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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焦虑是指个体面临考试时，由于渴望好成

绩或担忧考试失利，而产生紧张、担忧、不安、失眠等

身心变化，它已成为大中学生最为突出的心理障碍

之一 [1-4]。高考对学生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考试

之一，甚至被许多家长与学校视为“改变命运”的考

试，研究发现，高三学生在面临高考时普遍存在考试

焦虑，以往研究表明，46%~58.42%的高三学生出现

过中等以上程度的高考焦虑 [5-7]。高考焦虑会使学

生的思维陷于呆滞或凝固状态，进而影响学生高考

的正常发挥，降低学习效率，长期处于高考焦虑还会

产生很多心理问题甚至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能会导

致学生神经衰弱、自我封闭、人际关系不良，严重的

还可能导致自残或自杀[8-11]。因此，为有效降低高三

学生的高考焦虑，保证其高考发挥正常水平，有必要

对高考焦虑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考察。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考试焦虑存在较高

相关 [12-14]，但是，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以小学生、初中

生或高中低年级为被试，然而相比于其他年级学生，

高三学生面临着高考，其考试焦虑水平更高，并且考

试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更为严重[15]，因此，本研究

将以高三学生为被试，考察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

影响。根据社会支持主效果模型的观点，社会支持

具有普遍增益作用，即社会支持可以减少个体的不

良情绪（如焦虑），在维持个体身心健康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16-18]。实际上，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

支持会负向预测学生考试焦虑[19-21]。这一观点也符

合社会支持缓冲模型的观点，社会支持缓冲模型指

出，在外界应激条件下，社会支持能够缓冲应激事件

（如高考）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如焦

虑），维持与提高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22]。此外，已

有文献较少探讨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作用机制，

为更好的降低考试焦虑，应探讨社会支持影响高考

焦虑的中介机制，中介机制分析可以阐明变量之间

的关系是“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个关系是“如何”发

生的[23]。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心理韧性

是值得考虑的中介变量。Bonanno 等人的研究表

明，心理韧性会负向预测考试焦虑，也就是说心理韧

性越高的个体，考试焦虑水平会越低 [24-26]。此外实

证研究发现，得到较多社会支持的个体往往心理韧

性水平较高，而得到较少社会支持的个体心理韧性

水平较低 [27，28]。因此，社会支持可能会通过增强高

三学生心理韧性水平进而降低考试焦虑，据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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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假设 1：心理韧性中介了社会支持与高考焦

虑之间的关系。

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环境因素×
个体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外界环境相似时，

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表现 [29，30]，越来越多的研究从

个体与环境相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个体因素和环

境因素对个体情绪的影响 [31，32]。因此，本研究还将

探讨性别是否调节了社会支持®心理韧性®高考

焦虑这一中介过程。前人研究发现，相比于男生，女

生更易受社会支持的影响[16，33，34]，因此，女生的高考

焦虑水平可能会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减弱，据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2：性别会调节社会支持与高考焦

虑的关系。因女生更易受社会支持的影响[16，33，34]，女

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也更可能随着社会支持增加而提

高，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性别会调节社会支持

与心理韧性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主要目

的有 2个：①检验心理韧性是否中介了社会支持与

高考焦虑之间的关系；②考察性别是否调节了社会

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高考焦虑的这一中介过程的

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第一个问题将探讨社会支持

“如何（怎样）”影响高考焦虑，第二个问题将探讨这

种影响“何时”更弱或更强。

1 方 法

1.1 被试

选取某地区 7所高中 733名高三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其中男生 340人，占总人数 46.38%；女生 393
人，占总人数53.62%。其中独生子女358人，占总人

数 48.84%；非独生子女 375人，占总人数 51.15%。

来自农村的413人，占总人数的56.34%；来自城市的

320人，占总人数的43.66%。

1.2 方法

1.2.1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杨晓晖[35]编制的社会支

持量表，该量表总共 14个项目，包括同伴或其他同

辈群体的支持、教师支持、物质支持和父母支持等四

个因子。运用 4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4”
（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3。
1.2.2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胡月琴、甘怡群[36]编制

的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共 27个项目，包括目标专

注、人际协助、家庭支持、情绪控制和积极认知等五

个因子。运用 4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4”
（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1.2.3 考试焦虑问卷 采用刘叶[37]编制的考试焦虑

量表，共13个项目，包括考试结果压力、考试预期担

忧和考试的情景压力等三个因子。运用 4点计分，

从“1”（完全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

量表的α系数为0.85。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呈显著负

相关，心理韧性与考试焦虑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

心理韧性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N=733，*P<0.05，***P<0.001，下同。

