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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青少年易出现抑郁、焦虑等障碍 [1]。震

后抑郁的发生发展与一系列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

有关，如地震暴露程度、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 [2，3]。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也可以预测青少

年的抑郁症状。比如，感知到温暖型教养方式的青

少年在经历应激事件后抑郁症状较少，消极教养方

式易使青少年形成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4]。

发展心理学家与临床心理学家指出仅仅探讨变

量之间的相关远不足够，非常有必要关注其中的过

程，对中介机制进行考察 [5]。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归

因方式可作为父母教养方式和青少年心理病理症状

之间的中介机制 [6]，本研究团队对震后青少年心理

病理状况的前期研究中发现心理弹性也可作为父母

教养方式和青少年PTSD症状之间的中介机制[3]，母

亲过度保护和父亲自主性能显著调节负性生活事件

对青少年焦虑问题的预测作用 [7]，但是否还存在其

他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感恩逐渐

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

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他人的恩惠或帮助而使

自己获得积极体验或结果的一种心理倾向[8]。研究

表明，感恩是一种能够抑制心理病理问题的重要积

极情绪 [9]，与抑郁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10]。例如，

Wood等 [11]的追踪研究发现感恩可降低压力和抑郁

水平，Lambert等[10]则通过八个研究反复验证了感恩

与抑郁的负相关关系。感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12]，国内学者喻文德[13]提出，父母教养观的偏执是孩

子感恩意识缺失的首要根源。高亮[14]研究发现，父

母教养方式的不同因子对感恩有不同预测作用，其

中父母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对感恩具有正向预测作

用，父母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因子对感恩具有负向预

测作用。提示父母的教养观念和态度与个体感恩水

平密不可分。

目前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研究较多，但较少从

积极心理学角度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病理状况，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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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文献中尚未见探讨父母教养方式、感恩及抑

郁症状的关系。另外，基于对汶川地震后心理干预

的实践，有必要选取感恩这一积极心理变量，考虑从

父母家庭系统的影响和青少年感恩两方面来探讨震

后抑郁症状问题，验证在不同养育环境下成长的青

少年面对重大创伤时，感恩是否会作为保护因素缓

解重大创伤对青少年心理的冲击，以期为震后心理

干预和制定心理治疗方案提供参考和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次调查在 2009年 11月（即汶川地震后 18个

月）进行[15]。从都江堰地区规模最大，生源来自城镇

和农村的一所中学整群抽取高二学生施测，共回收

有效问卷 1087份。其中男生 461人（42.4%），女生

626人（57.6%）；独生子女 888人（81.7%），非独生子

女197人（18.1%）；城镇学生616人（56.7%），农村学

生 471人（43.3%）；年龄 16-18岁，平均（16.4±0.6）
岁。该调查获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妇联同意。

1.2 工具

1.2.1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epression Self-rat⁃
ing Scale for Children，DSRSC）[16] 该量表由 Birle⁃
son等人编制，中文版由苏林雁等人修订，共18个项

目，被试在每个项目上评估自己出现相应情绪的频

率，采用0（没有）~ 2（经常有）3点计分，量表总分 ≥
15分为检出抑郁。本研究中α系数为0.813。
1.2.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ing Bonding In⁃
strument，PBI）[17] 该问卷由 Parker等人编制，中文

