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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父母情感温暖、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对青少年人际能力的影响。 方法：利用父母教养方

式评价量表、情绪表达能力测验、社交性量表和人际能力量表调查 456 名高中生。 结果：父母情感温暖正向预测青少

年的情绪表达能力；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分别正向预测青少年人际能力；父母情感温暖不仅直接正向预测人际能

力，而且通过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的间接作用正向预测青少年人际能力。 结论：父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的情绪

表达能力和社交性，进而影响其人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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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at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sociability may play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and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Methods: 456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
vestigated with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Test, EMBU and Sociability Subscale.
Results: Parental warmth could directly posi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s’ nonverb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Emotional ex-
pressivity and sociability could directly posi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Parental warmth had in-
direct positive effects on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through the roles of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sociability.
Conclusion: Parental warmth affects adolescents’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through indirect roles of nonverbal 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soc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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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情感温暖（parental warmth）指父母的养育

行为具有支持性和反应性， 对孩子需要反馈敏感而

及时，前后保持一致[1]。 Darling 和 Steinberg 发现，情

感温暖的父母对儿童充满关爱， 对孩子行为倾向于

表达赞同， 无论情绪还是行为上都对孩子表现出积

极关注[2]。 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外倾性、宜人性、
责任心人格 [3]、自尊 [4]、自我概念 [5]、同伴接纳 [6]有积极

作用，与大学生拖延行为 [7]、儿童社会退缩 [8]、完美主

义[9]、游戏成瘾 [10]、问题行为[6]有消极影响。 纵向研究

显示， 儿童 2 岁时母亲低水平的情感温暖预测儿童

三岁时低水平的自我调控能力 （self-regulation），母

亲情感温暖水平越高， 由父母评价的儿童的社会能

力越高[11]。 Booth 发现，父母情感温暖预测儿童的合

作行为、归属行为和社会能力，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

情感温暖对青少年发展存在一致性 [12]。 由此推断，父

母情感温暖是促进青少年人际能力发展的重要家庭

因素。
父 母 情 感 温 暖 促 进 孩 子 情 绪 支 持 （emotional

support）能力发展 [13]，这有利于同伴关系的维持和改

善。父母情感温暖为儿童提供榜样，儿童通过观察模

仿而习得父母的情绪表达技能。 父母情感温暖为儿

童提供情绪安全感（emotional security），而情绪安全

感具有积极的情绪调节功能[14]。 因此，父母情感温暖

有助于青少年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的发展。 非言语

情绪表达能力与外向性和亲和力呈正相关， 非言语

情绪表达能力高的个体一般更为热情 [15]。 那些能够

准确传递情绪信息的儿童更为外向，情绪更积极，更

受同伴欢迎[16]。 由此推断，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可能

在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人际能力 之间起间接 作

用。
社 交 性（sociability）指 个 体 喜 欢 与 他 人 相 处 而

不愿独处的倾向性[17]。 父母情感温暖促进青少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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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暴露能力 [18，19]， 亲社会行为以及交往发动能力的

发展[20]。 因此，父母情感温暖能够促进青少年社交性

的发展。 而社交性与交往行为的他人定向性呈正相

关 [21]，社交性高的个体更善于根据他人行为调控自

身交往行为。 青少年的社交性越高， 人际交往越积

极， 人际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的机会越多。 由此推

断， 社交性在父母情感温暖与青少年人际能力之间

也可能起间接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

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在父母情感温暖与青

少年人际能力之间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抽取武汉两所中学 500 名高中

生作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456 份。 其中， 男生

246 名，女生 210 人；高一 294 人，高二 162 人；平均

年龄为 17 岁（SD=1.19）。
1.2 工具

人际能力问卷（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Ques-
tionnaire，ICQ）。原始问卷由 Buhrmester 等人[22]编制，
包含 40 道题目，每道题目描述一种简单的同伴交往

