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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态度是人们对变老过程及年老的体验和评

价，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心理结构，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可分为多个层面。首先，根据内容的性质可分为消

极和积极两方向，老化的消极方面是指对由年龄增

长而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丧失负面感

受和体验；积极方面是指一些有关老年期的正性感

受和体验，如健康良好、坚持运动锻炼和由年龄增长

带来的智慧或成长等[1，2]。其次，根据评价视角可分

为一般老化态度和自我老化态度，一般老化态度是

指向老年人群体的态度；自我老化态度则指向自己

本身[2，3]。

老年人个人所持有的老化态度对身心健康有重

要影响，且老化态度中的不同层面对老年人心理健

康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持有积极老化态度的老年

人比持有消极老化态度的有更好的记忆成绩 [4]；对

变老的消极体验能够显著预测老年人的孤独和焦虑

情绪，而积极体验作用不显著[5]；指向老年人自我评

价越积极，其心理幸福感就越高，而指向一般老年人

群的评价则与老年人的幸福感无关 [3]。同时，老年

人的老化态度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内在因素包

括自身健康状况、个性特点等；外在因素包括社会环

境、社会支持等，其中社会环境是影响老年人老化态

度的重要外在因素，人们对老年所持有消极的评价

会影响到他们与老年人的交往方式，进而影响老年

人的老化态度[6]。

西方国家已对老化态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

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相对缺乏，仅有少量的工具开

发及对特定老年人群的初步使用[1，5，7]。传统中国文

化是集体参照，具有崇老尊老的意识和道德准则；而

西方文化是个人参照，强调个人能力且对老年人存

在明显的年龄歧视，因此西方研究发现老年人对衰

老的消极体验多于积极体验，自我老化态度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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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态度积极[6，8]；同时发现指向自我的老化态度与

心理健康关联更密切。而这些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以

集体为参照的中国文化。在传统中国文化背景下，

老年人的老化态度呈现何种特点？消极体验与积极

体验关系如何？自我老化态度与一般老化态度有何

差别？不同方面的老化态度又是如何影响着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本研究将就上述问题展开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北京、天津、成都三个城市以方便取样收集到

有效问卷 722 份。被试平均年龄为 69.34±6.36 岁，

其 中 60- 64 岁 192 人 (26.6% )，65- 69 岁 190 人

（26.3%），70-74 岁 201 人 (27.8% )，75-79 岁 93 人

（12.9%），80岁以上46人(6.4%)；男性388人(53.7%)，
女性 334人(46.3%)；已婚 653人（90.4%），丧偶 46人

（6.4%），其他 23 人（3.2%）；小学以下学历 153 人

（21.2%），中学或中专 200人（27.7%），大专以上 335
人（46.4%），其他34人（4.7%）。

1.2 工具

1.2.1 老化态度的测量 采用老化态度问卷（The
Attitudes to Aging Questionnaire，AAQ）[2，7]测量被试的

老化态度。该问卷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5
点评分，共 24个题目，可从内容和评价视角两个层

面进行计分得出老化态度指标。其中内容层面包括

三 个 维 度 ，分 别 为 ：心 理 社 会 丧 失（psychosocial
loss）、心 理 获 得（psychological growth）、身 体 变 化

（physical change）。心理社会丧失指被试在变老过

程中感知到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的消极体验，如

“老年时光是孤独的”；心理获得指被试在变老过程

中感知到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方面的积极体验，如“年

老是一种优势”；身体变化指在变老过程中为身体健

康而做出的努力并由此产生的对自身健康的肯定评

价，如“我的健康比我预计这个年龄时候的要好”。

本研究中三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 0.77、

0.79 和 0.79，总量表为 0.79。评价视角层面可分为

一般老化态度（指对一般老年人群体变老的评价，量

表中前7个项目）和对自我老化态度（指对自己变老

的态度，后 17个项目），得分越高表明态度越积极。

本研究中两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62和0.80。

1.2.2 心理健康的测量 以抑郁作为心理健康的

指标，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进行测量。该

量表以4点计分，总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

1.3 数据收集与统计方法

采取个体施测和小团体施测相结合的方法。对

于无法自行填答的被试，进行个体施测；其他被试在

主试的指导下自行完成。主试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担任。采用SPSS18.0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2 结 果

