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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坚韧人格、 自尊与竞争态度的关系。 方法： 采用大学生坚韧人格评定量表、 自尊量表

（SES）、竞争态度量表（中国版）对 400 名在校本科生进行调查。 结果：①良性竞争态度与坚韧人格总分及韧性、挑战、

控制、投入、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过度竞争态度与坚韧人格总分及韧性、投入、自尊呈显著负相关。 ②自尊、控制、挑战

对大学生良性竞争态度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自尊、投入对大学生过度竞争态度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坚

韧人格、自尊水平与大学生竞争态度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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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hardiness and self-esteem,competition
attitude. Methods: 400 full -time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Academic Hardiness Scale, Self -esteem Scale
（SES） and Competition Attitude Scale (Chinese version). Results: ①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ttitude and hardiness, toughness, challenge, control, concentration, self -esteem,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ypercompetitive attitude and hardiness, toughness, concentration, and
self-esteem. ②Self-esteem, control and challenge were positive predictors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competitive attitude;
self-esteem and concentration were negative predicators of hypercompetitive attitude.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corre-
lation between hardiness, self-esteem and competition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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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数的增长， 大学生面临比

过去更为激烈的竞争， 而个体的竞争性或者说竞争

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个体的行为习惯及身心健康

等产生影响 [1]。 竞争态度具有过度竞争和良性竞争

两个独立的维度，Honey 认为过度竞争是指个体为

了提升自我价值而不择手段和代价去获取胜利 [2]。
良性竞争是指个体在完成目标任务时并不过分关注

结果的输赢，而是更关注于任务本身的乐趣、自我的

发展与提高以及任务本身的完成 [3]。 人格特质被认

为是影响竞争态度的重要因素[1]，Ross 和 Karega 等研

究者发现 [4]，宜人性与过度竞争存在负相关，外倾性

与良性竞争存在正相关。 坚韧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

质，与竞争态度的关系尚无实证研究，Maddi[5，6]指出

高坚韧人格者采取果断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

过度保护或者过度竞争。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总体

评价，它对个体良好个性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Ryckman 和 Hammer[7]认为 过 度 竞 争 者 其 自 尊 得 分

显著低于良性竞争者。
本文旨在探讨大学生坚韧人格、 自尊与竞争态

度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发展良性竞争态度，避

免过度竞争态度提供相应的干预指导策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完全随机的方式在长沙大学城三所大学进

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63 份，
有效率 90.75%。 其中男生 180 人（占 49.6%），女生

183 人（占 50.4%）；大一 88 人（占 24.2%），大二 100
人（占 27.5%），大 三 85 人（占 23.4%），大 四 90 人

（占 24.8%）；城镇生源 226 人（占 62.3%），农村生源

137 人（占 37.7%）；独生子女 101 人（占 27.8%），非

独生子女 262 人（占 72.2%）。
1.2 工具

1.2.1 大学生坚韧人格评定量表[8] 卢国华和梁宝勇

编制，包含 4 个维度，即韧性、投入、控制和挑战。
1.2.2 Rosenberg 自尊量表 （RSES）[9] 该量表采用

5 点评分，计算总分，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
1.2.3 竞争态度量表（中国版）[10] 陈国鹏等修订。 该

量表包括两个分量，其中良性竞争分量表有 14 个项

目，过度竞争分量表有 13 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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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大学生坚韧人格、自尊高低分组竞争态度的差

异比较

分别将坚韧人格、韧性、挑战、控制、投入及自尊

得分进行高低排序，把得分高低各占 27%的人数分

成两组，前 27%为高分组，后 27%为低分组，并对高

低分组良性竞争态度和过度竞争 态度进行 差异检

验。 结果表明， 除过度竞争态度中的挑战及控制维

度外其他各项在高低分组上差异均显著。 见表 1。

表 1 坚韧人格及各维度、自尊高低分组竞争态度的差异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大学生坚韧人格及各维度、自尊与竞争态度之间的相关

表 3 坚韧人格、自尊对不同竞争态度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2.2 大学生坚韧人格、自尊及竞争态度的相关

坚韧人格总分及各个维度与良性竞争态度呈显

著正相关（P<0.01）；坚韧人格总分及韧性、投入与过

度竞争态度呈显著负相关（P<0.05）；自尊与良性竞

争态度呈显著正相关， 与过度竞争态度呈显著负相

关（P<0.01）。 见表 2。

2.3 坚韧人格、自尊对竞争态度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良性 竞争态度和 过度竞争态 度为因变

量，以韧性、控制、挑战、投入及自尊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控制、自尊、挑战依次

进入良性竞争态度的回归方程；自尊、投入依次进入

过度竞争态度的回归方程。 见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良性竞争态度在坚韧人格各维度

及自尊高分组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 过度竞争

态度在坚韧人格、韧性、投入、自尊高分组上得分显

著低于低分组， 说明高坚韧人格及高自尊者面对竞

争时多采用良性竞争态度，较少采用过度竞争态度，
这与 Maddi 等人的[5，6]研究是一致的。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自尊水平与两种竞争态度

有不同的相关关系， 自尊与良性竞争态度呈显著正

相关，与过度竞争态度呈显著负相关，这与雷伶、肖

丽 辉 等 人 [11]的 研 究 一 致，Ryckman 和 Hammer 也 认

为过度竞争者其自尊得分显著低于 良性竞争者 [7]。
自尊水平较高的人在面对竞争时能够感受到自我提

高的愉快，通过提升自我来应对竞争，对于竞争的失

败也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且不过分计较得失； 而自尊

水平较低的人，以竞争结果作为自我价值的体现，会

不惜代价去争取胜利。 坚韧人格及各个维度与竞争

态度有不同水平的相关，总分及韧性、控制、挑战、投

入与良性竞争态度呈显著正相关，总分及韧性、投入

与过度竞争态度呈显著负相关。 坚韧人格被认为是

集认知、行为、情感为一体的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格特

质，具有该特质的个体，经常能够看到事物积极的方

面，保持一种积极投入、乐观进取、坚忍不拔的认知

和情感状态，面对艰苦或不利的情况，表现出较强的

预见和控制能力，将困难看成是一种挑战，是促使个

人成长的机会[12]。 具有高坚韧性的个体在困难面前

乐观进取，可以主动把控所经历的事件，他们将竞争

看成是一种挑战，能以积极地心态面对竞争，他们更

多的是感受竞争带来的乐趣，而不是关注竞争结果。
而低坚韧性的个体则相反， 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足够

的能力控制所参与的竞争， 将竞争看成一种压力及

挑衅，无法正视竞争失败，更易形成过度竞争态度。
回归分析显示，控制、自尊、挑战依次进入良性

竞争态度的回归方程， 说明其对良性竞争态度有正

向预测作用，表明个体认为自己对事件的控制能力、

自尊水平及能否将事件看成是对自我能力的挑战与

良性竞争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自尊、投入依次进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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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竞争态度的回归方程， 说明其对过度竞争态度有

负向预测作用，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越投入其所参与

的活动，个体的过度竞争越低。提示培养大学生坚韧

人格及提高自尊水平有利于建立良性竞争态度，避

免过度竞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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