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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养育方式、
依恋的关系
彭阳，林静
（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永州 425100）
【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感受性现状，探讨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养育方式、依恋的关系。方法：采用心
理感受性量表、父母养育方式量表、亲密关系体验量表对 675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大学生心理感受性及洞察
力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上有显著差异；大学生心理感受性、洞察力与父母养育方式各因子（除父亲鼓励自主
外）存在显著相关，兴趣与父母关爱有显著正相关；大学生心理感受性、洞察力与依恋焦虑有显著负相关，洞察力与
依恋回避有显著负相关，兴趣与依恋回避有显著正相关。母亲关爱、父亲控制、依恋焦虑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心理
感受性，性别在母亲关爱与心理感受性、依恋焦虑与心理感受间调节作用明显。结论：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教
育方式、依恋关系密切，
可根据性别差异进行针对性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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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parental rearing practice and at⁃
tachment to adults in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675 colleg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s and scales

for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parental rearing practice and adulthoo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Results: A significant cor⁃
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and parental rearing practice, except for parental encouragement for

independence;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tachment anxiety; insigh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
ed with attachment anxiety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interes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arental care and attachment

avoidance.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ha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nal care

and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as well as between attachment anxiety and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mindedness and parental rearing practice and adult atta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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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受性作为一种多维人格概念，直到 20 世

和感悟。本研究认为，Hall 对心理感受性的认识，即

对自己和他人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元认知反应的动

为间的相互作用发生兴趣并去洞察和感悟的能力

纪 50 年代才出现在心理学文献当中，用来描述一种
[1]

机 。研究界对心理感受性的内涵进行了多方面研

心理感受性是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认知、情感及行
[4]

，相对系统、全面。

究，但没有形成统一定义。Appelbaum 认为，心理感

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感受性作为心理咨询与

受性是促使个体能够领会思维、情感、行为之间相互

治疗的重要条件，仅被应用于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心

关系的一种能力，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有助于个体

理治疗领域。人们发现，高水平的心理感受性来访

[2]

探悉到经验与行为的意义、原因 。有学者认为，心

者可能会获得更积极的治疗效果；心理感受性也被

理感受性是一种建立在认知和情感技巧上的用来理

看作是合格治疗师的一个必要条件[4]。随着研究的

解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心理感受性是一种对自己和

不断拓展，人们发现心理感受性与动机、情绪、人际

他人间的相互作用作出解释的倾向，或者是一种由

关系、心理健康等有诸多联系。高心理感受性的人

[3]

认知和情感成分构成的特质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

更有远见和洞察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和可以做什

出，心理感受性作为一种兴趣、能力或特质，会促使

么，对自己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做出更多平衡，更好的

个体积极主动的对自己和他人心理及行为进行洞察

理解自己和他人，人际关系更好，
心理更健康。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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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感受性的个体，他们没有兴趣、也很难对自己和
他人的需求、情绪、行为等有觉察和了解。

Farber 在 1985 年指出，心理感受性可能是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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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5]。在后天环境中，家庭起

洞察力、兴趣）水平越高。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关于养育

1.2.2

子女的态度、行为以及对儿童发展的价值观[6]，研究
者们一直非常重视父母养育方式对个体成长的意
义。有研究指出，心理感受性高的个体拥有温和、善
[7]

于关心人的父母，而非抵制、拒绝型的父母 。而依
[8]

恋是个体对亲密他人的持久而强烈的情感联结 。
依恋在个体生命早期形成，影响着个体的认知、情感
以及社会能力等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其后人格的形
[9]

成、亲密关系的构建等。Kathryn 等人 的研究结果

理感受性与依恋进行了研究，发现心理感受性同安
[3]

全依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
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们就
心理感受性的定义、意义、与其它心理因素的关系等
进行了研究。但对心理感受性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研