2.1 老年人老化态度的一般特点

从内容和评价视角两个层面分析老年人老化态

度的特点。

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作为被试

间变量，以内容三维度平均分作为被试内变量，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内容维度主效应显

著（Pillai’s Trace=0.196，F(2，653)=79.719，P<0.001，η2=
0.804），身体变化得分最高，心理获得得分次之，心

理社会丧失得分最低，LSD事后检验发现两两差异

均显著；内容维度与受教育水平交互作用显著（Pil⁃
lai’s Trace=0.021，F(6，1308)=2.337，P=0.03，η2=0.979），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心理社会丧失（F(3，722)=3.206，P=
0.001）和心理获得（F(3，722)=2.208，P=0.010）两维度上

各受教育水平之间差异显著，具体均表现为大专及

以上组得分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和中学组，其它各

教育水平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身体变化维度上差

异不显著。其他变量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由于评价视角是综合使用积极和消极的项目，

在分析前对项目评分进行转向处理，得分越高表示

评价越积极。以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

作为被试间变量，以评价视角平均分作为被试内变

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评价视角主

效应显著，（Pillai’s Trace=0.007，F(1，661) = 4.466，P=
0.035，η2=0.993），自我老化态度得分高于一般老化

态度。其他变量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具体

结果见表1。

表1 不同受教育程度组老化态度得分（M±SD）

内容

评价视角

心理社会丧失
心理获得
身体变化
一般老化态度
自我老化态度

小学及以下
2.20±0.77
3.21±0.77
3.44±0.74
3.31±0.64
3.50±0.52

中学
2.20±0.91
3.16±0.80
3.53±0.83
3.23±0.74
3.46±0.66

大专及以上
1.97±0.67
2.99±0.74
3.46±0.68
3.20±0.68
3.36±0.69

其他
1.97±0.76
3.20±0.69
3.52±0.79
3.54±0.56
3.59±0.53

合计
2.08±0.77
3.09±0.76
3.48±0.74
3.25±0.69
3.43±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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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老化态度内容指标对抑郁的影响

由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受到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和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9-11]，因此本研

究将这些变量作为协变量，考察老化态度内容指标

对抑郁的预测作用。其中，性别和婚姻以0/1编码，

男=0，女=1；无配偶=0，有配偶=1。

以抑郁作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层

用强行纳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第二

层用 stepwise 方法纳入老化态度的内容指标，心理

社会丧失和身体变化可有效预测老年人抑郁水平，

模型共解释抑郁总变异的15.5%，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老化态度内容指标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表3 老化态度评价角度指标对抑郁的回归分析