2.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除性别、家庭背景和独生子女外，将所有预测变

量转化为Z分数。根据温忠麟与叶宝娟[38]推荐的有

调节的中介检验流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方程 1
中，社会支持对高考焦虑的影响显著，方程 2中，心

理韧性对高考焦虑的影响显著，方程3中，社会支持

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显著，所以，假设1得到支持。方

程 2中，社会支持对高考焦虑的影响仍然显著，因

此，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方程1中，性别×社会支持对高考焦虑的影

响显著，性别调节了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之间关系，

所以，假设 2得到支持。方程 3中，性别×社会支持

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显著，性别调节了社会支持与心

理韧性之间关系，所以，假设3得到支持。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揭示性别如何调节社会支持对心理韧性和考

试焦虑的影响，取性别的 0（男生）、1（女生）分绘制

交互作用图。图1、图2直观反映了社会支持对心理

韧性和考试焦虑的影响如何受到性别的调节。简单

变量

1.社会支持

2.心理韧性

3.考试焦虑

M
2.75
2.87
2.43

SD
0.48
0.41
0.52

1
-

0.56***
-0.22***

2

-
-0.47***

3

-

变量

社会支持

性别×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

家庭背景

独生子女

性别

R2

F

方程1
效标：考试焦虑

β
-0.12
-0.22

0.05
0.01
0.01
0.06
9.53***

t
-2.23*
-3.03*

方程2
效标：考试焦虑

β
-0.11
-0.14
-0.49

0.49
0.01
0.02
0.23

35.02***

t
2.23*

-2.05*
-12.27***

方程3
效标：心理韧性

β
0.45
0.20

0.07
-0.02
0.09
0.33

69.95***

t
10.25***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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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检验显示，在社会支持对考试焦虑的作用方面，

随着得到的社会支持增多，男生考试焦虑水平无显

著变化（β=-0.11，t=-0.97，P>0.05），而女生考试焦虑

显著下降（β=-0.25，t=-6.61，P<0.001）。在社会支持

对心理韧性的作用方面，随着得到的社会支持增多，

男生心理韧性水平显著上升（β= 0.45，t=4.65，P<0.001），
女生的心理韧性也显著上升（β= 0.65，t=22.72，P<
0.001），但相较于男生，女生增加的幅度更大。

图1 性别对社会支持与考试焦虑的调节

图2 性别对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的调节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够负向预测高考焦虑，

当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时，高三学生的考试焦虑程

度会越轻，这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一致[39]。该结果进

一步为社会支持主效果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依据

社会支持主效果模型的观点，社会支持是个体的消

极情绪（焦虑）的保护因素，社会支持可以降低个体

的消极情绪（焦虑）。该结果也支持了社会支持缓冲

模型的观点，即社会支持可以缓冲外部应激给个体

带来的消极影响。高三学生正处在青少年中期，心

智独立性尚不完善，外界的支持对他们的心理与行

为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40，41]，这提示我们，应重视社

会支持对高考焦虑的影响，增加对他们的社会支持，

进而降低其高考焦虑。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在社

会支持与高考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首先，心理韧

性在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之间扮演着“桥梁”的角

色，即心理韧性中介了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的关

系。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高考焦

虑之间起的是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一方面，社会

支持会直接影响高考焦虑，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会通

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高考焦虑，得到社会支持越多

的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而心理韧性高的学生

其考试焦虑会比较低。该结果表明外因（社会支持）

不仅会直接对个体心理（焦虑）产生影响，也会通过

影响内因（心理韧性）对个体产生影响。

本研究还检验了性别是否调节了社会支持通过

心理韧性影响高考焦虑这一中介过程。该结果验证

了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即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是环

境与个体自身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发现性

别调节了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高考焦虑这一

中介过程的直接路径和前半路径，性别既调节了社

会支持与高考焦虑的关系，又调节了社会支持与心

理韧性之间关系。一方面，随着得到社会支持的增

多，男生高考焦虑变化不显著，女生高考焦虑显著下

降。根据这一关系模式可以得出，对于得到较多社

会支持的高三学生（vs. 得到较少社会支持者）来说

更能体现出女生的发展优势。因此，增加高三学生

社会支持最能使女生受益。另一方面，随着得到社

会支持的增多，男生与女生心理韧性水平变化均显

著增强，但女生心理韧性增加更快。根据这一关系

模式可以得出，对于得到较多社会支持的高三学生

（vs. 得到较少社会支持者）来说更能体现出其女生

的发展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比较深入地揭示了社会支持对高考焦

虑的作用机制：社会支持通过心理韧性影响高考焦

虑，并且这一过程受到性别的影响，这一模型既阐释

了社会支持如何影响高考焦虑（“怎样发挥作用”），

还阐明了社会支持影响高考焦虑的过程（“何时作用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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