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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中学教师性格优点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方法：被试为长沙地区的中学教师，共 227
人。 结果：中学教师 24 个性格优点中最突出的有，感恩、正直、公平、爱和友善。 中学教师的性格优点与生活满意度正

相关显著；有 11 种性格优点，即好奇、好学、创造、洞察力、勇敢、毅力、爱、团队、希望、幽默、活力与正性情感正相关

显著；负性情感则只与好奇、幽默的负相关显著。 结论：活力、希望、好奇、公正、欣赏对中学教师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

预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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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s middle school teachers’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 meri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haracter merits. Methods: 227 teachers from Changsha middle schools completed ques-
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mong the 24 merits, the most prominent were gratitude, fairness, in-
tegrity, love and kindness. Middle school teacher’ character meri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tisfaction with life; 11
kinds of character merits and positive emo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negative emot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uriosity and humor. Conclusion: It is the maximal that zest, hope, fairness, curiosity and appreciation of
beauty predict the varia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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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优点 （Character Strengths） 指通过个体认

知、情感和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一组积极人格品质 [1]，
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

积极心理学认为，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两

股抗争的力量， 即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 只有人所

固有的积极力量得到培育和增长， 人性的消极方面

才能被抑制，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自我实现的人。
为此， 积极心理学家提出了在各种文化中都普遍存

在并受到珍视、 反映着人类本性的六种核心美德及

其对应的 24 种性格优点 [2]；并强调性格优点既是个

体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积极力量 [3]；也是面对困境

时进行积极应对的“修正性力量”。 性格优点是生理

机制、外部行为和社会环境三者交互作用的合金。它

有普适性，但受文化与群体的影响，不同个体间也有

一定的独特性。 如，已有研究显示，美国人的突出性

格优点依次为友善、爱、幽默、正直与感恩 [4]；而在英

国人中，男性依次为判断、公正、好奇、爱学习与创

造，女性则为公正、友善、判断、好奇与爱学习[5]。

教师的职业为教书育人， 教师的劳动具有情绪

劳动特点。在教学过程中，其性格优点既是一种无法

替代的教育力量，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又是个人重要

的动力与自我调节资源， 影响认识、 行为与心理健

康。 尤其当下，随着社会发展与竞争的加剧，面对教

育改革、创新的挑战，中学教师所承受的压力与日俱

增[6，7]，发挥性格优点的积极作用尤显重要。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即指个体根

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状况进行一种整体评估后的

体验。积极心理学强调，幸福源于个体以积极或消极

方式解释生活事件的人格品质， 个人善于在日常生

活中运用性格优点将可最大限度地增进个体的幸福

感。一项对美国和日本人的研究就表明，活力、希望、
好奇和感恩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4]。 另有研究也显

示，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高相关 [8]。 本

研究旨在探讨中学教师的性格优点的特点及与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长沙地区的几所中学， 共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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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被试 227 人。 其中，初中教师 126 人，高中教师

101 人；男教师 102 人，女教师 125 人；教龄在 5 年

以下 55 人，6-10 年 51 人，11-15 年 56 人，16 年以

上 65 人。
1.2 工具

性格优点问卷 [9]。 采用由高晓玲修编的性格优

点问卷。该问卷有 88 个项目包含 6 大美德及对应的

24 个性格优点。 问卷采用 5 点计分，从“1=非常不像

我”到“5=非常像我”，分别记 1-5 分。 得分越高，表

明该性格优点倾向越突出。
生活满意度问卷。 采用由 Diener 编制的生活满

意度问卷，旨在从认 知 方 面 来 反映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 问卷包含有 5 项目，采用 7 点计分，从“1=非常

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均在 0.67 以上。

正、负性情感问卷。 采用由 Bragburn 编制的正

负性情感问卷， 旨在评价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
该问卷包含有 10 个项目，反映正、负性情感的项目