2.3 老化态度评价视角指标对抑郁的影响

使用同样方法，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后，考察老化态度的评价视角指标对抑郁的

影响，结果如下表 3。自我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

度均可有效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模型共解释总

变异的8.1%，而自我老化态度在模型中的解释明显

大于一般老化态度，具体结果见表3。

3 讨 论

3.1 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基本情况

与黄一帆等人 [7]的结果类似，本研究也发现中

国老年人在变老过程中体验到相对较多的积极变

化。而西方的大量研究却较为一致地发现，在多个

领域，各年龄段中有关衰老的情感、认知及行为等认

知成分都表现为消极多于积极[6]。可见老化态度的

确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在浓厚的崇老尊老文化

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下，老年人对衰老所产生的身体

和心理方面积极体验多于消极体验。

对比老年人的自我和一般老化态度，发现老年

人对自己变老过程的体验会更为积极。Festinger认

为，社会比较是人类的一个内驱力，对自我评价非常

重要[12]。向下比较是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社会比较

方式，人们倾向于通过与更不幸人的比较来增加自

己的主观幸福感[13]。这就可以理解，老年人经历几

乎同样的老化过程，但老年人却普遍认为自己比同

龄人在变老过程中有更多的积极变化。这个结果与

西方研究的结果相似 [6]，说明中国的集体主义倾向

的文化传统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不大。

同时，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在老年人的老化

态度各个维度上，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

量主效应均不显著。说明老化态度是一个较为个人

化和稳定的心理结构，基本不受群体人口学特征的

影响。分析中发现在社会心理丧失和心理获得两个

维度上大专及以上老年人得分均低于小学及以下和

中学组，社会心理丧失是一种消极体验，而心理获得

是积极体验，在这两个维度上大专及以上老年人得

分均较低，这个结果让人感觉疑惑。结合身体变化

维度的结果，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体现的可能不是不

同受教育水平群体在老化态度上的差异，而是他们

在项目反应模式上的差异。不同受教育水平老年人

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模式是相似的，表现为“身体变

化>心理获得>社会心理丧失”，且大专及以上组被

访者在三个维度上得分几乎都是最低的。进一步对

具体选项的频次进行分析，发现大专及以上组老年

人在所有问题上选择 5的频次都最低。所以，我们

认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对项目进行反应

时倾向于不做“非常同意”的极端反应，进而导致其

得分显著低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需要说明

的是，此讨论目前尚较为粗浅，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和

探讨。

3.2 心理社会丧失和身体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

变量后，心理社会丧失和身体变化得分可显著预测

老年人的抑郁，而心理获得未进入方程。

年龄增长带来的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对

这些变化所持的消极态度对心理健康的负向作用明

显大于积极态度对于心理健康的正向作用，这结果

与王大华等 [5]的研究结果一致。Tversky 和 Kahne⁃
man 等人认为人们有规避损失(Loss Aversion)的特

点：失去本身拥有的一件东西远比本身从未拥有过

更痛苦[14]。此外，老年人的老化态度是对衰老所带

自变量

(常数)
性别

年龄

婚姻状态

教育水平

心理社会丧失

身体变化

非标准化系数

B
17.454
0.312

-0.077
-3.195
-0.571
3.721

-1.725

标准误

5.545
0.749
0.065
1.665
0.402
0.462
0.450

标准化系数

β

0.019
-0.054
-0.085
-0.064
0.36

-0.169

t
3.148
0.416

-1.174
-1.919
-1.419
8.063

-3.834

P
0.002
0.677
0.241
0.056
0.157

<0.001
<0.001

R2

0.007
0.128
0.155

自变量

(常数)
性别

年龄

婚姻状态

教育水平

自我老化态度

一般老化态度

非标准化系数

B
31.020
0.110

-0.003
-3.634
-0.910
-2.703
-1.718

标准误

6.197
0.780
0.067
1.741
0.417
0.808
0.665

标准化系数

β

0.007
-0.002
-0.096
-0.102
-0.180
-0.140

t
5.005
0.141

-0.039
-2.088
-2.182
-3.345
-2.584

P
<0.001
0.888
0.969
0.037
0.030
0.001
0.010

R2

0.007
0.069
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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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变化的认知，无论是消极态度还是积极态度，都

是老年人经过再适应之后的结果，衰老所带来的丧

失可能是直接而显见的，而心理获得更多的是认知

再加工或者再适应的结果。所以，心理社会丧失较

心理获得可更有力的预测老年人的抑郁水平。

身体变化主要反映有关锻炼和自评健康两方面

的态度。积极的自评健康可有效预测老年人的心理

健康水平 [15，16]，这是因为自评健康不单单反映了个

人客观身体健康，更反映了情感调节水平[17]。同时，

对锻炼的态度不单反映了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重视

和对锻炼作用的信任程度，更反映了被试的一种应

对策略。当伴随老化而来的身体机能开始衰退时，

选择锻炼来与之抗衡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心健康

都有积极意义，锻炼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身体

健康，更是对抗抑郁的最佳手段。

3.3 一般和自我老化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虽然一般老化态度和自我老化态度都可以预测

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但相对一般老化态度，自我老化

态度的解释力更大。自我老化态度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与 Levy 的刻板印象具体化理论所描述的现象一

致：只有当老年人对老化的态度和自己本身相关时，

对老化的体验才可能影响其操作成绩[18]。

但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在测量一般老化态度和

自老化态度上存在一定局限，两者测量范畴并不一

一对应。测量自我老化态度和一般老化态度的理想

方式，应该是针对同一内容同时测量老年人对自己

的评价及对一般老年人群的评价。例如，在自我老

态度中测量“通过锻炼我尽可能使自己保持强壮和

有活力”，对应在一般老化态度中测量“通过锻炼，多

数老年人尽可能使他们保持强壮和有活力”。在以

后研究中，可以将老化态度问卷发展成包括 2(自我

和他人)×3(心理社会丧失、身体变化、心理获得)维度

的测验，更深入的考察老化态度和心理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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