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

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的关系

张耀方， 方晓义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探讨城市新婚夫妻对伴侣的求助表达是否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 方法：选取 88
对城市新婚夫妻，完成压力情境下的求助表达与伴侣支持应对问卷，以及婚姻满意度问卷。 结果：妻子求助表达显著

高于丈夫；丈夫和妻子对伴侣的支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丈夫和妻子的求助表达只能通过伴侣的支持应对正向预

测双方婚姻满意度。 结论：伴侣支持应对在求助表达与双方婚姻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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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help -seeking expression influences couples’ marital satisfaction through
partners’ support coping among Chinese urban newly-weds. Methods: 88 urban newly-wed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scales of help -seeking expression, partners’ support coping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Results：
Wives’ help-seeking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usbands’. Husbands and wives’ support coping towards
partner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Help-seeking expression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he couples’ marital satisfaction total-
ly through partners’ support coping. Conclusion: Partners’ support coping is a mediator between help-seeking expression
and couples’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urban newly-w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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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城市新婚夫妻中，闪婚、闪离和短婚

等现象屡见不鲜， 这引起了婚姻研究者们对该人群

中特有婚姻现象的探讨。 新婚夫妻面临建立新家庭

系统的各种发展性任务 [1]，而工作压力大、房价高、
居住空间有限等问题给城市新婚生 活带来更大 挑

战。面对众多压力，新婚夫妻如何相互支持应对压力

就成为维持幸福稳定婚姻的关键 [2]。 有些研究者发

现，提高新婚个体的求助表达技巧，促进伴侣间的相

互支持技能可以有效帮助他们应对压力和冲突带来

的挑战 [3]。 求助表达是指个体在压力情境下向伴侣

表达压力感受和寻求伴侣支持的尝试， 包括向伴侣

表达压力感受、 请求伴侣 帮 助 和 感 激 伴 侣的帮助

等[4]，属于压力沟通的一部分。 以往研究发现，采用

积极开放的表达方式的夫妻具有更好的婚姻稳定性

和婚姻满意度[5，6]。 伴侣的支持应对是指伴侣在接受

个体压力信号后对其开展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包括

提供情感支持和帮助问题解决等 [4]。 积极的伴侣支

持应对和婚姻功能、 关系满意度间存在显著的正相

关[4]，且夫妻间的互助行为既能正向预测受惠方的关

系满意度，也能正向预测付出方的关系满意度[7]。
以往研究 [8，9]发现，训练夫妻在压力情境下进行

积极的求助表达和相互的支持行为， 能提高夫妻婚

姻满意度，但较少研究综合考察求助表达、伴侣支持

应对和婚姻满意度三者间的定量关系。 根据双向应

对理论[4]，伴侣 A 压力信号的发出、伴侣 B 对 A 压力

信号的接受和应对、伴侣 A 关于 B 应对行为的接受

和解释是一个整体过程，应系统加以考察。 因此，本

研究将探讨这三个变量间的定量关系， 尤其是伴侣

支持应对在求助表达和婚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
为指导新婚夫妻建立有效的压力互助模式提供研究

依据。 此外，本研究还将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作为

统计方法，同时考察主体效应（个体特征对自身结果

变量的影响）和客体效应（个体特征对伴侣结果变量

的影响），以深入考察夫妻间求助表达与双方婚姻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考察以下假设：①求助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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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直接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 ②求助表达能通过伴

侣支持应对间接影响双方婚姻满意度；③求助表达、
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度在丈夫和妻子间均存在

显著相关。 所有路径系数均为正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被试为结婚 3 年内的城市新婚夫妻，均为初婚，
登记后共同居住，孩子尚未出生。本研究通过以下方

式征求被试： 一是施测者在符合研究被试条件的周

围人中征求自愿参与的被试；二是以“新婚成长营”
形式向社会公开招募。 通过“新婚成长营”参与研究

的被试先完成问卷，再参与团体活动。所有被试均能

获得根据问卷回答做出的婚姻状况评估报告。 每次

施测收集夫妻双方数据，在主试陪同下完成问卷。
共收回 112 对夫妻的问卷， 有效问卷 88 对夫

妻。 63 对夫妻居住在北京，25 对夫妻在上海、南京、
广州等国内主要城市。 丈夫平均年龄为 29.38（SD=
4.07）岁，妻子为 27.72（SD=8.09）岁。 63.64%的夫妻

结婚 1 年以内，29.55%的夫妻结婚 1-2 年，6.82%的

夫妻结婚 2-3 年。82.95%的丈夫和 77.27%的妻子具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1.2 工具