采用杨红君等人[11]修订

的父母养育方式量表(PBI)，修订后的量表共 23 道题

目，采用 4 点评分，分为母亲养育方式问卷（PBI-M）
和父亲养育方式问卷（PBI-F）两个版本。均包括关
爱、鼓励自主、控制 3 个因子。
1.2.3

亲密关系体验量表

采用杨冬等人[12]修订的

亲密关系体验量表（ECR），修订后量表包括 29 道
题，分为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两个维度。
1.3

显示，
心理感受性与依恋有显著相关；低心理感受性
水平同不安全专注依恋存在相关。国内仅王华就心

父母养育方式量表

施测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班为单位，采用集体作答方式，统一指导语，

全部被试在课堂内完成调查，当场回收问卷。全部

数据统一录入 spss17.0，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
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等。

2
2.1

结

果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现状分析

究相对较少，
对心理感受性与父母养育方式、依恋进

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洞察力、心理感受性在性

行的研究更少。对心理感受性的性别差异及性别在

别、是否独生子女及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现为在

心理感受性与家庭因素中的作用研究更少。众所周

洞察力、心理感受性总分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非独

知，
父母养育方式针对不同性别个体存在差异，
不同

生子女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大二学生显著高于大一、

性别其心理形成机制也存在差异，尤其在我国强调
性别差异的文化背景下表现更甚。本研究以大学生

大三学生。见表 1。
表1

为被试，对此展开研究。旨在一方面了解中国文化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人口学差异分析（M±SD）
统计值 心理感受性

下大学生心理感受性的现状，另一方面探讨心理感

总体

受性与父母养育方式、依恋之间的关系及性别在其

性别

中的作用，为心理感受性的养成提供有针对性的依
据和参考。

1

方

1.1

是否独 独生子女
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法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原则，在湖南某高校随机抽取不

同年级、专业、性别的在校大学生 675 名为被试，回

家庭
所在

农村
城镇

收有效问卷 642 份，有效率 95.1%。其中男生 302 名

(47%)，女生 340 名(53%)；大一 227 名(35.4%)，大二

205 名(31.9%)，大三 210 名(32.7%)；乡镇生源 395 名

年级

大一

(61.5%)，城市生源 247 名(38.5%)；独生子女 247 名
(38.5%)，
非独生子女 395 名(61.5%)。
1.2

1.2.1

采用周伟等人[10]编制的心

理感受性量表，共 13 道题目，项目采用 Likert 型 5

t

P
t

P
t

P

2.2

34.02±6.574 19.02±4.871 14.94±3.355
19.715
0.000

30.212
0.000

0.123
0.725

31.96±7.218 16.88±6.023 15.00±3.472
33.42±6.563 18.50±5.071 14.87±3.480
4.520
0.034

9.043
0.003

0.125
0.724

32.84±6.719 17.87±5.275 14.93±3.380
33.58±6.916 18.66±5.652 14.85±3.754
1.137
0.287

2.143
0.144

0.053
0.818

31.76±5.887 16.91±5.093 14.84±3.166
34.58±6.933 19.21±5.183 15.32±3.542

F
P

工具

心理感受性量表

31.27±6.762 16.36±5.826 14.83±3.690

大二
大三

兴趣

33.04±6.765 18.08±5.378 14.90±3.475

男生
女生

洞察力

32.38±6.929 17.78±5.583 14.52±3.594
8.332
0.000

7.851
0.000

2.530
0.081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感受性、洞察力除与父亲

点计分，分为洞察力和兴趣两个分量表。相应题项

鼓励自主无显著相关外，与其它各因子存在显著相

得分总和即为各分量表得分，分量表得分总和即为

关，兴趣因子与母亲关爱、父亲关爱有显著正相关。

量表总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的心理感受性（或者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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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教育方式的相关性

