孩子感

觉到成功对于取悦父母的重要性， 而失败可能是父

母很难接受的，这容易使孩子习得完美主义倾向 [5]。
社会反 应 模 型 则 认为，孩子的完美主义是对严酷环

境条件或者逆境的社会反应[4]。 持续的父母控制（如

收回关爱）会使孩子感到缺乏关爱与温暖，孩子对此

的应对机制可能是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完美 [4]。 根据

社会期 望 模 型 和 社会反应模型，父母控制与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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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这一人格特质的形成和发 展有密切的 联

系。这一观点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如 McArdle 分别

考察父母心理控制、 行为控制与青少年完美主义的

关系， 结果发现父母心理控制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

的消极完美主义倾向[6]。 此外，许多研究发现个体的

完美主义与抑郁、焦虑、躯体障碍、饮食障碍、自杀意

念等多种心理健康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7-9]。 由上述

研究可以推测， 父母控制可能通过影响青少年的完

美主义进而影响其问题行为。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初

中青少年为被试， 在考察父母控制与青少年问题行

为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察青少年完美主义

在父母控制与其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济南市一所普通中学

选取 598 名初中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发放问卷 598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56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82%。
其中，初一青少年 155 人(男生 76 人，女 生 79 人 )，
初二青少年 188 人(男生 86 人，女生 102 人 )，初三

青少年 224 人(男生 111 人，女生 113 人)。 被试的平

均年龄分别为 12.78 岁、13.78 岁和 14.81 岁。
1.2 工具

1.2.1 父母控制问卷 采用 Wang 等人编制的父母

控制问卷中文版测量父母控制的频度 [10]。 问卷共包

括 34 个题目，分为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个维

度。 其中，父母心理控制 18 个题目，包括引发内疚、
收回关爱和坚持权威三个方面；父母行为控制 16 个

题目，包括主动询问和行为约束两个方面。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从来没有”，2 表示“很少”，3 表示

“有时”，4 表示“经常”，5 表示“很经常”，分数越高表

示父母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0.95， 父母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6、0.92。
1.2.2 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 采用訾非

和周旭修订的中文 Frost 多维度完美主义问卷(The
Chinese Frost Multidimensional Perfectionism Scale，
CFMPS)测量青少年的完美主义倾向[11]。 问卷共包括

27 个题目，分为条理性、个人标准、行动疑虑、父母

期望和担心错误五个维度。 其中， 条理性属于积极

完美主义，个人标准、行动疑虑、父母期望和担心错

误属于消极完美主义。 量表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

“不符合”，2 表示“有点不符合”，3 表示“不确定”，4
表示“有点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

个体的完美主义倾向越强。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为 0.91， 积极完美主义与消极完美主

义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3、0.91。
1.2.3 青少年自评量表 采用 Achenbach 编制的青

少年自评量表（Youth Self-Report，YSR）测量青少年

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12，13]。 量表分为内化问题行为和

外化问题行为两个维度。其中，内化问题行为包括焦

虑/抑郁、退缩和体诉三个方面，外化问题行为包括

攻击和违纪两个方面。 量表采用 3 点计分，0 表示

“不符合”，1 表示“有点符合”，2 表示“非常符合”，分

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越多。本研究中，量表

整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9， 内化问题行为与外

化问题行为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2、0.89。
1.3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 SPSS17.0 和 Amos16.0 进行录入

及相关处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基本特点

以青少年的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 分别以其内

化 问题行 为 和 外 化 问 题 行 为 作 为 因 变 量， 进 行 2
（男、女）×3(初一、初二、初三)的方差分析，考察青少

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 结

果（见表 1）显示，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年级主

效应均显著 （F (2，561)=8.89，P<0.001；F (2，561)=7.08，P<
0.01）。 事后比较发现，初三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

为水平显著高于初一、初二青少年，初一、初二青少

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另外，青

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的性别主效应不显著（F(1，561)=
1.09，P>0.05；F(1，561)=2.34，P>0.05），性 别 与 年 级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 （F (2，561)=0.39，P>0.05；F (2，561)=0.30，P>
0.05）。