版由刘江红等人修订，共 50个项目，父亲版和母亲

版各25个，分为关怀、冷漠、过度保护和自主性四个

因子。被试在每个项目上对父母的表现进行评估，

采用 0（非常不符合）~ 3（非常符合）4点计分，在某

一因子上得分越高表示父（母）亲表现出较多的该类

教养方式。

1.2.3 青少年感恩量表[18] 该量表由喻承甫等人编

制，共25个项目，包括感恩父母/亲人、感恩老师、感

恩朋友、感恩祖国/社会和感恩自然5个因子。量表

采用 1（完全不符合）~ 5（完全符合）5点计分，得分

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感恩水平越高。本研究感恩量表

各因子Cronbach α系数在0.852 ~ 0.901之间。

1.2.4 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问卷 一

般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地震暴露

情况包括亲人有无伤亡、房屋有无倒塌、其他财产损

失情况以及是否大量目睹地震惨状。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erson相关

分析法考察父母教养方式量表各因子、感恩与抑郁

症状的相关性。采用Lisrel8.8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2 结 果

2.1 震后18个月高中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与人口

学变量、地震暴露情况的相关

根据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的评分标

准，本研究中高中生检出抑郁症状352例，占有效样

本的32.4%。对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

地震暴露情况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性

别与抑郁的相关为0.14（P<0.001），女生的抑郁症状

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是否独生子女与抑郁相关不显

著；总地震暴露情况与抑郁的相关为0.09（P<0.01），

地震暴露程度越大，抑郁症状水平越高。具体来看，

家人伤亡程度与抑郁相关为 0.08（P<0.01），房屋倒

塌程度等与抑郁相关不显著。

附表 父母教养方式、感恩与抑郁症状的描述统计（χ±s）及相关分析（r）

1父亲关怀

2父亲冷漠

3父亲过度保护

4父亲自主性

5母亲关怀

6母亲冷漠

7母亲过度保护

8母亲自主性

9感恩

10抑郁

χ±s
11.35±4.32
5.51±3.68
5.57±3.64

10.92±4.21
12.50±3.95
4.87±3.43
6.68±3.55

10.18±4.12
104.00±17.23
11.94±5.52

1
1

-0.49**
0.12**
0.56**
0.47**

-0.23**
0.02
0.32**
0.32**

-0.38**

2

1
0.30**

-0.23**
-0.18**
0.49**
0.31**

-0.10**
-0.20**
0.32**

3

1
-0.10**
0.01
0.34**
0.60**

-0.04
-0.09**
0.17**

4

1
0.35**

-0.19**
-0.08**
0.51**
0.25**

-0.31**

5

1
-0.47**
0.02
0.57**
0.33**

-0.38**

6

1
0.41**

-0.29**
-0.22**
0.34**

7

1
-0.12**
-0.06*
0.20**

8

1
0.21**

-0.28**

9

1
-0.36**

10

1
注: *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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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父母教养方式、感恩与抑郁症状的描述统计

和相关分析

对父母教养方式、感恩与抑郁症状的描述统计

及相关分析结果见附表。相关分析显示，父母双方

的关怀、自主性因子分与抑郁得分均呈负相关（r=-
0.28~-0.38，P<0.01），与感恩得分呈正相关（r=0.21~
0.33，P<0.01）。父母双方的冷漠、过度保护因子分

与抑郁得分均呈正相关（r=0.17~0.34，P<0.01），与感

恩得分呈负相关（r=-0.06~-0.22，P<0.05）。
2.3 感恩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

根据研究假设，建立父母教养方式、感恩、抑郁

症状的中介效应模型。其中父母教养方式作为外生

潜变量，感恩和抑郁症状作为内生潜变量，各潜变量

的观测变量设置如下：父亲关怀、母亲关怀构成父母

关怀；父亲冷漠、母亲冷漠构成父母忽视；父亲过度

保护、母亲过度保护构成父母过度保护；父亲自主

性、母亲自主性构成父母自主性；感恩父母/亲人、感

恩老师、感恩朋友、感恩国家/社会、感恩自然构成感

恩。由于抑郁量表为单维结构，因此采用吴艳、温忠

麟 [19]的平衡打包法，将抑郁量表打包成 3个指标作

为观测变量构成抑郁。另外，为了控制性别和地震

暴露情况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将以上变量作为外生

变量预测抑郁症状。鉴于本研究目的，模型中未标

出性别和地震暴露情况与抑郁的关系。结构方程模

型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2/df=6.76，RMSEA=0.07，
NFI=0.92，NNFI=0.92，CFI=0.94，IFI=0.94，SRMR=
0.04，GFI=0.91。父母冷漠、自主性和感恩对抑郁症

