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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在个体水平上自尊与关系和谐对自我与幸福感关系的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 Singelis 自我构念量

表、Rosenberg 自尊量表、心理和谐量表之关系和谐分量表，以及生活满意度量表，对 353 名大学生及 180 名非大学生

成人进行测量。 结果：大学生样本中，依存自我经由关系和谐中介作用于幸福感，独立自我直接作用于幸福感；非大

学生成人样本中，依存自我分别经由关系和谐和自尊的中介作用于幸福感，独立自我既可直接作用于幸福感，又经

过自尊的部分中介作用于幸福感。 结论：依存自我稳定地通过关系和谐的中介来影响幸福感，独立自我对幸福感有

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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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elf-esteem and relational harmony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elf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Methods: 353 college students and 180 on-the-job persons completed Singe-
lis’ Self-construal Scale (SCS) and Rosenberg’s Self-esteem Scale and the Psychological Harmony Scale and Diener’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Results: In the college students’ sample, relational harmon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interdependent-self and SWB; Independent-self predicted SWB directly. In the non-student adults’ sample, rela-
tional harmony and self-esteem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dependent-self and SWB; Independent-self pre-
dicted SWB directly and also indirectly by the mediation of self-esteem. Con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dependent-self predicts subjective well-being by the mediation of relational harmony while independent-self directly
influences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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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依存自我(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 )
是文化心理学中的研究热点。 独立自我指的是个体

倾向于个体与环境、他人隔离，凸显个人的特异性，
追求个人价值与个性表现； 依存自我指个体倾向于

将自我与环境、他人相联结，保持良好的关系，重视

集体价值[1]。 以往独立/依存自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东西方文化的比较[2]。 独立/依存自我会影响人们的

幸福感和追求幸福的方式。 如对独立自我的国家来

说，自尊（self-esteem）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

对依存自我的国家来说， 自尊对幸福感的预测力变

小 [3]，而关系和谐（relational harmony）成为影响幸福

感的另一重要因素[4]。
独立/依存自我既可以作为描述国家差异的变

量，也可以作为描述个体差异的变量 [5]。 有研究表

明，在同一个体中，可能同时存在独立自我和依存自

我的特征， 哪种特征占主导地位则会促使个体更倾

向于展现相应的特性[6]。 独立/依存自我与幸福感的

关系及作用机制主要是在国家水平的探讨。 在个体

水平上， 独立自我与依存自我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

仍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实证研究， 尤其是在

主流文化是依存自我取向的国家。因此，本研究将检

验关系和谐与自尊对自我与幸福感的中介机制，具

体而言， 假设独立自我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于幸福

感，依存自我通过关系和谐的中介作用于幸福感。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北京林业大学共发放问卷 394 份， 回收问卷

366 份，有 效 问 卷 353 份，其 中 男 性 166 人，女 性

187 人，平均年龄 19.12 岁（SD=1.09）。
在北京市、 沈阳市两地若干企事业单位共发放

问卷 222 份，回收问卷 188 份，有效问卷 180 份，其

中男性 80 人，女性 100 人，平均年龄 28.55 岁（SD=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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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工具

自我构念量表[5]（self-construal scale，SCS）。该量

表由 Singelis 于 1994 年编制， 采用 Likert7 点计分，
共有 24 道题，分为依存自我、独立自我 2 个分量表。
本研究中用的是该量表的中文版，依存自我、独立自

我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77 和 0.72。
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SES)。 该量表由 Rosenberg 于 1965 年编制，共有 10
道题。 本研究采用季益富翻译并修订的中文版 [7]。

心 理 和 谐 量 表 [8]（Psychological Harmony Scale，
PHS）。 该量表由任孝鹏、 白新文等人于 2008 年编

制，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共有 44 道题，本研究选用

其中的家庭氛围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共 15 道题。
生活满意度量表 [9]（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该量表由 Diener，Emmons 等人于 1985 年编

制，采用 Likert7 点计分，共有 5 道题。该量表被国内

研究者广泛使用[1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将上述问卷装订成册，以个体为单位，使用统一

的 书 面 指 导 语 进 行 单 独 施 测 。 利 用 SPSS18.0 和

Amos8.0 处理所有的数据。

2 结 果

2.1 测量模型的观察变量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观察变量如下： 按照变量本

身的维度，独立自我、依存自我分别作为自我的 2 个

观察变量，自尊、关系和谐 和 幸 福 感 都只有一个维

度， 这样， 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就包含了 5 个观察变

量， 本研究用各个变量的代表条目求取的平均值作

为观测指标。
2.2 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了各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从中

可见，在两组样本中，依存自我与关系和谐、幸福感

显著相关；独立自我与自尊、幸福感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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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对假设模型 M 的修正、检验及交叉验证

根据假设以及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建立假设

模型 M-1，包括两条路径：一是独立自我通过自尊

的中介作用于幸福感，二是依存自我通过关系和谐

的中介作用于幸福感。 对 M-1 在两类人群中分别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发现在大学生样本中，M-1
得 到 的 拟 合 指 数 GFI =0.917，AGFI =0.750，CFI =
0．627，RMSEA=0.215，未达到可接受的标准。 接受路