表 1 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2.2 父母控制、完美主义及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父母控制与青少年完美主义、 内外化问题行

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2）表明，父母心理控制

与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 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呈显著

正相关（Ps<0.01）；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积极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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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消极完美主义均呈显著正相关（Ps<0.01），但

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相关均不显著（Ps>0.05）。
青少年积极完美主义与外化问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P<0.01），但与内化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P>0.05）；
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均呈显著正

相关（Ps<0.01）。

2.3 青少年完美主义的中介作用

鉴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积极完美主义相关

不显著， 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

相关均不显著， 本研究只考察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

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其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

用。
以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 青少年消极完美主

义为中介变量，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
构建如附图所示的结构方程模型 （由于青少年的内

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年级差异， 因此对年级加以控

制）， 以极大似然估计考察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情况。
结果发现， 模型拟合良好，χ2=264.60，df=59，χ2/df=
4.48，RMSEA =0.07，NFI =0.93，CFI =0.95，IFI =0.95，
TLI=0.93。 具体而言，父母心理控制不仅正向预测青

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Ps<0.05），而且通过青少年

消极完美主义间接地影响其内外化问题行为 （Ps<
0.001）。 这表明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在父母心理控

制与其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均起 到部分中介 的作

用 ， 中 介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6.52%和

42.03%。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初三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行为水

平均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青少年， 这可能是由于初

三青少年即将面临中考，来自学校、家庭和自身的压

力使得他们较为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或

借攻击、违纪等问题行为来释放压力。
本研究在对父母控制、 青少年的完美主义和问

题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

程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结果发现，父母的

心理控制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影响青少年

的内外化问题行为。一方面，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

可以直接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发生， 这与已有研

究较为一致[1，2]。 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水平的父母心理

控制可能会降低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感 [14]，抑制青少

年的自主性 [15]，使他们在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问

题时，更可能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或借攻击和违纪

行为来发泄消极情绪。另一方面，父母的心理控制可

表 2 父母控制、青少年完美主义及问题行为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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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附图 青少年消极完美主义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其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模型

焦虑/抑郁 退 缩 体 诉

0.94*** 0.80*** 0.64***

e1 0.09* 内化问题行为 e2

引发内疚 0.96*** 0.39*** 0.65*** 个人标准 0.13***

收回关爱 0.84*** 父母心理控制 0.30*** 消极完美主义 0.69*** 行动疑虑 0.83*** 年 级

坚持权威 0.78*** 0.12** 0.62*** 父母期望 0.13**

0.29*** 0.80*** 担心错误

外化问题行为 e3

0.91*** 0.76***
攻击 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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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青少年的消极完美主义间接影响其内外化问

题行为， 即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可以诱发青少年

形成高水平的消极完美主义倾向， 而青少年较高水

平的消极完美主义倾向又进一步引发高水平的内化

和外化问题行为。 这可能是因为表现出较高水平心

理控制的父母通常根据青少年是否达到父母的行为

或学业标准来给予他们支持， 当青少年未达到父母

的标准时，父母会批评青少年并引发其内疚感。在父

母这种心理控制的影响下， 青少年会认同父母的高

标准，并逐渐将这一外在标准内化为自己的高标准，
形成高水平的消极完美主义倾向。 而表现出高水平

消极完美主义倾向的青少年更可能采取死板僵化的

方式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标准， 并且过分看重错误或

担心自己犯错误。 当自己的行为或者学业表现不能

达到自己设定的高标准时， 他们容易产生消极的自

我评价，进而表现出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或者

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行为[16]。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发现，低水平的

父母行为控制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较高水平的外化

问题行为 [2，3]，然而本研究却发现，父母行 为控制与

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相关不显著。 这可能与中西

方文化背景下青少年对父母行为控制的不同看法有

关。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更可能对父母的行

为控制持否定态度， 而我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更

可能把父母行为控制看作是父母关心自己的表现。
但是， 父母行为控制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是否会因青少年对父母行为控制的看法不同而不同

这一问题有待于未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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