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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主义是一种价值观念，反映了人们重视物

质占有，将其置于生活的中心，并认为物质拥有是成

功和幸福的最大来源 [1]。诚然，物质主义的盛行在

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2]。尤其是在中国正试图摆脱

以投资为基础的增长模式，转为以消费为驱动的增

长模式时，物质主义价值观似乎正合时宜。但不可

否认的是，一系列的前人研究表明不良影响始终伴

随着物质主义。在个体层面而言，物质主义和自尊、

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呈显著负相关[1，3，4]，上述

结论在中学生群体中同样得到了验证 [5]。另一方

面，物质主义与中学生的强迫性购买 [6，7]、学业问题
[8]、吸烟与酗酒 [8]呈显著正相关。在社会层面而言，

物质主义导致了社会责任感的淡漠，例如环保意识

弱、慈善捐款和公益行为少 [3]。作为中国未来的主

人翁，中学生的价值观既关乎其健康成长，也影响着

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因而了解其影响因素及作用

机制对于降低青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具有一定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家庭是青少年重要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家庭发

生的各种意外事件都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这

些意外事件就成为不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家庭应

激源，例如父母离婚与再婚、家庭经济崩塌、家庭住

址搬迁等。已有研究发现，家庭应激源和青少年物

质主义价值观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经历了较

多家庭应激事件的中学生，其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

较高[9]。例如，父母离异或分居的中学生，其物质主

义价值观水平要高于生活于完整家庭中的中学生，

并且家庭破裂和物质主义三个维度——快乐、成功

和中心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0]；父母间的频繁冲

突也会促使中学生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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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应激源和物质主义之间

确实存在着显著正相关，但鲜有研究进一步挖掘二

者间的内在机制。可能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亲子

依恋水平的改变。家庭环境的变化之所以给中学生

带来很大压力，是因为它影响了父母对孩子的照料

和支持，也就是说，弱化了中学生和父母的情感依恋
[12]。国内学者研究发现，父母的婚姻质量和子女的

亲子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较差的父母婚姻质量会

导致亲子依恋质量的下降[13]；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

守儿童的亲子依恋质量较低[14]。这些都提示，家庭

应激源对亲子依恋有一定的负向影响。

依恋最初指婴幼儿与母亲之间强烈的情感联系
[15]，随着研究的发展，依恋不仅仅限于婴幼儿，而是

贯穿个体生命全程。与婴幼儿依恋研究不同的是，

青少年依恋研究关注于依恋的质量而非依恋的类

别。依恋能为个体提供安全与慰藉[15]，而父母对子

女的冷淡和忽视会导致他们心理上的紧张、压抑和

不安[16]，因而依恋质量的下降会导致个体的不安全

感上升，进而导致个体对外部目标例如金钱、社会地

位、声望等的看重[17，18]，即低质量的依恋会导致高水

平的物质主义价值观。Arndt以及同事 [19]认为高质

量的依恋能够给个体提供保护，因而使得个体较少

投入到防御性行为之中。相反，当个体和家庭之间

缺乏强有力的依恋关系且面临外部威胁时，个体更

可能看重商品的品牌，通过寻求和品牌的连结——

一种物质主义的手段——以获得安全感[20]。也有个

体对自己的占有物赋予心理意义，以代替和家庭、朋

友之间的依恋。

综上所述，本研究旨在在中学生群体中探讨家

庭应激源、亲子依恋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并着

重探讨亲子依恋在家庭应激源与物质主义价值观之

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某中学高一、高二学生作

为被试，共发放问卷1407份，全部回收，删除填答不

全、有明显虚假作答倾向的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

卷 1344份，有效回收率为 95.52%。其中，高一 703
人（52.31%），高二 632人（47.02%），9人未填写年级

信息；男生 660人（49.11％），女生 684人（50.89％）；

年龄范围在15~18岁，平均年龄16.41岁（SD=0.72）。
1.2 研究工具

1.2.1 物质主义价值观 采用Opree等人编制的青

少年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c）
[21]，包括中心、快乐、成功三个维度，中心是指将物质

追求视为生活的重点和主要目标，快乐则认为财物

的获取可以带来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成功是指以

物质的占有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成功的重要标准。

量表总共 18题，采用 4点记分，1表示“不，一点也

不”，4表示“是，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物质主

义倾向越强。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88，中心、快乐、成功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分别是0.79、0.77和0.84。
1.2.2 家庭应激源 选取自Rindfleisch等人的家庭

压力量表（family stressors scale）[10]，主要用于考察家

庭成员、家庭环境相关的应激源所带来的影响。原

量表共有10个题目，将与家庭关联较弱的两个题目

舍弃后，本次测量共使用8个题目，采用5点记分，1
表示“非常积极”，5表示“非常消极”。分数越高，表

明受到的消极影响越大。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0.70。
1.2.3 亲子依恋 采用金灿灿等人修订的青少年

对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中的父母分问卷[22]。该问卷主要用来评

价青少年对自己与父母间关系的感知。父母分问卷

各1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问卷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

维度。将信任和沟通维度的分数相加再减去疏离维

度的分数即可得到青少年亲子依恋的分数，分数越

高，表示青少年感知到与父母的关系越亲密。在本

研究中，信任、沟通和疏离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0.86、0.87和0.78。
1.3 数据处理

