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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消极成分和抑郁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情况下，探讨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

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方法：采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大学生应激源量表和

Beck 抑郁问卷对 454 名大学生分两次进行集体施测，测试间隔 7 周。 用 SPSS19.0 和 Lisrel8.70 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在整合模型中高标准调节了差异和琐事间的关系，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间的关系。 高标准直

接预测了成就琐事，而没有直接预测人际琐事。 结论：高标准与成就琐事相互作用从而预测抑郁，虽然差异与抑郁存

在相关，但并未发现支持其作为特殊易感性因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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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aily Hassles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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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si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we explor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hassles
and interpersonal hass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lmost Perfectionism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 (APS-R-CR), China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CC鄄
SPSS)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were administered to 45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wice, with an interval of 7
weeks. SPSS19.0 and Lisrel8.70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 Results: In the integrated model, high standard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hassles, and interpersonal hassles and achievement hassle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Although high standard predicted achievement hassles directly, it didn’t
predict interpersonal hassles. Conclusion: High standard interacted with achievement hassles to predict depression. Al鄄
though discrepancy is related to depression, no evidence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role of discrepancy in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ere disco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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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和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人格特质， 完美主

义一直备受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 在科学研究中，
研究者将完美主义看成是一种多维人格特质， 认为

完美主义不但具有消极成分，还具有积极成分 [1]，并

逐渐开始关注完美主义人格特质的积极方面 [2]。 完

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以为自己的表现设置高标准，力

求达到完美，对自己的表现有很高期待为主要特征，
也被称作个人标准完美主义 [3]、高标准 [4]、积极追求

完美[5]、积极完美主义[6]和积极追求成就 [7]，包括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度，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指向自我完美主义、 指向他人

完美主义与 Slaney 近乎完美量表修 订版的高标 准

和秩序，与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正性情绪等适应良好

的心理指标正相关 [4，5，7]。 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以对

他人消极评价的恐惧、 总是感觉自己的期望与表现

之间有差距和对自己行为的过度批评性评价为主要

特征，也被称作自我批评完美主义 [3]、差异 [4]、对不完

美的消极反应 [5]、消极完美主义 [6]和适应不良的在意

评价[7]，包括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错误在意度、
父母批评、父母期望、行为迟疑度，Hewitt 多维完美

主义量表的社会决定完美主 义与 Slaney 近乎完 美

量表修订版的差异，与抑郁、焦虑和负性情绪等适应

不良的心理指标正相关[4，5，7]。
研究者在考察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时发现，

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与抑郁不相关或负相关 [4，5，8-10]，
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与抑郁显著正相关[4，5，8-10]。 完美

主义积极成分水平高的个体为自己的表现设置很高

标准，希望自己能尽力做到最好；完美主义消极成分

水平高的个体很难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倾向于

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 对自己的错误不容易

接纳，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应激源（stressor）是指向机体提出适应和应对的

要求并进而导致充满紧张性的（stressful）生理和心

理反应的刺激物[11]。 根据应激源导致应激强度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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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体上可以将应激源分为两类，即生活事件和日

常生活琐事[11]。 生活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发生的重

要变化，例如夫妻争吵、结婚、离婚、子女离家、亲人

患病或死亡[11]。 日常生活琐事则是指日常生活中相

当微小的令人烦恼的刺激物，如时间和工作的压力、
错过的约会、冲突和尴尬的场面等[12]。 Dunkley 等认

为生活琐事是完美主义与心理痛苦间的中介变量之

一。 他们指出，完美主义者在内心中“全或无”的思

考方式，对失败的泛化，以及人际交往中对批评的恐

惧都会导致其经历更多的生活琐事， 进而产生心理

痛苦[13]。Patrick Luyten 等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批评完

美主义与日常琐事的产生相联系， 进而导致抑郁水

平升高[14]。Kanner 等人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生活事件

相比，琐事更好地预测了心理症状的持续，而且在控

制了生活事件的影响之后， 琐事与心理症状仍然存

在显著相关， 由此可以看出生活琐事对心理健康的

重要意义[15]。
现有研究表明， 不同种类的琐事对心理症状的

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不同 [16，17]。 个体易于知觉到的应

激类型也存在差异， 一些个体对某些特定类型的琐

事存在易罹患性， 例如一些人会认为家务活让人很

有压力， 而另一些人可能觉得家务活是一种享受和

休息[18]。 Hewitt 等将琐事划分为人际关系琐事与成

就琐事 [16-18]（人际关系琐事是指与个体的社会疏远感

和人际关系应对不良相关的琐事[16]，包括与伴侣、朋

友、亲属、同事等交往中产生的问题与困扰，成就琐

事是指实际造成了或可能使个体失 去某领域的 优

势、对环境的控制或个人隐私的琐事 [19]，包括工作、
健康、学习、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并发现不同类型的

