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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青少年疏离感的基本情况及人格、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大五人格量

表（简化版）、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对 541 名初、高中生进行调查。 结果：①青少年的环境疏离

感最高，社会疏离感次高，人际疏离感最低。 ②青少年疏离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差异不显著。 ③青少年疏

离感与人格的开放性、责任意识、外倾性、群体相容性和情绪稳定性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

关。④人格的五个维度及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疏离感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⑤社会支持在群体相容性与青少年疏离

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责任意识、外倾性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人格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疏

离感，同时又通过社会支持对其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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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and 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Methods: Big-five Factor Personality Inventory,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he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stu-
dents’ sense of alienation were used to measure 541 junior and se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①Adolescents’
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was higher than social alienation, while interpersonal alienation was the lowest. ②Significant dif-
ferences in 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existed among grades, however, gender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③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openness, 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 extroversion, group compatibility, emo-
tional st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④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by the five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⑤Social support could comptele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group compatibility on 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social support could partially mediate the effect of consciousness of responsibility and extroversion on alien-
ation of adolescents. Conclusion: Personality has direct influence on alienation of adolescents and has indirect influence
on it through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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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离感”是指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正常关系

发生疏远， 甚至被其支配或控制， 从而产生的孤独

感、无意义感、不可控制感、压迫拘束感和自我疏离

感等消极的情感[1]。 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是疏离

感发生的敏感高危期 [2-4]，而高疏离感会引发青少年

酗酒、犯罪等一系列问题行为 [5，6]。 并有研究者将疏

离感定义为人格解体症候群的一个组成部分 [7]，个体

长期处于高疏离感，其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完整

性容易受到破坏。人格作为能够稳定反映个体认知、
情感和行为的内部因素， 已被证明是导致疏离感产

生的因素之一[8]。 有研究以 16PF 作为人格因素探究

其与疏离感的关系，发现忧虑性、敢为性、稳定性和

怀疑性对青少年疏 离 感 具 有 直 接的预测作用 [9]。 但

人格如何影响青少年疏离感这个过程的潜在机制仍

然不明晰。
社会支持作为个体在周围群体中得到认可和接

纳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能够缓解生活压力事件对个

体的影响 [10]，另一方面对维持个体良好的情感体验

和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11]。 得到他人的情感

支持越多，越少会出现心理失调 [12]。 很多研究已证

明，低社会支持与青少年负性情感呈正相关 [13，14]，积

极的社会支持能够降低青少年的消极情感 [15]。 Bron-
fenbrenner 指出青少年的疏离感是由个体对家庭、学

校等归属感的缺乏引发的 [5]，对于青少年而言，其归

属感主要从周围群体中获得， 那么周围群体所提供

的社会支持作为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之一， 很可能影

响青少年的疏离感。有研究认为，家庭对青少年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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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上的支持， 能够显著减少两代人之间的疏离

感，从而更好地帮助青少年解决其成长问题 [16]。 同

时，人格影响个体所面临的人际情境，进而可能影响

其社会支持的获得[17]。 社会支持是个体与环境发生

某种积极的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这一过程反映着

个体的人格特征， 不同人格特征的个体所获得社会

支持的数量、 质量及对社会支持的感知都可能存在

差异[17，18]。 Lu 等人发现，外倾性高的人，更爱交际，可

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19]。 国内以青少年为研究对

象探讨其人格与社会支持间的关系， 发现人格的开

放性、 严谨性和外倾性对社会支持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同时，人格类型不同的个体主观感知的社会支持

存在显著差异[20]。 综上，我们推测，人格和社会支持

对青少年疏离感有直接的影响， 并且人格还可能通

过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疏离感产生间接影响， 即社会

支持在人格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可能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随机选取广州市和

三水市两所中学初一到高三 600 名学生， 回收有效

问卷 541 份。 其中初一 92 人（男 52，女 40），初二 98
人（男 53，女 45），初三 88 人（男 41，女 47），高一 78
人（男 48，女 30），高二 95 人（男 22，女 73），高三 90
人（男 45，女 45）。
1.2 工具

1.2.1 大五人格量表（简 化 版 ） [21] 由 赖 伟 雄 根 据

Costa 和 McCrare 大五人格量表（NEO-PI）[22]修订，共

75 个项目，包含 5 个维度：开放性(O)、责任意识(C)、
外倾性（E）、群体相容性（A）和情绪稳定性（N）。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23] 由肖水源编