采用统一的指导语，由具有经验的心理学专业

人员集体施测，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问卷，并给被试

分发小礼品。将有效数据录入计算机，采用 SPSS
22. 0进行统计处理。

2 结 果

2.1 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特点

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各维度的平均分和

标准差如表1所示。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总分及

其各维度的得分均在2.5以下（得分范围为1~4分），

表示总体上中学生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较低。其

中，成功维度得分最低，快乐维度得分最高。

以性别和年级作为自变量，物质主义及其各维

度作为因变量进行2（性别）×2（年级）的多元方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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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发现在物质主义及其各维度上，性别和年级

的交互作用不显著；性别（F(4，1332) =13.05，P<
0.001）主效应显著，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年级

主效应不显著，高一和高二得分没有显著差异。

表1 中学生物质主义的描述统计结果（M±SD）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中学生的家庭应激源、亲子依恋

与物质主义之间的相关（n=1344）

表3 家庭应激源、亲子依恋对物质主义的回归分析

表4 亲子依恋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2.2 家庭应激源、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2），家庭应激源与物

质主义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亲子依恋与物质主义呈

显著负相关。

为进一步探究家庭应激源、亲子依恋与物质主

义的关系，以家庭应激源和亲子依恋为预测变量，以

物质主义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见表 3），家庭应激源对物质主义存在显著正

向预测，亲子依恋对物质主义有显著负向预测。

为考察亲子关系在家庭压力和物质主义之间的

中介作用，按照中介效应检验标准程序[23]，使用层次

回归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家庭应激源对物

质主义的预测作用显著；家庭应激源对亲子依恋的

预测作用显著；亲子依恋对物质主义的预测作用显

著，亲子依恋的中介效应显著。加入亲子依恋后，家

庭应激源对物质主义的回归系数（β=0.09）仍然显

著，因此属于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例为13.30%。经由Bootstrap 5000次抽样估算，其在

95%水平的置信区间为[0.003，0.024]（P<0.05），不包

含 0，即 ab显著不等于 0，家庭应激源到物质主义的

间接效应显著。这表明亲子依恋部分中介了家庭应

激源和物质主义的关系。

3 讨 论

3.1 中学生物质主义的现状

从总体来看，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快乐维

度得分最高，中心维度得分居中，成功维度得分最

低，这一研究结果和前人结果一致[24]。中学生正处

于人生的开始阶段，一方面生活较为简单，另一方面

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由于其生活简单，华衣美食

已经足以为其带来幸福感；由于其寄寓未来，和成年

人相比更为理想，对于成功的定义较少考虑经济层

面。

不论是在物质主义或是各维度上，男生的得分

都显著高于女生，这似乎与我们头脑中一直以来的

印象相违背。提到“拜金主义”，我们头脑中首先浮

现的应该是一个摩登少女的形象，不过，这可能仅仅

是一种错觉，一些前人研究也显示男生的物质主义

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5]，或者在总分以及成功、快乐两

个维度高于女生[26]。这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男性在

社会上的主导地位，使得男性青少年对权力、物质的

渴望更为强烈。同时，传统思想中，男性还背负着养

家糊口的重任，这都使得男性青少年更在乎成功及

物质上的富足。

3.2 亲子依恋在家庭应激源与物质主义之间的中

介作用

以往的研究表明，家庭应激源能够直接正向影

响物质主义 [27，10]。本研究取得了跟前人一致的结

果，即家庭应激源对物质主义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也

就是说家庭应激事件对中学生造成的消极影响越

大，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越高。

从中介效应模型中可以看出，家庭应激源通过

亲子依恋对物质主义发挥作用。也就是说，经历更

多家庭应激性事件的中学生与父母依恋质量较差，

从而导致其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的提升。有关物质

总体

男生

女生

F
高一

高二

F

中心

2.05±0.56
2.14±0.56
1.97±0.55
30.24***
2.06±0.60
2.05±0.52

0.14

快乐

2.37±0.59
2.43±0.60
2.32±0.58
11.46**
2.38±0.62
2.37±0.56

0.07

成功

1.66±0.48
1.75±0.48
1.58±0.46
41.46***
1.65±0.49
1.67±0.46

0.49

物质主义

2.03±0.44
2.10±0.44
1.96±0.43
38.85***
2.03±0.47
2.03±0.41

0.43

家庭应激源

亲子依恋

物质主义

M±SD
3.62±0.46
3.99±1.77
2.03±0.44

家庭应激源

-
-0.07*
0.10**

亲子依恋

-
-0.19**

预测变量

家庭应激源

亲子关系

R2

0.01
0.04

F
14.47***
52.29***

B
0.10

-0.05

β
0.10

-0.19

t
3.80***

-7.23***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变量

性别

年龄

父亲职业

母亲职业

月零花钱

家庭应激源

亲子依恋

F
R2

△R2

亲子依恋

第一步

0.08**
-0.03
-0.01
-0.05
-0.02

2.66*
<0.01
<0.01

第二步

0.08**
-0.03
-0.01
-0.05
-0.02
-0.07*

3.27**
0.01

<0.01

物质主义

第一步

-0.14***
0.04

-0.01
0.01
0.14***

12.02***
0.04
0.04

第二步

-0.14***
0.03

-0.01
0.01
0.13***
0.10***

12.54***
0.05
0.01

第三步

-0.13***
0.03

-0.01
0.00
0.13***
0.09***

-0.19***
17.86***
0.0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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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成因认为，不安全感是导致物质主义的重要

来源之一。当个体的心理需求如安全、胜任、关系、

自主等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心理痛

苦，这时物质主义往往会成为一种补偿策略，通过提

升物质主义来减少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痛苦。亲子依

恋作为个体安全感与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无疑

对物质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而亲子依恋质量

的降低，势必会导致中学生物质主义价值观水平的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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