状有直接效应，分别为44.0%、20.0%和20.0%。感恩

在父母冷漠、自主性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25.4%
和 37.0%，感恩在父母过度保护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模型见附图。

父母关怀 -0.25
0.01 -0.56** 感 恩

父母冷漠 0.44**
-0.20**

父母过度保护 0.31*
0.37* -0.08 抑 郁

父母自主性 -0.20*

附图 感恩对父母教养方式与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模型

3 讨 论

通过对汶川地震后 18个月 1087名都江堰地区

高中生的抑郁症状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中生抑郁

检出率为32.4%，与范方等所报告的震后6个月都江

堰地区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40.1%相比没有显

著差异[2]，提示震后 18个月高中生的抑郁问题仍值

得关注。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对震后高中生抑郁

症状的直接影响，结果发现，父母自主性的教养方式

是高中生抑郁症状的保护因子，父母冷漠的教养方

式是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子。这与以往父母教

养方式对心理病理问题的研究结论一致。例如，

Garber等[20]发现抑郁的儿童或成人都具有类似的家

庭教养模式：父母对子女多拒绝、多敌意、多批评、缺

乏关注和情感的温暖。本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本研

究团队前期研究的结果，自主性的教养方式不仅可

以缓冲青少年罹患PTSD的可能性[3]，也能够充当抑

郁症状的保护因子。本研究没有发现父母关怀的教

养方式对抑郁症状的直接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本研

究数据取自汶川地震后18个月，被试及其父母都经

历过严重的地震，地震对被试及其父母的心理状况

影响巨大。地震后父母抑郁症状显著加重，会影响

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处于抑郁的父母无法

给孩子营造温暖关怀的养育环境。McKee等[21]的研

究也表明父母抑郁会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教养及更少

的积极教养，且父母抑郁与消极教养的关系强于父

母抑郁与积极教养的关系[22]，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本研究结果。

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本研究探讨了感恩

对震后高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结果表明，感恩对

震后高中生抑郁症状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感恩水平

越高，高中生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现抑郁症状的

危险性越小。该研究结果再次验证了感恩这一重要

的心理资源对震后青少年的心理病理症状起直接的

缓冲抑制作用[9] 。国外研究也表明感恩水平越高，

个体在面临逆境时能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23]

和积极心态[11]，降低抑郁症状水平。结构方程分析

结果进一步发现，感恩在父母冷漠、自主性的教养方

式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父母过度

保护和抑郁症状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父母忽视越

少，过度保护、自主性越多，高中生的感恩越多，抑郁

症状水平较低。以往研究少见探讨父母过度保护和

感恩的关系，而本研究发现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下

高中生的感恩水平较高，这可能由于本研究取样对

象为汶川地震的幸存者，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高中

生会更加珍惜和感谢父母的保护和付出，我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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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高中生也更可能把父母的过度保护看作是

父母关心自己的表现。另外，汶川地震后灾区青少

年受到较多的感恩教育[24]，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本

研究结果。而父母自主性的教养方式则培养了孩子

的自立意识，利于孩子积极自我概念的形成，也给予

孩子一定空间和自主性，处于学习压力期的高中生

会更感激父母的信任，在自主性养育氛围下成长的

高中生感恩意识较强，在面临创伤情境时个体也能

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和策略[23]，从而缓冲创

伤对抑郁症状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没有发现感恩在

父母关怀的教养方式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效应，这

可能因为此次调查对象为高二学生，学校寄宿制的

管理方式使得孩子和父母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较

少。另外因为高考升学压力，父母给与孩子过多的

关怀和期望，孩子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无形的压力[25]，

所以父母关怀的教养方式在此阶段可能会被孩子理

解为一种负担，而不会感恩父母的所作所为。关于

感恩是否中介父母关怀的教养方式和抑郁的关系有

待以后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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