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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已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问

题。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 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

3.9％，粗离婚率为2.7‰，比上年增加0.1个千分点，

并且这一指标在过去十余年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儿童生活在

离异家庭中，他们的心理与行为适应也成为心理学

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大

量研究结果均已证实，离异家庭儿童相较于完整家

庭儿童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绪行为问题，其学习成

绩和社会关系质量也更差[2，3]。不仅如此，有研究表

明上述消极影响甚至会持续到成年期[4]。

离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包含一系列的冲

突和压力 [4，5]。这种冲突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

响监护父母的心理适应。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经历

过离异的成年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适应不良，表

现出更高水平的焦虑、抑郁、愤怒和自我怀疑[6]。在

这种消极情绪下，监护父母往往很难关注到儿童的

需求，他们更容易采取强制手段对待儿童，从而引起

亲子关系的紧张，并进而影响儿童的情绪行为适应
[7，8]。从这一意义上讲，监护父母如能较好地识别他

人（尤其是孩子）的情绪，有效地调节自身的情绪，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离异对儿童情绪行为适应的

消极影响。也就是说，离异家庭监护父母的情绪智

力很有可能与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之间存在负向联

系。所谓情绪智力是指个体适应性地知觉、理解、调

节和利用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9]。已有研究考察

了父母情绪智力与儿童情绪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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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父母，其子女往往表现出更少

的情绪行为问题 [10，11]。然而，上述研究多是针对完

整家庭的儿童，鲜有研究考察离异家庭监护父母情

绪智力与儿童情绪行为适应的关系。

此外，从离异家庭监护父母情绪智力到儿童情

绪行为适应之间仍有可能存在一系列的中间环节
[12]，而希望感很有可能是上述中间环节的重要组成

部分。作为一种坚信愉快结果有可能发生的信念
[13]，希望感的形成受其所属环境，尤其是生活中重要

他人的影响[14，15]。研究发现，父母积极的情感表达，

对儿童情感需求的良好知觉和满足以及对儿童的关

爱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儿童青少年形成和维持较高

的希望感[16]，并且上述效应在正常和临床样本上均

已得到证实[17]。而良好的希望感一旦形成，则有助

于个体更好地应对环境中的风险因素，降低情绪和

行为问题发生的可能[18]。也就是说，希望感很有可

能在离异家庭监护父母情绪智力与儿童情绪行为适

应之间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离异家庭监护父母情绪智

力与儿童情绪行为适应的关系，以及儿童希望感在

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被试来源于湖南湘潭、邵阳等地部分中小学，共

获得离异家庭样本115个。这115个家庭中，主抚养

人为父亲的是50位，主抚养人为母亲的是65位。主

抚养人平均年龄 40岁（SD=5.30），孩子平均年龄 12
岁（SD=2.43）。主抚养人的学历情况：高中及高中以

下占82.6%、大专及本科以上占17.4%；月收入情况：

3000元以下为 78.3%、3000-5000元为 16.5%、5000
元以上为5.2%。115位离异儿童中男生56人，女生

59人，小学生占40%，初中生占60%。

1.2 研究工具

1.2.1 情绪智力量表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 采用Schutte等人编制，王才康[9]修订的情绪智

力量表测量监护父母的情绪智力。该量表有 33个
项目，包括情绪感知、自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

运用情绪四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

1.2.2 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 and Difficult Ques⁃
tionnaire, SDQ） 由 Goodman 等依据 DSM- IV 和

ICD-10 诊断标准设计。量表由五个分量表构成，分

别是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多动注意缺陷、同伴交往

问题和亲社会行为，每个条目按 0-2三级计分。其

中，困难总分由前四个分量表构成。该量表适用于

3~17 岁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评估。已有研

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9]。本研究

中，困难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亲社会行为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
1.2.3 儿 童 希 望 感 量 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 由 Snyder编制，赵必华和孙彦等人 [20]修订。

儿童希望量表由六个项目组成，分为路径思维和动

力思维两个维度。量表采用 1-6点计分，计算六道

题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希望感越高。已有

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0]。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1.3 研究程序

首先与中小学取得联系，调查学校就读学生中

离异家庭儿童的数量。在征得儿童监护父母及所在

学校教师同意的情况下，向离异家庭儿童及其监护

父母发放问卷。其中，监护父母完成情绪智力量表

和长处与困难问卷，儿童完成希望感量表。填答完

成后由学校统一回收。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监护父母情绪智力与儿童希望感呈显著正相

关；儿童希望感与困难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与亲社会

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监护父母情绪智力与儿童困难

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

关。见表1。
2.2 监护父母情绪智力对儿童情绪行为适应的预

测：儿童希望感的中介作用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1]的建议，采用偏差校正

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

区间。所有运算均通过Hayes[22]编制的SPSS宏程序

PROCESS中的模型 4完成。其中，中介效应的检验

分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预

测，计算 ^

a；第二，检验自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

预测，分别计算 ^

c和
^

b。中介效应（即系数乘积的估计

值 ^

a
^

b）的 95%置信区间若不包含 0，则表明中介效应

存在[21]。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其中，监护父母情绪智力对儿童困难总分的直

接效应（ ^

c）为 - 0.29，95%置信区间为 [- 0.467, -
0.109]，中介效应（^

a
^

b）为-0.05，95%置信区间为 [-
0.142,-0.004]，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5.70%；

监护父母情绪智力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直接效应

（^

c）为0.28，95%置信区间为[0.106, 0.452]，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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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b）为 0.08，95%置信区间为[0.005, 0.199]，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39%。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注：*P<0.05，**P<0.01，下同。

表2 儿童希望感在监护父母情绪智力

与儿童情绪行为适应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离异家庭监护父母情绪智力

与儿童困难总分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亲社会行为

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针对完整家庭的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10，11]。儿童的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

父母对于离异的适应情况。如果监护父母不具备良

好的情绪管理能力，在离异的过程中更容易表现出

愤怒、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而这种消极情绪的持

续“溢出”很容易被儿童敏感地觉知，从而影响其情

绪行为适应[4]。而如果监护父母能够在孩子面前很

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敏感地知觉孩子的需求并给

予有效地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防止消极

情绪的“溢出”，更加积极有效地有孩子互动，从而有

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父母的离异。

此外，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监护父母情绪

智力对儿童情绪适应问题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

过儿童的希望感实现的。希望感是个体在困境中调

节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机制[23]。儿童具有较

高的希望感能帮助其有效克服困难，并缓解创伤性

事件对儿童的不良影响[24]。他们在面临困难时，能

够积极尝试不同的方式应对困难，从而降低心理与

行为适应的风险[23]。从这一意义上讲，离异家庭的

儿童如能形成较高的希望感，其情绪行为问题的发

生也会相对较少。而监护父母的情绪智力则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作用于儿童希望感的形成。根据希望感

的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希望感是在早期以及当

下与环境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形成的[14]。其中，父母

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在儿童希望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15]。离异家庭中的监护父母如果能够很

好地管理自身的压力和消极情绪，那么就容易给予

儿童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在这种环境下，儿童也更

容易形成更加积极地看待自身和外部环境的认知倾

向，其希望感容易形成并得到维持。而希望感一旦

形成，个体往往能设定具体、明确、真实的目标，并愿

意为之付出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其情绪行为适应

问题则会大大下降。

本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离异家庭儿童

情绪行为适应可能的保护因子及其作用机制，但也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是横断设计，这使

得我们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使得样本的数量有限，且有一定比例的

家长不愿参加研究，使得样本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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