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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查社会支持在人格宽恕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选取 371 名大学生，采用宽恕性特质

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CL-90 以及四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评定。 结果：人格宽恕性、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人格宽恕性既可以直接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程度促

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结论：社会支持在人格宽恕性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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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relationships among trait forgiveness, potential mediating factor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variables. Methods: A total of 371 subjects completed Trait Forgivingness Scale(TFS), Social Support Scale,
SCL-90 and the 4-item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Results: Trait forgiveness wa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somatic symptoms, and social support.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support mediat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trait forgiveness and mental health, but trait forgiveness also made an independent contribution to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Social support has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s between trait forgiveness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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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既被看作是个体在面对他人的侵犯时所做

出的一种反应，也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具

有宽恕性人格的个体会在很多情境下都选择宽恕侵

犯者对自己的伤害[1，2]。 人格宽恕性之所以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宽恕性作为一种促使个体社会适应

的积极品质 [3]，有利于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 [4-6]。
研究发现宽恕水平高的个体其抑郁水平会更低 [7，8]。

尽管对于宽恕性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得

到了很多研究的确认， 但对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者

的看法并不一致。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认为宽恕性人

格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既存在直接的作用机制也存

在间接的作用机制 [9]。 直接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

宽恕他人的冒犯会减少个体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

敌意、怨恨和恐惧等，提升幸福感水平 [10，11]。 间接的

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对一些在宽恕性人格和心理健

康水平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变量的考察， 受到研究

者关注较多的中介变量包括社会支持、健康行为、消

极情感、应激、信仰等[1，12]。 社会支持是个体的需求获

得他人回应和接纳的感觉， 对于个体应对压力具有

很大的帮助，一般来说，有依靠的人能够更好地处理

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且能够增进个体的身心

健康水平[13]。

近年来国内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宽恕性人格 [6，8，14]，
但还没有研究探讨宽恕性人格与心理健康之间的间

接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社会支持在人格宽恕性和心

理健康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

1 方 法

1.1 被试

正式施测的被试共 371 名大一学生， 其中男生

173 名，女生 198 名；文科学生 167 名，理 工 科 204
名。 年龄在 18-20 岁之间。
1.2 研究工具

1.2.1 宽恕性的测量 宽恕性特质量表 （Trait For-
givingness Scale，TFS） 是 Berry 和 Worthington 等在

原有的 15 个项目的宽恕性特质量表 [15]的基础上开

发的简式量表，共包含 10 个项目，被试在所有项目

上得分的总和即为该被试的宽恕性分数 [16]。 修订的

中文版宽恕性特质量表与原量表结构一致 [14]，在本

研究中 α 系数为 0.70。
1.2.2 心理健康的测量 ①SCL-90 包括 90 个项目，
测量心身症状的 10 个因素，包括躯体化、强迫、人际

障碍、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偏执、精神病和性心理

障碍（其它），并以总分为心身症状的整体测量，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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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明其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17]。 ②4 项目的主观

幸福感量表（The 4-item 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
由 Lyubomirsky 和 Lepper 编制，包括 4 个项目，采用

7 点量表计分， 测量 个 体 对 生 活 的 整 体 幸 福 感 水

平[18]。 修订的中文版量表与原量表结构一致，信效度

良好[19]。
1.2.3 社会支持的测量 采用肖水源等人编制的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测查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 [20]。 本研究中为

了更好的使该量表符合大一新生的特点， 对其个别

项目做了适当的调整，包括将原量表的第 3 题 “您

与 邻 居”删 除；将 第 4 题“您 与 同 事”改 为“您 与 同

学”；将其它题目中所涉及的“配偶”改为“恋人”。 调

整之后的量表共包括 9 个项目， 在本次研究中内部

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8。
1.3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16.0 和 Amos16.0 统计软件进行相关

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检验。

2 结 果

2.1 人格宽恕性、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

从表 1 可以看出，人格宽恕性与社会支持、心理

健康指标之间的相关均非常显著。

表 1 人格宽恕性、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社会支持（R）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以幸福感为因变量）

表 3 社会支持（R）的中介效应依次

检验（以心身症状为因变量）

2.2 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 S 表示中介 变量社会支 持，X 表 示 宽 恕 性，

Y1 表示幸福感(4 项目主观幸福感)，Y2 表示身心症

状(SCL-90)，采用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进行中

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在宽恕性与主观

幸福感之间， 以及宽恕性与心身症状之间均起部分

中介作用。 具体结果见表 2 和表 3。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无论是以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的

指标还是以身心症状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 人格宽

恕性可以正向有效预测个体的社会支持程度； 个体

的社会支持程度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人格宽恕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 的心理健 康水

平， 也会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的心理

健康水平。
宽恕性人格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 是个体

在遭受到他人冒犯的情境下选择宽恕和原谅， 而放

弃怨恨和报复的一种人格倾向。很多研究发现，人格

宽恕性与大五人格中的愉悦性呈显著的正相关，与

神经质维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21]。 有关中国人人格

特质与宽恕性的研究也发现， 大七人格中的人际关

系、善良、情绪性和外向性维度可以显著的预测个体

的宽恕性水平[14]。 也就是说，具有高宽恕性水平的个

体对待他人会更加的宽和、热情、友好并顾及他人的

感受，容易与人相处，因此会具有更加良好的人际关

系和社会支持系统 [10]，从而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水平[1]。 此外，很多研究者认为人格宽恕性可以被看

作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它有利于个体在遭遇伤害

性事件时平缓愤怒的情绪， 减轻伤害性事件所带来

的痛苦，保持个体平和的心境，因此有利于个体的身

心健康，可以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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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医学心理学-理论、方法与临床》（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年 6 月出版，65 万字，定价 50 元，网购有

折）是姜乾金教授鼎力之作，内含作者主持的国家级精品课程成果、30 年学科建设总结和 40 年实践工

作经验。书中广泛吸收国外相关学科知识和技术，结合作者长期教学、科研和实践经历，构成本土化的医

学心理学体系。在心理学理论、研究设计、临床和实践操作等各个环节均有突出的自主创新性、可操作性

和实用性。 全书图文并茂，案例丰富，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际。 本书适合医学心理学、心理卫生学、临床

心理学、健康心理学、心身医学和护理心理学等专业工作者在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中使用；也是关心心

身健康的读者自我修养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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