制，共 10 个项目，包含 3 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

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考虑到被试均为中学生，本研

究对量表中的一些项目进行了修改。 将“同事”改为

“同学”；删去了第 5 题中的“夫妻（恋人）”、“儿女”两

项；删去了第 6、7 题中的“配偶”、“党团工会等官方

或半官方组织”两项；将“工作单位”改为“学校”，并

增添“老师”一项。 该量表总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66。
1.2.3 青少年学生疏离感量表[2] 由杨东等人 编订，
共 52 个项目，一阶因素包括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

感和环境疏离感 3 个大维度。 社会疏离感包括无意

义感、自我疏离感、压迫拘束感和不可控制感；人际

疏离感包括孤独感、亲人疏离感和社会孤立感；环境

疏离感包括自然疏离感和生活疏离感。

2 结 果

2.1 青少年疏离感的总体状况及性别、年级特点

对青少年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进行描述统计。
结果表明， 青少年的总体疏离感得分为 3.50 （SD=
1.00），其一阶因素的三个维度中，环境疏离感得分

最 高（3.98±1.29），社 会 疏 离 感 次 高（3.59±1.12），人

际疏离感最低（2.93±1.10）。 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
分别以社会疏离感、人际疏离感、环境疏离感和总体

疏离感为因变量，进行性别×年级的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性别主效应只在环境疏离感维度边缘显

著， 年级主效应显著， 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用不显

著。 接下来的单因素 F 检验结果显示，在环境疏离

感维度，男生（4.02±1.26）和女生（3.94±1.32）不存在

显著差异( t（539）=0.77，P>0.05)。 在社会疏离感、人际

疏离感、 环境疏离感和总体疏离感维度上具有显著

的年级差异。 见表 1。 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社会疏

离感维度，高一、高二学生显著高于初中生；高三学

生显著高于初二、初三学生；高一学生显著高于高三

学生；初一学生显著高于初三学生。在人际疏离感维

度，高一学生显著高于除高二外的其它年级学生；初

三学生显著低于高中生。在环境疏离感维度，高二学

生显著高于其它年级学生；初三、高三学生显著低于

除初一外的其它年级学生。 在总体疏离感维度，高

一、高二学生显著高于其它年级学生；初三学生显著

低于其它年级学生。

表 1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上的差异（x±s）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人格、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疏离感的相关分析

2.2.1 人格与青少年疏离感的相关 由表 2 可见，
人格的五个维度基本与青少年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

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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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人格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相关 从表 3 可以

看出， 人格的五个维度与青少年社会支持总分及各

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2.2.3 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疏离感的相关 表 4 的结

果表明， 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青少年总体疏离

感及各维度均呈显著负相关。

表 2 人格各维度与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的相关（n=541）

表 3 人格各维度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的相关（n=541）

表 4 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总体

疏离感及各维度的相关（n=541）

表 5 人格、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疏离感关系模型的评价指标

附图 社会支持在人格与青少年疏离感间的中介模型

注：虚线为不显著的路径

2.3 社会支持在人格与疏离感间的中介模型建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 其中

以人格为自变量， 由于人格变量各维度不具有加和

性，因此，以人格的开放性、责任意识、外倾性、群体

相容性和情绪稳定性 5 个维度的得分作为外生显变

量；以青少年疏离感为因变量，以社会疏离感、人际

疏离感和环境疏离感作为其观测指标。 以社会支持

为中介变量，以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作

为其观测指标。 建立社会支持在人格与青少年疏离

感之间的中介模型， 模型各项拟合指数的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的结果显示，此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都

达到了可接受水平，模型拟合良好。
从路径图（见附图）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在群

体相容性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

责任意识、 外倾性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比例分别为：47.62%、
44.38%。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的环境疏离感最高，社会疏

离感次高，人际疏离感最低。 这一结 果 与 张 进 辅 等

人[4]的研究结论一致。 环境疏离感高可能是由于本

研究所取的被试身处生活节奏和城市化进程较快的

广州市市区和三水市市区， 其情况是： 学校校园偏

小，学生人数增多，教室座椅间距相对缩小，学生集

体宿舍相对拥挤； 家庭居住环境普遍为高楼密集的

住宅区。 青少年知觉到的实际狭小的物理空间与其

对个人心理空间的渴求产生矛盾， 而这种矛盾又是

个体无法改变的，长期的作用使他们产生拥挤感、封

闭感及与自然环境的脱离感， 从而引发高环境疏离

感。 人际疏离感低可能是由于注重亲情的中国传统

文化对青少年仍有相当的影响， 同时这也与其对友

谊的重视和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有关。
本研究发现， 青少年疏离感在年级上存在显著