1
2
3
4
5
6
7
8
9
1
1
2
0.860**
1
3
0.614**
0.125**
1
4
0.322**
0.299**
0.150**
1
5
0.116**
0.102*
0.072
0.411**
1
6
-0.210**
-0.247**
-0.017
-0.310**
-0.323**
1
7
0.168**
0.143**
0.116**
0.460**
0.366**
-0.193**
1
8
0.074
0.041
0.069
0.132**
0.559**
-0.113**
0.321**
1
9
-0.224**
-0.275**
0.002
-0.285**
-0.221**
0.428**
-0.252**
-0.242**
1
注：1 心理感受性，2 洞察力，3 兴趣，4 母亲关爱，5 母亲鼓励自主，6 母亲控制，7 父亲关爱，8 父亲鼓励自主，9 父亲控制；*P<0.05，
**P<0.01，***P<0.001，下同。

2.3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依恋的相关分析

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性别与母亲关爱、

结果显示，心理感受性、洞察力与依恋焦虑有显
著负相关，
洞察力与依恋回避有显著负相关；兴趣与
依恋回避有显著正相关。见表 3。
2.4

各因子、依恋各因子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进
入方程的有母亲关爱、
父亲控制、
依恋焦虑。见表4。

心理感受性
洞察力
兴趣
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
表4

兴趣

依恋
焦虑

1
0.125** 1
-0.202** 0.063 1
-0.158** 0.131** 0.608**

感受性

第一步 性别
母亲关爱
父亲控制
依恋焦虑

依恋
回避

1

预测变量
β
B
t
R2
△R2
P
母亲关爱 0.271 3.653 5.675 0.095 0.093 0.000
父亲控制 -0.137 -1.781 -3.156 0.116 0.112 0.002
依恋焦虑 -0.113 -0.953 -2.648 0.130 0.124 0.008

性别在父母养育方式、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心

理感受性间的调节效应
进一步考察性别能否调节母亲关爱、父亲控制、
依恋焦虑与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之间的关系，按照调
节效应检验程序，以性别为调节变量, 将自变量与调
节变量中心化处理后, 将中心化的自变量和调节变
量的乘积项作为自变量，
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见表5。
研究结果显示，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对

于 模 型 解 释 率 的 增 加 作 用 显 著 ( △ F=16.708，P<

0.001) ，其中，性别和母亲关爱、依恋焦虑的乘积项
的回归系数显著(B=-1.428，1.606，P<0. 05)，说明性

别对母亲关爱和心理感受性、依恋焦虑和心理感受

△R2

△F

0.148 21.883***

B(SE)

2.519(0.599)
4.283(0.684)

β

0.177
0.292

性别*依恋焦虑

t

4.209***
6.263***

-1.090(0.577) -0.085 -1.888**
-1.088(0.366) -0.129 -2.972**

第二步 性别*母亲关爱 0.164 16.708 ** -2.929(1.319) -0.10
性别*父亲控制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教育方式、依恋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心 理

2.5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依恋的相关性
洞察力

性别对于母亲关爱、
父亲控制、
依

预测变量

以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为因变量，父母养育方式

心 理
感受性
1
0.860**
0.614**
-0.136**
-0.068

表5

恋焦虑与心理感受性的调节效应分析

心理感受性与父母教育方式、依恋的关系

表3

依恋焦虑的交互作用分别见图 1、图 2。

-2.221*

-1.428(1.160) -0.055 -1.231
1.606(0.731)

0.095

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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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行为等。作为早期与人互动的情感纽带，依恋与个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心理感受性总分及洞
察力上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女生表现出对他人与自
己的认知、情感、行为更高水平的洞察、感悟及更高
水平的心理感受性均衡状态，这可能与女生个性敏
感、情感细腻、善于观察与内省等有关系。与有关研
究结果一致[10，13]。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的互动会
促使他们对他人及自己的知情行等进行观察和理
解，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洞察能力和更均衡的心理感
受。心理感受性在城乡差异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与

以往研究结果有所不同[3]。相关研究是在 21 世纪初

期完成，当时我国城乡差异大。随着我国城乡差异
日益缩小，
城乡背景对个体心理，包括心理感受性的
影响在缩小。可以看出，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变化也
影响着个体心理感受性的发展。
大学生心理感受性与父母正向教育方式（除父