琐事与完美主义的不同维度产生相互作用。
在对完美主义、 生活琐事和抑郁三者关系的研

究中，Hewitt 与 Flett 提出了 “特殊易感性假说”，假

定在预测抑郁时指向自我完美主义只和成就琐事产

生交互作用， 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只和人际关系琐

事产生交互作用[20]。 由于指向自我完美主义涉及达

到与自我形象相关的成就目标， 高水平的指向自我

完美主义者会认为与其它应激源相比， 成就应激源

更加让人反感。同理，社会决定完美主义涉及到通过

变得完美来保持他人对自己的认可， 高水平的社会

决定完美主义者会认为人际关系应激源对自己满足

别人期望的能力产生影响， 从而对其更加厌恶 [21]。
Hewitt 等所做的两个研究对这个假说提供了部分支

持 [20，21]。 Hewitt 与 Flett 对一组抑郁症患者和一组混

合患者展开研究， 结果发现在两组中指向自我完美

主义都只与成就琐事产生相关， 而社会决定完美主

义在抑郁组中只和人际关系琐事相关显著， 在混合

组中只与成就琐事相关显著 [20]。 Hewitt 等在对抑郁

症患者所做的纵向研究表明， 在控制了初测时抑郁

的影响之后， 指向自我完美主义只与成就应激源交

互作用预测之后的抑郁， 社会决定完美主义虽然预

测了第二次的抑郁， 但和成就应激源或人际关系应

激源均无交互作用[21]。 然而另外两个没有采用临床

样本的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22，23]。Hewitt 等对儿

童和青少年所做的研究发现，在预测抑郁症状时，指

向自我完美主义与成就应激和人际应激都产生了交

互作用， 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没有和它们产生交互

作用[22]。 Joiner 与 Schmidt 以大学生为被试对完美主

义易感性假设进行了验证， 发现社会决定完美主义

与成就应激和人际应激都产生了相互作用来预测随

后的抑郁， 而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人际关系应激相

互作用来预测随后的抑郁[23]。 Enns 等进行了为期一

年的纵向研究[24]，其研究发现，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

成就事件相关显著， 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人际生

活事件之间的相关仍然不显著。总体而言，指向自我

完美主义与成就应激相互作用进而预测抑郁， 得到

了较多支持，而另一方面：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人际

关系应激相互作用从而预测抑郁， 没有得到广泛的

支持[24]。 对以上研究所采用的被试、问卷和研究方法

进行比较可知， 支持假说的研究所采用的都是临床

样本和 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这表明样本和量

表的选择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近几年， 研究者陆续发现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

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完美主义消极成分与心理健

康指标的关系[6，25]。 Bergman 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积

极完美主义也具有消极的心理功能， 且高水平的积

极完美主义可以增强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指标的影

响[6]。与 Bergman 等的结果一致， 杨宏飞和沈模卫的

研究发现积极完美主义对消极完美主义和心理健康

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主要表现为高水平的

积极完美主义条件下消极完美主义与心理健康 （包

括抑郁、焦虑两个消极指标和自尊、生活满意度两个

积极指标） 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说明高水平的积

极完美主义增强了消极完美主义对心 理健康的 影

响, 而低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则相反， 能缓冲消极

完美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9]。
大部分既往对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之间

的中介效应的研究都将生活琐事作为一个整体因素

衡量其作用， 在少数对琐事进行进一步分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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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没有对生活琐事对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

应进行研究， 而且只探讨了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的

不同维度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没有考虑完美主义

的积极成分对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

郁间的中介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拟在控制了完美主

义的积极成分对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关系的

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探讨人际琐事与成就琐事在完

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并对完美

主义的特殊易感性假设进行验证， 进而呈现一个更

为全面的完美主义、生活琐事和抑郁的关系模型。

１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天津市某高校整群选取 454 名大一学生；男

289 人， 女 162 人，3 人性别信息缺失；422 人为汉

族，29 人为少数民族，3 人民族信息缺失；170 人来

自城市，85 人来自县镇，143 人来自农村，56 人家庭

信息缺失；平均年龄为 18.51±0.77 周岁。
1.2 工具

1.2.1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中文修订版 选用杨丽

等人 2007 年修订的 APS-R 中文修订版 [26](The Chi鄄
nese Revised Version of Almost Perfect Scale -Re鄄
vised，APS-R-CR)来测量完美主义。 选用差异分量

