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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人依照自己选

择的标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或持续一定时期生活状

况的总体性认知评估 [1]，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

内容[2，3]。研究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生活满意度

的主、客观因素 [4]，其中，客观因素主要有生活事

件。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历的各种

紧张性刺激事件[5]，它既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影响[6-

8]，也可以通过一些中间变量如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社会认知、应对方式等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9-11]。目

前研究者在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开始关注

心理弹性的保护作用[12]。心理弹性，又称心理韧性，

是个体面临压力、挫折、创伤等生活逆境仍能有效适

应的能力或特质[13]，这种即使面临压力仍能保持较

好功能的能力远比人们之前预想的要广泛 [14]。Pi⁃
etrzak等人的研究表明，高心理弹性的个体拥有更

丰富的心理资源，生活满意感更高[15]。吴胜涛等人
[16]的横向调查发现，地震灾区遇难者家属的心理韧

性（包括个体韧性和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

正相关，王鑫强等对初中生为期二年的追踪研究则

表明，心理弹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力显著。有关

生活事件与心理弹性的关系，研究者认为，负性生活

事件可以改变个体的心理弹性水平[17]。Bonanno等
对9.11灾难后纽约人口心理弹性的研究发现9.11后
个体经历的压力生活事件越多，其心理弹性水平越

低[14]。国内很多研究也验证了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

心理弹性的影响[18，19]。以往有关心理弹性对心理健

康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与抑

郁、焦虑关系中既有调节缓冲作用，也存在中介作

用。那么，在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心理弹性

起什么作用？研究者认为，一方面，个体已有的心理

弹性可以起调节缓冲作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认为，心理弹性并非固定不变，主张将心理弹性

视为一种动态的过程[20]。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的

心理发展尚未成熟，生活事件不仅可能直接对他们

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还可能通过影响其心理弹

性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在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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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中介效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在生源来自城市的长沙和

益阳地区各一所中学以及生源来自农村的岳阳地区

一所中学，共抽取 1371名初中生进行团体施测，当

场回收问卷，经剔除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1355
份，有效回收率为 98.8%。其中七年级 458 人

（33.8%），八年级 451 人（33.3%），九年级 446 人

（32.9%）；男生680人（50.2%），女生675人（49.8%）；

城市学生689人（50.8%），农村学生 666人（49.2%）；

学生平均年龄为14.12±0.57岁。

1.2 工具

1.2.1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21] 张兴贵等编

制，共37个项目，采用7点评分，由学业满意度、自由

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友谊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环

境满意度等六个分量表组成。本研究中总量表和各

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0.77-0.87之间。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22] 刘贤臣等

编制。包括27个条目, 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

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6个方面的负性生活

事件。本研究中，ASLEC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介于0.78-0.92之间。

1.2.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23] 胡月琴、甘怡群等

编制。该量表共有2个维度，5个因子，27个项目，5
点评分。其中个人力维度包括目标专注、情绪控制、

积极认知三个因子；支持力维度包括家庭支持和人

际协助两个因子。总量表的Cronbach’s α=0.88，分
量表Cronbach’s α介于0.76到0.88。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表明，初中生经历的主要生活事件是人际关系和

学习压力；除了学业满意度（3.844±0.849）在中值 4
分以下，生活满意度其他维度分、心理弹性所有维度

分都分别在中值4分和3分以上，其中，家庭满意度

（5.042±1.283）最高。生活事件各维度与心理弹性、

生活满意度的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心理弹性各

维度与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n=1355）

1友谊满意度

2家庭满意度

3学校满意度

4学业满意度

5自由满意度

6环境满意度

7目标专注

8情绪控制

9积极认知

10家庭支持

11人际协助

12人际关系

13学习压力

14受惩罚

15丧失

16健康

17其他

M±SD
4.68±0.67
5.04±1.28
4.54±0.97
3.84±0.85
4.31±1.21
4.55±0.86
3.48±0.76
3.32±0.77
3.64±0.82
3.32±0.58
3.25±0.64
2.90±0.96
2.93±0.89
2.19±0 .99
2.13±1.22
2.09±0.83
2.07±0.94