体心理感受性关系密切。至于其间的深层关系，还
需更深入研究。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母亲关爱可以正向预测
心理感受性，父亲控制与依恋焦虑可以负向预测心
理感受性，显示了我国传统文化里的“慈母严父”对
心理感受性的影响，母亲以温暖的情感力量积极影
响着个体心理感受性的形成，而父亲过于严格所展
示的控制性对个体心理感受性的形成起着消极作
用。个体内心对他人拒绝与抛弃的恐惧也消极影响
其心理感受性的形成。众所周知，父母养育方式与
个体依恋关系的建立有密切关系。Alvarez 等人在

1998 年的一个研究中指出，一个高心理感受性的成
人可能会报告其父母有着温和、关爱性格特征，
这正

是安全依恋所具有的。Kathryn 等人[9]的研究进一步
表明，相较于早期父母教养方式，
成人期的依恋回避

亲鼓励自主外）有显著正相关。父母（尤其是母亲）

是心理感受性一个更重要的预测变量。可见，父母

以温暖、肯定、支持等正向方式养育孩子，即父母对

正向养育方式一方面有助于安全依恋的形成，两者

个体表现出的想法、情绪、行为等有更大的包容，越

共同作用有助于推动个体高心理感受性的养成。关

关注个体的想法、情绪情感、行为并做出及时、恰当

于依恋与父母养育方式是如何影响心理感受性的形

的反应，
个体接受到父母亲的关爱越多，其心理感受

成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还发现，性别对母亲关爱与心理感受性、

性就越好。相反，父母对个体过分干涉和控制，
忽视
其心理需求，
导致个体对自己及他人心理的忽视，表

依恋焦虑与心理感受性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男

现出：
父母控制越多，个体的心理感受性水平及洞察

生和女生群体的关系模式是不同的。相对于女大学

力越低。而兴趣只与父母关爱有显著正相关。研究

生来说，男大学生得到的母亲关爱越多，心理感受性

证实，
父母关爱和鼓励（尤其是母亲）越多的个体，会

就越好；依恋焦虑越严重，心理感受性就越不好。这

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与胜任，会对世界充满好奇。这

表明母亲关爱、依恋焦虑是影响男大学生心理感受

自然包括对自己和他人心理探索的期待，加之父母

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集体无意识来看，男性是力

榜样作用，也促使个体对自己与他人心理与行为进

量、阳刚、责任、英雄等象征，
其心理的成长要从与母

行感受及观察，从而表现出更好的心理感受性。

亲（女性）的联结中分离，再转向父亲进行男性认同，

就依恋与大学生心理感受性而言，依恋焦虑水

成为一个男人。如果在此过程中，由于害怕遭到母

平越高，
即个体对遭到拒绝和抛弃的恐惧越大，
个体

亲的拒绝，得不到母亲的关爱与支持，男性更容易表

的心理感受性及洞察力水平就越低；依恋回避程度

现出对自己和他人心理行为的忽视及不感兴趣。社

越高，即个体对亲密感越害怕，个体的洞察力就越

会普遍认为，男孩要放养，本研究提示，不管采取何

[3]

低，但兴趣越高。王华等人 研究也显示，心理感受
[9]

种教育态度，让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关注与信任

性同安全依恋存在显著的正相关。Kathryn 等人 研

是值得重视的。只有这样，孩子才可以在父母正向

究发现，
心理感受性与依恋回避有显著负相关，
与依

教育方式下，构建安全型依恋，
形成良好的心理感受

恋焦虑无显著相关，
这可能与被试的选择有关。Kath⁃

性，为未来发展、成长和幸福生活打下基础。

人群，
受制于不同文化背景。总之，如果个体早期没

1

ryn 的研究被试年龄在 18-37 岁之间，包含不同种族
有构建良好的依恋关系，个体可能会表现出冷漠、麻
木，感受不到他人痛苦，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虽
渴望与人互动，但不知从何下手，有时可能做出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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