表作为消极完美主义的指标(12 个条目，如“我最好

的表现似乎从来没有达到令我满意的程度。 ”)，选用

高标准量表作为积极完美主义的指标(8 个条目，如

“我为自己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本研究中，差异

分量 表 和 高 标 准 分 量 表 的 α 系 数 分 别 是 0.860 和

0.770。
1.2.2 大学生应激源量表 选用梁宝勇和郝志红编

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 (China College Stu鄄
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CCSPSS)测量 应 激 水

平。 选用日常琐事分量表(33 个条目，如“同学关系

紧张”)测量日常琐事维度的水平。 由六个心理学研

究生各自独立地对量表中的应激源进行评价， 将应

激源分为人际关系应激源和成就应激源两类， 人际

应 激 源 记 为 1 分 ， 成 就 应 激 源 记 为 3 分 。 用

SPSS19.0 对评价结果 进行处理， 保 留平 均 得 分 在

1.5 分以下和 2.5 分以上的项目，共保留人际关系琐

事 9 项，成就琐事 10 项。
1.2.3 Beck 抑郁问卷 Beck 抑 郁 问 卷 （Beck De鄄
pression Inventory，BDI）由 Beck 编制，每个症状为一

个类别，共 21 个类别；每个类别的描述分四级，按其

所显示的症状严重程度排列，从“无”到“极重”，级别

赋值为 0－3 分，总分为 0－63。 在本研究中，Beck 抑

郁问卷的 α 系数为 0.812。
1.3 研究程序

每位参与者被要求先后参加两次测试， 测试间

隔 7 周。第一次选用 APS-R 中文修订版和大学生应

激源量表，第二次选用贝克抑郁问卷。所有的问卷按

照不同的顺序随机排列。每位参加者自愿参加测试，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后得到一份小礼品。对学生

采取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 20 分钟左

右。 问卷收回后采用人工录入的方法整理数据， 并

用 SPSS19.0 和 Lisrel8.70 进行数据分析。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高标准、差异和抑郁进行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见，高标准与成就琐事、人际琐事和抑

郁均无显著相关；差异与非人际琐事、人际琐事和抑

郁均有显著相关；成就琐事、人际琐事和抑郁也显著

相关。

表 1 完美主义、琐事和抑郁的相关分析及描述统计表

注：n=454，**P＜0.01

表 2 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标

2.2 中介效应分析

2.2.1 未控制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人际琐
事和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

证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关系的

中介效应， 并方便对是否控制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

下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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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先在不考虑高标准对差异和琐事、 抑郁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直接检验人际琐事和成

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针对琐

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设定 了部分中介 模

型，利用 Lisrel8.70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进行模型估计。 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

指数见表 2。 由表中拟合指数所示，人际琐事和成就

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拟合

良好。 部分中介模型见图 1 与图 2。
2.2.2 考虑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 人际琐
事和非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

温忠麟提到的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介的混合

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处理方法 [27]，首先建构出如图

3 所示的假想的结构模型 M1， 然后将差异、 高标

准、琐事与抑郁做中心化变换，利用 Lisrel8.70 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 检查模型中各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到

如图 4、图 5 所示的整合模型 M2、M3。 M2 为人际琐

事的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为 χ2/df=2.329、RM鄄
SEA=0.054、NNFI =0.96、PNFI =0.74、CFI =0.97、IFI =
0.97、ECVI=0.45。 表明高标准在差异和人际琐事之

间有调节效应， 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有部分中

介效应。 M3 为成就琐事的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

别 为 χ2/df=2.233、RMSEA=0.053、NNFI=0.96、PNFI=
0.73、CFI=0.97、IFI=0.97、ECVI=0.44。 表明高标准在

差异和成就琐事之间有调节效应， 成就琐事在差异

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效应。

图 1 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模型

图 2 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模型

图 3 高标准和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假想结构模型

注：差异×高标准代表差异和高标准的交互作用项，下同。

图 4 高标准和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整合模型M2

图 5 高标准和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整合模型M3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 对不同类型生活

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初步探索。
研究结果显示生活琐事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之间

的关系，这与 Dunn 等 [12]和 Dunkley 等的研究 [13]结果

一致，表明差异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生

活琐事间接地影响抑郁。一方面，当个体对自身的表

现不满意， 对自己的缺点不容忍和对自己的失败不

接纳时，可以直接引发抑郁；另一方面，个体的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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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也可以通过歪曲的认知方式以及对理想自我的