1
1
0.33**
0.39**
0.40**
0.28**
0.29**
0.33**
0.19**
0.28**
0.24**
0.34**

-0.16**
-0.16**
-0.19**
-0.03
-0.10**
-0.16**

2

1
0.39**
0.35**
0.52**
0.37**
0.39**
0.27**
0.28**
0.56**
0.27**

-0.31**
-0.23**
-0.28**
-0.09**
-0.18**
-0.37**

3

1
0.42**
0.39**
0.36**
0.40**
0.33**
0.31**
0.27**
0.26**

-0.24**
-0.26**
-0.18**
-0.12**
-0.19**
-0.32**

4

1
0.41**
0.31**
0.44**
0.31**
0.31**
0.29**
0.24**

-0.23**
-0.31**
-0.23**
-0.09*
-0.12**
-0.25**

5

1
0.32**
0.36**
0.30**
0.32**
0.40**
0.28**

-0.31**
-0.31**
-0.23**
-0.17**
-0.27**
-0.25**

6

1
0.23**
0.15**
0.21**
0.21**
0.13**

-0.17**
-0.21**
-0.21**
-0.11**
-0.16**
-0.25**

7

1
0.24**
0.46**
0.33**
0.28**

-0.16**
-0.17**
-0.18**
-0.11**
-0.16**
-0.22**

8

1
0.22**
0.24**
0.34**

-0.37**
-0.40**
-0.33**
-0.20**
-0.30**
-0.30**

9

1
0.34**
0.22**

-0.11**
-0.11**
-0.16**
-0.05
-0.13**
-0.19**

10

1
0.27**

-0.26**
-0.24**
-0.23**
-0.10**
-0.13**
-0.26**

11

1
-0.20**
-0.20**
-0.15**
-0.04
-0.14**
-0.17**

12

1
0.58**
0.58**
0.49**
0.50**
0.54**

13

1
0.65**
0.47**
0.54**
0.53**

14

1
0.58**
0.59**
0.77**

15

1
0.58**
0.47**

16

1
0.53**

17

1
注：*P<0.05 ，**P<0.01；***P<0.001，下同。

2.2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如果自变量X通过影响变量M来影响因变量Y,
则称M为X、Y的中介变量[24]。由于心理弹性分为个

人力和支持力两个不同的维度，为检验本研究提出

的心理弹性为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的

假设，本研究采用温忠麟提出的检验方法和流程，在

控制年级、城乡、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等人口学变量

基础上，分别以个人力和支持力为中介变量，生活事

件为自变量，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所得结果见表2。由表2的依次检验结果表明,个人

力和支持力均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偏回归系数分别为0.577和0.549。
另外，生活事件也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预测作

用显著，但是加入个人力之后，生活事件对生活满意

度的负向预测作用不显著，个人力是生活事件影响

生活满意度的完全中介变量，中介效应为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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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0.577=-0.23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例为 a*b/
c=（-0.402）*0.577/（-0.384）=60.4%。中介作用路径

见附图。

由于支持力对生活事件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b=-0.040（P>0.05），需要进一步进行 Sobel检验，结

果（Z=-0.677<1.96，P>0.05）表明，支持力在生活事

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无显著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用于变量测量的均为自陈式问卷，需要

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发现，方差膨胀

因子在 2.76-3.55，均小于 10，因此本研究中各变量

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可靠。

表2 心理弹性在生活事件和生活

满意度之间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

注：m1表示个人力，m2表示支持力

个人力

-0.402** 0.577**
生活事件 -0.152 生活满意度

附图 生活事件、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图

3 讨 论

3.1 初中生生活事件、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的特点

结果显示，初中生经历的主要生活事件是人际

关系和学习压力。除了学业满意度得分在中值以

下，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分、心理弹性所有维度分均处

于中值以上，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5，26]。

学业满意度得分最低，反应了初中生学习压力较大、

学业负担较重的现实。

3.2 初中生生活事件、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度显著

负相关，生活事件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

作用，这个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 [28]。初中生经历

的生活事件集中表现为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Burks
[29]等人认为集中、接连出现的生活事件会产生“多重

效应”，可能比单独出现的负性生活事件消极影响更

大，这提示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对学生常见的生

活事件尤其是学习压力和人际关系问题做好及时有

效的预防和处理，尽量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尤

其避免其累积发生。

有关心理弹性与生活事件的关系，蔡颖等人[30]

的研究证实升学考试主观压力与心理弹性负相关显

著，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个体感受到更少的生活事件

所带来的压力,朱清等人 [19]则发现灾后继发的负性

生活事件降低了被试的心理弹性水平，心理弹性与

生活事件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Kumpfer[31] 关于心

理弹性整合模型理论认为，心理弹性的发展是在压

力、逆境等生活事件与保护性因素（自尊、社会支持、

积极应对、自我效能等）同时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实现

的。也就是说在经历各种负性生活事件时，个体会

调动内外保护因子来抵抗逆境和压力，能否顺利适

应体现了个体已有的心理弹性水平。如果此时个体

能成功调动家庭的支持、亲友的帮助等外在保护因

子，并且通过积极的认知、良好的情绪控制等方式缓

解生活事件对自身的冲击，那么他对生活状况的评

价和感受就可能是正面的。孔仕秀等发现青少年主

观体验到的情感支持以及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越

高,个体的心理弹性越高，进而对情绪、行为问题的

抑制作用越高[18]。心理弹性与生活满意度间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王鑫强等 [12]和胡炳政 [32]的研究都

表明心理弹性外在保护因子中的家庭支持与内在保

护因子中的情绪控制是初中生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

两个影响因子，本研究结果支持他们的结论。

3.3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从心理弹性中个人力和支持力对生活满意度的

影响来看，研究结果显示，个人力和支持力均对生活

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但是由于个人力的偏回归系数

比支持力的更大，说明个人力作为一个主观因素比

支持力这个客观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更

大。个人力在生活事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存在

完全中介作用，支持力维度在生活事件与生活满意

度之间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心理弹性在生活事

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个人力

起作用的。这与刘启刚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他们认为积极设想、积极关注和转换视角在生活事

件和生活满意度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9]，田丽

丽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内控倾向在消极生活经历对生

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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