差异。无论是青少年的总体疏离感，还是其一阶因素

的三个维度，高中生的疏离感普遍显著高于初中生。
从发展的角度看， 除环境疏离感随年级升高呈大起

大落的倒“V”型发展外，其它疏离感维度均呈大致

相同的发展趋势：初一到初三期间，表现为较平缓的

下降；初三到高三期间，先由低到高，再和缓下降，最

后骤然下降，高一时达到顶峰，这与已有研究结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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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出现这样显著的年级差异，除了与青少年

这一过渡时期特殊的心理发展特点有很大关系外，
也与其对学习生活的适应及学习压力和社会经验的

增多有关。 刚进入初一，新生面对陌生的环境，加上

与同伴的关系尚未完全、充分的建立，易产生一定程

度的适应障碍，导致高疏离感。这种状况随着年级的

升高及各方面适应能力的增强逐渐得到缓解， 在初

三时降到最低，高中生也显示了类似的发展趋势。不

同的是，沉重的课业负担，高频率的考试和高考巨大

的精神压力，可能使高中生体验到更高的疏离感。
目前国内关于人格与青少年疏离感的相关研究

并不多，汤毅辉等人的研究表明，疏离感高的青少年

较多表现为情绪激动，缺乏自信和忧虑；疏离感低的

则表现出情绪稳定、严谨自律和自信沉着等特征 [9]。
本研究人格与青少年疏离感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人格的开放性、责任意识、外倾性、群体相容性和情

绪稳定性维度与青少年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均呈显

著负相关。 表明经验开放性越高，责任心越强，乐于

交往，人际关系融洽以及情绪越稳定的青少年，体验

到的疏离感越少。 这一结果与 Costa 和 McCrare 等

人关于大五人格与负性情感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 [24-

26]。 此外，与人格的其他维度相比，情绪稳定性对青

少年疏离感的直接预测作用更强。 情绪稳定性低的

青少年，通常表现出过度的焦虑、悲伤和不安全，这

可能会直接妨碍到他们的人际交往， 从而增加疏离

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相关研究显示人格的开放性

与青少年疏离感呈显著负相关， 但当采用结构方程

模型综合考察人格各维度时， 发现开放性对青少年

疏离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开放性体现个体对

新观念的自发接受程度、创造性及想象力等，已有研

究也发现其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不显著 [16]或对心

理健康问题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7]。
本研究人格与青少年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

表明， 人格的五个维度与青少年社会支持总分及各

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说明人格因素与社会支持之

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外倾性和群体相容性与

社会支持的正相关更为显著。 个体的人格可能影响

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进而影响外界环境对其提供的

社会支持的数量[20]。 例如，外倾性高的青少年通常热

情、乐群、爱交往，在遇到困难时，总能积极向外寻求

帮助， 并通过良好的社交技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支

持。 相关研究也表明，高自信心、低神经质及良好的

应对技巧等人格因素为获得高社会支持提供了基本

条件[28]。 本研究路径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在人

格的群体相容性维度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完全中

介作用，在责任意识、外倾性与青少年疏离感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不同人格特征的青少

年在社会交往中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这

些行为倾向导致周围群体对他们做出不同的反馈，
即为他们提供不同数量的社会支持， 而得到的社会

支持的多少又进而影响他们的疏离感。例如，群体相

容性高的青少年理解、关心他人，更愿意帮助和善待

周围的人，人际关系更为和谐融洽；责任意识强的青

少年责任心强，自控、自律水平较高，较少表现出冲

动行为，因而他们获得相对更多的社会支持，进而体

验到较低的疏离感。
“唤起的交互作用”观点认为，个体的心理或行

为表现会引起周围人对他产生相应的反应， 而这些

周围人的反应又会反过来影响个体心理的发展 [29]。
Slater 等人的研究发现，疏离感能够直接反映出个体

的社交障碍 [30]，由于与学校和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无法维持与周围群体的正常关系， 高疏离感青少年

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得不到必要的社会支持[31]。 而

社会支持和有意义社会联系的缺乏可能反过来加重

个体与社会的疏离感。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社

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与青少年总体疏离感及各维度

均呈显著的负相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青少年的疏

离感越低；社会支持水平越低，则疏离感越高。 表明

面对生活事件， 高社会支持青少年与低社会支持青

少年相比可能更擅长利用支持网络来帮助他们自我

调节和解决问题，从而降低其疏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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