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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在儿童心理虐待与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 1605
名中小学生采用儿童心理虐待量表、 中小学生心理虐待自评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以及长处和困难量表进行测

量。 结果：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儿童心理虐待对情绪行为问题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且以直接效应为主。

结论：儿童心理虐待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还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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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social support as medi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Methods: Through cluster-stratified sampling, 1602 students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s were assessed by Chil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Scale (CPMS), School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buse
Self-Report Scale(SPASR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and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Re-
sults: The testing of mediating effects showed that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had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n e-
motion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with the direct effect as the main effect. Conclusi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abuse
has direct effects on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but also has indirect impacts through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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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与忽视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1]。
其中，心理虐待是儿童虐待的核心部分，无论是来自

父母或是教师，都严重影响儿童认知、情感、心理、社

会性等方面的发展，且这种不利影响广泛而深远 [2-

4]。然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健康资源，在

生活应激事件与心理健康之间将起到缓解或缓冲的

作用[5-7]。 本文旨在研究社会支持在儿童心理虐待与

心理健康之间如何起中介作用， 为积极干预心理虐

待及其不良影响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湖南省湘 潭市和湘乡 县采取方便 抽样的方

法， 抽取 1605 名中小学生，获得有效问卷 1555 份。
男生 851 人， 女生 704 人； 小学 505 人， 平均年龄

10.25±1.03 岁； 初中 571 人， 平均年龄 13.09±1.09
岁；高中 479 人，平均年龄 16.20±1.13 岁。
1.2 工具

1.2.1 儿童心理虐待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Mal-
treatment Scale） 邓 云 龙、潘 辰 等 编 制，包 含 23 个

条目，分为 5 个维度(恐吓、忽视、贬损、干涉、纵容)[8]。
该量表主要测量父母对儿童的心理虐待行为。
1.2.2 中小学生心理虐待自评量表（School Children
Psychological Abuse Self Report Scale，SPASRS） 向

秀英编制，主要评定教师对学生的心理虐待行为 [9]。
包括贬损、控制、剥夺、歧视、忽视 5 个维度，共 40 个

项目。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 姜乾金修订 [10]，分

别测定个体领悟到的来自家庭、 朋友和其他人的支

持程度。
1.2.4 长处和困难量表中文版(Strengths and Diffi-
culties Questionnaire，SDQ)[11] 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

心理虐待对身心的负面影响，故只采用了 SDQ 的困

难部分。

2 结 果

2.1 儿童心理虐待与 SDQ 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2.1.1 父母虐待与 SDQ 的相关分析 对儿童心理

虐待量表 5 个维度与 SDQ 的 4 个因子进行相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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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显示，除了 SDQ 同伴关系问题与父母贬损、

父母干涉相关无统计学意义外， 其他各因子都呈不

同程度的正相关。 见表 1。
2.1.2 教师虐待与 SDQ 的相关分析 对儿童心理

虐待量表 5 个维度与 SDQ 的 4 个因子进行相关分

析，结果显示，除了 SDQ 同伴关系问题与教师虐待

总分、 教师剥夺、 教师贬损和教师歧视相关不显著

外，其他各因子都呈不同程度的正相关。 见表 2。

表 1 父母虐待与 SDQ 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教师虐待与 SDQ 的相关分析

2.2 社会支持在心理虐待和情绪行为问题之间的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以下步骤检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第一

步，以 SDQ 困难总分为因变量，以儿童心理虐待量

表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c (即自变

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总效应)；第二步，以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总分为因变量， 以儿童心理虐待量表总分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系数 a (即自变量对中介

变量的效应)；第三步，以 SDQ 困难总分为因变量，

以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系数 b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第四步, 以

SDQ 困 难 总 分 为 因 变 量 , 以 儿 童 心 理 虐 待 量 表 总

分、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系数 c’(即加入中介变量之后自变量对因变量

直接影响的效应)。 结果表明，以上每一步回归系数

都显著， 且加入中介变量之后，SDQ 困难总分的归

效应下降但仍显著，说明社会支持起部分中介作用。

同样步骤表明社会支持在教师对儿童心理虐待

和 SDQ 困难总分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父母和教师对儿童心理虐待各因

子分及总分与 SDQ 量表除同伴关系外的各因子分

及总分均呈正相关， 表明各种形式和来源的儿童心

理施虐均可造成儿童内化性和外 化性心理 健康问

题，且心理施虐严重程度、发生频度越高，儿童的心

理问题也越严重，这与许多研究结果一致[4，12，13]。
领悟社会支持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持而言是一种

不同的心理结构。在应激事件中，领悟社会支持起着

图式的作用，对行为和事件的意义做出解释[14]。 大量

研究报告，在儿童虐待和其虐待风险之间，受害者感

知的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水平起中介作用， 在这些研

究中社会支持被界定为一个减少儿童身体虐待不利

影响的缓冲因素[15，16]。 本研究 独 立 的 中 介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 社会支持在父母和教师对儿童心理虐待

与其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

支持作为个体对自身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评价或认

知，是以其与周围人关系状况为基础的。当个体遭受

来自父母或教师的心理施虐后， 往往会导致个体降

低对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评价或认知水平； 另一方

面， 个体对社会支持的认知对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

具负向预测力， 儿童感知可利用的社会支持水平越

高, 其情绪行为问题越少。 无论施虐者是父母还是

教师， 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儿童的情绪行为

问题产生影响的模式是一致的， 即父母和教师对儿

童心理虐待行为越多, 往往儿童感知的社会支持水

平越低，从而导致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更多。本研究

结果证明，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因子，缓解了负性

生活事件带来的紧张和压力， 对心理健康起到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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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证”， 即使和男性听到了同样的行为信息，较男

性会更多的做出“正义的”这样的特质推论。
男女在特质推论的数量和反应时上表现出了差

异， 但男女在行为推论的数量与反应时上均无显著

差异，而且女性对特质词的再认率显著高于男性，这

可能与男女精加工的阈限高低有关。 Meyers 的研究

表明，两性在进行精加工的阈限是有差异的：女性对

信息进行精加工的阈限要比男性低， 所以性别差异

往往出现在信息线索高于女性的阈限而低于男性的

阈限时， 而当信息线索过高 (男女都可以进行精加

工)或过低(男女都不能进行精加工)时是不会出现性

别差异的[14]。 特质推论是从具体的行为信息出发推

论特质词， 而行为推论是从特质词出发推论具体的

行为信息，行为信息一般是多于 7 个字的句子，而特

质词一般是“正义的”这样具有高概括性的三字词，
由于女性对信息进行精加工的阈限比男性低， 三字

词可能是低于男性的阈限，但高于女性的阈限，所以

女性在特质推论上比男性好。 而多于 7 个字的句子

可能均高于男性和女性的精加工阈限， 所以男女在

行为推论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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