情境 （例如 “当与同伴吵架时， 能够放下怨恨的情

绪”）， 要求被试评价自己应对每种情境的能力。 该

问卷包括 5 个维度：情绪支持，关系发动，直言不满

（即对同伴不当行为直接表达不满的能力）， 冲突管

理和自我暴露。 研究者曾根据研究需要把原始问卷

简化为 15 题，原始问卷的适用性在本研究中得到进

一步考察。 在以往研究中[23]，我们通过探索性因子分

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把原始问卷修订为 20 题，修订

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 该量表由瑞典

Umea 大学的 Perris 等人编制，岳冬梅修订 [24]。 本研

究选择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两个分量表，
均包括 19 道题目， 采用四点计分 （1=从不～4=总

是）。
情绪交流测 验 （Affective Communication Test，

ACT）。 由 Friedman，Prince，Riggio 和 DiMatteo 编制

的单维度量表，测量个体的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 [15]。
包括 17 道题目，采用 9 点计分（-4=完全不符合～+
4=完全符合）。 本次调查 ACT 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669。

社交性量表。 Cheek 和 Buss 编制的害羞-社交

性量表的分量表 [17]，测量个体喜欢与人相处，不愿独

处的倾向性。 包括 5 道题目，采用 5 点计分（1=非常

不符合～5=非常符合）。
1.3 程序及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 由两名研究生使用统一问卷集

体测试。 指导语强调作答真实性及个人信息的保密

性。 采用 SPSS 17.0 和 LISREL 8.80 采集并分析数

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与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表 1 显示，各变量之间均呈正相关显著，适合结

构方程建模分析。

表 1 本研究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注：**P<0.01

表 2 假设模型的验证结果

情绪表达

0.22 0.43

情感温暖 0.05 社交性 0.29

0.33 0.35

人际能力

附图 输出模型

2.2 假设模型的验证

模型中各潜变量的指标构成如下： 父母情感温

暖以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为指标； 人际能

力采用修订问卷各维度的平均分为指标； 情绪表达

能力和社交性均采用项目总平均为指标。 采用协方

差模型的极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 M 进行参数估计

和检验，模型拟合度见表 2。 删除不显著路径后的修

正模型 M’的检验结果见表 2，各项指标均符合推荐

值。 标准化路径模型见附图。
除父母情感温暖到社交性的路径不显著外，其

他路径均显著。 父母情感温暖不仅直接显著正向预

测青少年人 际能力（0.33，占 总 效 应 0.44 的 75%），
而且通过情绪表达能力和社交性的间接作用影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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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人际能力(间接效应为 0.11，占总效应的 2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情感温暖水平越高，青少年的

非言语情绪表达能力越强， 越善于通过各种表情来

传递信息。 父母情感温暖为青少年自由表达情绪提

供支持性环境， 或者儿童通过观察学习而习得父母

的情绪表达技能。 缺乏情感温暖的粗暴教育会妨碍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 [25]。 青少年的情绪表达能力

越强，便越善于与同伴交往，这与以往研究一致。 情

绪表达能力补充个体的言语表达 [26]，使个体通过情

绪微妙地传递重要信息。 积极情绪的传递使得个体

更具有亲和力，交往风格更热情[15]。 因此，父母情感

温暖可以通过促进青少年的情绪表达能力提高他们

的人际能力。
本研究表明， 父母情感温暖通过情绪表达能力

的中介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社交性。 而社交性水平

越高，青少年人际能力水平越高，这也与以往研究一

致[27]。 作为人格因素的社交性驱动个体寻求与人相

处的机会， 从而获得更多发展和改善人际能力的机

会。因此，社交性也是父母情感温暖影响青少年人际

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研究表明， 父母情感温暖对青少年人际能力

也存在直接预测作用， 这与以往研究一致。 早期研

究表明， 家庭早期教养方式预测儿童的同伴交往能

力和人际关系 [28]，作为教养方式重要维度的父母情

感温暖自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父母情感温暖促进个

体社会能力发展 [11]，影响青少年的同伴依恋关系 [29]，
并通过依恋建立的内部工作模型影响青少年未来的

人际交往[30]。 父母充满温暖情感的教养方式也为儿

童提供人际互动的榜样， 有助儿童通过模仿建立和

维持积极的同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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