1.2.1 个体的求助表达 采用 Bodenmann 等人[4]编制

个体对伴侣的压力沟通问卷， 考察当新婚个体感受

到压力和困难时向伴侣发出的求助表达。 共 4 题，5
点计分，从“很少（1）”到“总是（5）”。求助表达得分为

所有题目得分之和， 分数越高表示新婚个体对伴侣

的求助表达越多。在本研究中，问卷的一致性系数为

0.71，其中丈夫群体的一致性系数为 0.74，妻子群体

为 0.69。
1.2.2 伴侣的支持应对 采用 Bodenmann 等人[4]编制

的伴侣支持应对问卷， 通过语义分析删除原问卷中

与其它题目语义差异较大的 4 题，获得 7 题，分别为

伴侣对个体的积极应对 （倾听、 交谈和问题分析，3
题）、消极应对（回避和应付，2 题）和代办型应对（伴

侣代替个体处理其压力任务，2 题）3 个部分。 5 点计

分，从“很少（1）”到“总是（5）”，消极应对均作反向计

分。伴侣支持应对得分为所有分量表得分之和，分数

越高表示新婚个体从伴侣处得到的 支持性应对 越

多。 采用 AMOS 结构方程模型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

素 分 析， 主 要 拟 合 系 数 为 χ2=18.480，df=11，χ2/df=
1.680，IFI =0.981，NNFI =0.962，CFI =0.980，RMSEA =
0.062。 所有题目的路径系数均在 0.30 以上，说明问

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问卷的一致性

系数为 0.81，其中丈夫群体一致性系数为 0.78，妻子

群体为 0.83。
1.2.3 婚姻满意度 采用 Spanier 等人[10]1976 年编制

的夫妻双向适应量表 （DAS） 中的婚姻满意度分量

表。 夫妻双向适应量表是我国开展婚姻适应研究时

较为常用的工具， 研究证实该量表在中国夫妻群体

中具有良好效度与信度 [6]，包括婚姻满意度、夫妻一

致性、夫妻凝聚和情感表达四个分量表，其中婚姻满

意度分量表共 10 题。 在本研究中，问卷的一致性系

数为 0.83，其中丈夫群体的一致性系数为 0.83，妻子

群体为 0.84。

2 结 果

2.1 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

度的特点

首先，计算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

婚姻满意度得分的平均数、标准差、配对样本 t 检验

值与相关系数。 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妻子的求助表达显著高于丈夫，但

相关并不显著。 丈夫和妻子在伴侣支持应对与婚姻

满意度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存在显著正相关。结果部

分支持假设 3。

表 1 新婚夫妻伴侣求助表达、伴侣支持

应对和婚姻满意度差异检验与相关系数

注： **P<0.01，***P<0.001，下同。

2.2 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

度间的偏相关

然后，计算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双方

婚姻满意度间的相关，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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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应对和婚姻满意

度间的模型检验

由表 2 结果可知，变量 1 和 4、变 量 1 和 5、变

量 1 和 6、 变量 4 和 2 以及变量 4 和 3 之间均不存

在显著相关，因此不对这些变量间的路径进行考察。
采用 AMOS 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假设进行检验，拟

合系数见表 3 模型一，其中 RMSEA>0.80，模型拟合

不佳，且变量 1 和 3 间的路径（P=0.963）与变量 4 和

6 间的路径（P=0.403）的系数均不显著。 删除这两条

路径后，对模型进行检验，拟合系数见表 3 模型二，
拟合系数均较好， 路径系数见附图。 结果不支持假

设 1，但支持假设 2，即求助表达只能通过伴侣的支

持应对正向预测双方的婚姻满意度。

表 3 两个模型的主要模型拟合系数

注： *0.01<P<0.05，***P<0.001

附图 新婚夫妻求助表达、伴侣支持

应对和双方婚姻满意度间的路径关系

3 讨 论

首先，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双向应对理论的观点，
即个体对伴侣发出的求助表达只有通过伴侣的支持

回馈才会对双方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 这说明对

城市新婚夫妻开展辅导和咨询工作时， 既要注重夫

妻求助表达能力的培养， 也要强调伴侣间相互支持

技能的训练。 只重求助表达不重支持行为， 会使求

助表达得不到回应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而只重支持

行为不重求助表达，也可能会使支持行为“无用武之

地”，或不能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 研究发现丈夫和妻子伴侣支持应对之间

存在正相关， 这说明夫妻间的支持行为符合社会交

换理论中 的互惠性（Reciprocity）原 则，这 与 以 往 夫

妻互惠性研究结果 [11]一致。 此类研究发现在夫妻互

动中， 个体对伴侣发出的积极行为会增加伴侣的积

极回应，并在伴侣间形成一个积极的行为循环[11]。 另

外， 附图显示伴侣支持应对不仅能正向预测受惠方

的婚姻满意度，也能正向预测付出方的婚姻满意度，
这与以往研究结果[7]相一致，说明夫妻互惠性行为模

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付出行为本身就具有

一种双赢效应。
最后，研究发现妻子的求助表达显著高于丈夫，

且两者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这与以往心理咨询求助

对象的性别差异研究[12]结果一致。 这类研究发现，寻

求心理咨询的男性要显著少于女性， 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男女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差异， 这是较

为稳定的特质，不易受到伴侣行为影响。在传统性别

角色中，男性通常是强壮和独立的，女性则是依赖和

需要帮助的。 所以，与女性相比，男性更难表达求助

需要。在今后研究中，可重点探讨阻碍男性向伴侣进

行求助表达的因素，及其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以帮助男性在婚姻关系中建立有益的求助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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