病态追求扩大生活琐事对个体的心理影响， 从而导

致抑郁[20]。
在整合模型中对高标准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高标准虽然不可以直接预测抑郁，但可以作为

调节变量调节差异和人际琐事及成就琐事之间的关

系，进而影响抑郁。 由差异×高标准→人际琐事与成

就琐事的系数显著和人际琐事与成就琐事→抑郁的

系数显著可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的通过作为中介变

量的琐事起作用，即高标准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 [27]。
高标准的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高标准水平较高时差

异对琐事的影响要小于高标准水平较低时差异对琐

事的影响。即高标准低时，差异对生活琐事的影响更

大，更容易导致抑郁。 而当高标准水平较高时，差异

对生活琐事的影响较小， 进一步演化为抑郁的几率

也较低。 这与杨丽等的研究结果[28]比较一致，由此可

见，追求现实的高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动力

激励自己去实现自己设置的目标，对个体的生存、价

值体验和潜力发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高标准和

差异这两个维度并不完全独立， 二者存在着显著相

关，表明高标准会伴随着差异，因此个体在设置目标

时应把握好切合自身实际与外界环境实际的原则，
不应苛求结果， 否则追求高标准有可能变成个体行

为的阻力，对心理健康起消极作用[29]。
在本研究中， 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都部分中介

了差异和抑郁之间的关系， 这与 Joiner 与 Schmidt
在 1995 年所做的 研 究 结 果 [23]比较一致而与与 He鄄
witt 等 [20，21]和 Enns 等的研究 [24]不一致，究其原因，首

先可能是被试群体的不同所致。 本研究与 Joiner 等

的研究所用的被试都是大学生，而 Hewitt 等和 Enns
等使用的是门诊病人； 除此之外还可能是由于研究

测量完美主义采用的量表不同，Hewitt 等和 Enns 等

的研究采用的是多维完美主义量表（MPS），而 Joiner
与 Schmidt 使用的是饮食障碍问卷的完美主义分量

表， 本研究采用了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

版。 Stoeber 在研究中发现[2，30]，只有采用近乎完美量

表的差异分量表测量消极完美主义时， 它才显示出

和学习成绩显著的负相关， 这表明采用不同的完美

主义量表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为了比较两

模型的中介效应的大小， 可以利用图 4 和图 5 中的

路径系数计算差异经过琐事对抑郁的中介效应 [27]。
中介效应等于差异对琐事的直接效应乘以琐事对抑

郁的直接效应。 根据中介效应与差异对抑郁的直接

效应之比可以衡量中介效应的大小。根据计算，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差异对于抑郁的影响，人际琐事的中

介 效 应 占 了 25%， 而 成 就 琐 事 的 中 介 效 应 占 了

40%。 成就琐事包括的工作、学习、健康、经济等方面

的问题大部分与个人成就相关， 而对总是对自己的

表现不满意、 总是对不完美的自我不接纳和对自己

行为过度批评的个体来说， 一点小小的心理挫折也

可能相当于一次重大的失败， 所以对个人成就方面

的琐事更加敏感。 对比整合模型 M2 和 M3 可以看

出，高标准直接预测了成就琐事，而没有直接预测人

际琐事，此结果与 Hewitt 等 [20，21]和 Enns 等的研究 [24]

比较一致，但其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中高标准作为

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降低了成就琐事对个体心理健

康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与高标

准相关的自信、 自我效能感和正性情绪等适应良好

的心理指标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失败带来的挫

败感。 另外，对图 1 和图 4、图 2 和图 5 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加入高标准的调节作用之后， 差异到琐事的

路径系数增大， 根据计算可得琐事的中介效应也增

大。即加入高标准的调节作用后，琐事在差异和抑郁

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考虑各变量和完

美主义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时， 考虑完美主义的

积极成分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会使变量之间的

关系更加明朗[28]。
本研究将生活琐事分为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

对它们在差异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关系进行了探索，

并对完美主义的特殊易感性假设进行了验证， 研究

结果部分支持了该假设， 即高标准与成就琐事相互

作用从而预测抑郁。虽然差异与抑郁存在相关，但并

未发现支持其作为特殊易感性因素的证据。 研究使

用调查问卷的自我报告法， 其结果可能会受到被试

的认知和反应偏差，以及错误记忆的影响，从而使得

问卷结果的精确性降低。 基于访谈的测量方法可以

提供更为精确的结果。另外，与其它研究结果的比较

表明， 对完美主义量表的选择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

影响。因而，后续研究有必要将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

研究方法相结合， 将质性研究引入到完美主义的研

究领域中，以得到更全面和科学的完美主义、生活琐

事和抑郁的中介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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