各 5 个。正性情感项目回答“是”计 1 分，负性情感项

目回答“否”计 1 分[10]。

2 结 果

2.1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的总体状况

中学教师在性格优点问卷各维度的得分及排序

见表 1。 其中，排序位列前五的性格优点依次是：感

恩、正直、公正、爱、友善。 经平均数差异配对比较检

验， 排在前六的各性格优点平均分之间的差异均不

显著；从排第 7 位的欣赏开始，与处在第 1 位的感恩

之间平均分差异具有显著性 （感恩与欣赏，t=2.02，
P＜0.05）；而排在第 5 位的友善，直到与处在第 8 位

的谨慎起，两者间的差异才有显著性（友善与谨慎，

t=1.983，P＜0.05）。
2.2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表

明，24 种性格优点与生活满意度都显著正相关 （P＜
0.05）；有 11 种性格优点，即好奇、好学、创造、洞察

力、勇敢、毅力、爱、团队、希望、幽默、活力与正性情

感显著正相关；但负性情感只与好奇、幽默的负相关

显著。 见表 2。
2.3 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主观幸福感之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

性情感为因变量，以性格优点为预测变量，采用逐步

法进行回归分析，表 3 列出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 1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的特点分析（N=227）

表 2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注： *P＜0.05，**P＜0.01，下同。

表 3 中学教师性格优点对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β)

3 讨 论

从调查结果看，中学教师的 24 种性格优点得分

都在中位数 3 分以上， 说明他们都拥有这些性格优

点。 其中尤以感恩、公正、正直、爱和友善的得分最

高，列前五位。塞利格曼将得分排序位列前五的性格

优点称之为“显著优点”，认为它可代表个人最为突

出的积极品质 [3]。 本研究结果与对美国人的研究不

尽同，他们最显著的性格优点是友善、公正、正直、感

恩和判断[11]。 他们的显著优点中有“判断”，没有“爱”。
前者为智慧方面的品质，后者为“内心”的力量。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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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职业特点及需要看，教师的“爱”，即“内心”的力量

在教育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已有研究曾指出，真诚、
爱、友善、公正是教师应具有的重要职业人格品质 [12]，
是教师陶冶“心灵”，影响“人际”关系的力量[13]。 这也

正反映了教师职业对其性格优点独特性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 教师各性格优点与生活满意度

都显著正相关；正性情绪与好奇、好学、创造、洞察

力、勇敢、毅力、爱、团队、希望、幽默、活力 11 项性格

优点相关显著，但负性情感则只与好奇、幽默两种性

格优点的负相关显著。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性别

和教龄后，活力、希望、好奇对生活满意度的变异最

具预测力，可预测其 19.5%的变异。 活力与公正对正

性情感的变异最具预测力，可预测其 16.1%的变异。

而好奇和欣赏则负向预测负性情感 13%的变异。
积极心理学认为， 活力表现着个体积极情绪的

唤醒程度；希望是指向目标的能量水平，属一种积极

的动机状态； 好奇为个体认识与追求方面的认知力

量。显然，它们的交互作用可影响个体对生活意义的

理解与追求，调节意志力以提升生活满意度。而教育

中的公正， 有助于师生间良好的互动与积极关系的

建立，亦可进一步影响积极情绪体验的获取；欣赏作

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 更是可陶冶与提升教师的

素养、调节对愉悦的感受，减少痛苦的评价或平衡负

性情绪。从交互作用论看，教师的这些积极态度与行

为还可感染学生以激发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当学

生努力学习的结果改善和提高了成绩时， 又能使教

师获得成就感而体验到幸福、快乐[14]。 本研究结果与

Shimai 等对美、日被试的研究、国内学者李志勇 [15]的

研究结论相似，显示教师的性格优点、积极的心境可

增进其幸福感。
但研究结果也提示， 从当前中学教师性格优点

的排序看， 那些对主观幸福感最具预测力的性格优

点，如活力、希望都还没有进入教师突出积极人格品

质之列，且活力的排序也比较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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