径建议进行模型调整， 将 “独立自我—自尊—幸福

感”路径改为“独立自我—幸福感”，得到了所有路径

都显著的模型 M-2，见图 1。其拟合指数 GFI=0.996，
AGFI=0.981，CFI= 0．995，RMSEA =0.032，M-2 能 够

得到数据的支持。 见表 2。
在非大学生成人样本中，同样对假设模型 M-1

进 行 检 验， 得 到 的 拟 合 指 数 是 GFI=0.934，AGFI=
0.803，CFI= 0．776，RMSEA=0.176， 未达到可接受的

标准。 调整发现，在增加“依存自我—关系和谐—自

尊—幸福感” 这一路径后得到了所有路径都显著的

假 设 模 型 M-3， 见 图 2。 其 拟 合 指 数 GFI=0.987，
AGFI=0.934，CFI=0．975，RMSEA=0.076，M-3 能够得

到数据的支持。 见表 2。
为了进一步探讨自尊的中介效应在两群体中的

不一致，我们将两个样本进行合并，设置“样本群体”
作为协变量（原学生样本编码为 1，原非大学生成人

样本编码为 2），用 GLM 统计方法对“独立自我—>
自尊”以及“自尊—>幸福感”这两条路径做了进一步

检验。第一步，独立自我为自变量，自尊为因变量，检

验自变量、协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结果发现独立自

我能够预 测自尊（F=1.86，P=0.001），并 且样 本 群 体

在独立自我与自尊的关系中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

(F=6.03，P<0.05)， 说明独立自我对自尊的预测作用

在两个样本中是有差异的。具体来说，非大学生成人

样本中独立自我能够预测自尊，而学生样本中，独立

自我对自尊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第二步仍然以样本

类别为协变量，自尊为自变量，幸福感为因变量，发

现自尊能够预测幸福感(F=2.76，P<0.001)，并且样本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矩阵(x±s)

注：相关矩阵中的括号内为各变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相关矩阵对角线的左下方是非大学生成人样本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右上方是学生样本各变量的相关系数。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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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在 这 一 关 系 中 不 产 生 调 节 作 用 (F=0.03，P=
0.86)。 也就是说，自尊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在两个

群体中是相同的， 之所以自尊在 “独立自我—幸福

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只存在于非大学生成人样本中，
而在大学生样本中不成立， 差异的主要机制发生在

第一步“独立自我对自尊的预测作用”上。

图 1 大学生样本模型 M-2

图 2 非大学生成人样本模型 M-3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独立自我与依存自我为中等程度正

相 关（r=0.35/31），与 Singelis 和 Cross 的 研 究 一 致，
说明独立自我和依存自我是自我的两个重要维度，
而非单一维度的两极[5]。 就个体而言，一方面既有强

调自我价值、偏好等内在品质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有

看重与重要他人（如父母亲，同胞等）的关系的倾向。
在实际生活中， 个体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显示出符合

独立自我倾向的行为， 在另一些方面显示出符合依

存自我倾向的行为。
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大学生样本还

是非大学生成人样本， 依存自我都是通过关系和谐

的中介来影响幸福感，依存自我越高的个体，越看重

与周围重要他人维系和谐的关系，而关系越和谐，个

体的幸福感就越强。 这与 Kwan 的研究基本一致[11]。
说明依存自我会激发个体关注与重要他人的关系，
特别是家人和朋友， 通过与重要他人保持和谐的关

系来影响幸福感。 而且本研究采用的关系和谐问卷

与 Kwan 采用的问卷是不同的，Kwan 是通过评价与

具体的重要他人的关系的质量测量关系和谐的，本

研究采用评价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的感受测量关系

和谐的。这说明对中国人来说，关系和谐是非常重要

的影响幸福感的因素。
但是对独立自我来说， 虽然其能够直接影响幸

福感，但是在不同的样本中，自尊的中介机制存在着

差异。在非大学生成人样本中，独立自我可以通过自

尊的中介来影响幸福感，独立自我越高的个体，越倾

向于通过追求自我成就和目标来提升自尊， 而自尊

越高，个体的幸福感也就越高。 而在大学生样本中，
独立自我直接作用于幸福感， 而并不能经由自尊的

中介来影响幸福感。进一步分析发现，自尊作为预测

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两个群体中没有差异。 主要是

因为在大学生群体中独立自我不能影响自尊造成了

自尊不能中介独立自我与幸福感的关系， 这可能与

大学生特殊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 具体的原因

还需要未来研究中进一步的探索求证。
另外，本研究发现非大学生成人样本中，关系和

谐不仅能直接作用于幸福感， 而且还能通过自尊的

中介作用于幸福感，与最初的假设不同，也与 Kwan
的研究不同， 他的研究没有发现关系和谐与自尊之

间的联系。 可能与样本有关，Kwan 的样本是美国人

和香港人， 本研究的样本是中国大陆人。 相比较而

言，我们的样本总体上更偏向依存自我的特征。而对

依存自我的人来说， 与重要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是

维系自尊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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