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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自我和谐的关系。 方法：采用青少年自我价值定位量表、自我和谐量表对

695 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 结果：自我价值在能力知识领域定位程度越高的青少年，自我和谐程度也越高；相反，自我

价值在人际行为、体形外表、家庭条件领域定位程度越高的青少年自我和谐水平越低。 结论：不同领域的自我价值定

位对个体自我和谐有不同性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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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congruence and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in adoles-
cents. Methods: 659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Adolescent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Scale(ACSW)
and the Self 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cale (SCCS). Results: Adolescents who based their self-esteem hihger on the
domain of Ability demonstrated better self-congruence, and on the contrary interpersonal behavior contingency, appear-
ance contingency and family socioeconomics status contingency woul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 adolescents’ self-
congruence. Conclusion: The domains on which one’s self-esteem based would have differently effects on self-congru-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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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Self-congruence）是指自我与经验之

间的关系，如果个体在经验与自我之间体验到差距，
就会出现紧张与纷扰，即“不和谐”状态[1]。 个体为了

降低这种“不和谐”状态、维持其自我概念，就会采取

各种各样的防御反应 [2]，由此给心理障 碍的出现打

下基础[1]。 Rogers[3]认为，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是

心理障碍产生的重要原因。
Crocker 等 [4]认为，个体的自我价值如果定位在

诸如品德这种内部领域， 则个体可以通过自身努力

来获取成功，较容易控制也相对容易获得满足，而定

位在外表或社会接纳等外部领域， 由于个体较难控

制、就难以获得满足，并且由于需要他人证实或需要

他人认可会更不利于个体健康。因此，自我价值定位

在不同的领域意味着个体获得满足的程度也不同，
由此则可能使个体感受到的经验与自我之间的差异

也不同。 虽然自我价值定位理论已成为当前的研究

热点之一， 但至今还鲜见有研究考察自我价值定位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自我价值定位 (Contingency of
Self-worth，CSW) 是指个体自我价值感的来源领域，
反映各来源领域内的事件对个体自我价值判断与体

验的影响程度， 自我价值感对某一来源领域的依赖

程度即为领域定位性 [4]。 胡军生 [5]通过研究认为，我

国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定位领域包括能力知识、 人际

行为、体形外表、家庭条件和家庭关系等 5 个领域，
并编制了青少年自我价值定位量表。 本研究拟采用

该量表， 探讨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自我和谐之间

的关系， 以期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良好适应

提供实践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被 试 为 695 名 11~19 岁 中 学 生 （15.68±1.87
岁）。 男 372 人，女 323 人；初一至高三分别为 94、
68、112、166、135、120 人；学 生 干 部 175 人、非 学 生

干部 520 人；来源于城镇 336 人、农村 359 人。 采用

集体施测、无记名方法，所有被试在课堂内统一填写

回收。
1.2 方法

青少年自我价值定位量表 （Adolescent Contin-
gencies of Self-worth Scale，ACSW）[5]。 可测量自我价

值感在能力知识、人际行为、体形外表、家庭条件和

家庭关系等 5 个领域的定位程度。 从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 5 级记分（记为“1~5”分）。【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科学 2011 年度规划课题(2011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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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谐量表(SCCS)[1]，包括自我与经验的不和

谐、自我灵活性以及自我刻板性三个因子。自我和谐

总分以及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 自我刻板性因子得

分越高，其内心和谐程度越低，而自我灵活性因子得

分越高则表明内心和谐程度越高。
采 用 SPSS11.5 和 AMOS4.0 进 行 相 关 分 析、回

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自我和谐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分析

对青少年的自我和谐总分及其各因子在性别、
年级、是否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因素

上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考察， 结果只发现初二年级

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水平显著低于高一和高三年级

（Ps<0.05），初一、初二年级的自我灵活性显著低于

初三和高中各年级（Ps<0.05）。
2.2 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自我和谐的相关分析

表 1 为控制年龄、性别、年级、是否学生干部和

家庭居住地等人口学变量后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

自我和谐总分及各因子间的相关分析， 结果除家庭

关系 CSW 外，其余 4 个自我价值定位领域均与自我

和谐总分相关显著。
2.3 自我价值定位对青少年自我和谐的预测效应

分别以自我和谐总分及其各因子分为因变量、
自我价值定位各领域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

归分析，以考察自我价值定位的预测效应。首先将性

别、年龄、年级、是否学生干部、家庭居住地纳入回归

方程， 第二步将 5 个 CSW 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

程。结果除家庭关系 CSW 只能显著预测自我灵活性

因子外， 其余领域的自我价值定位均能显著预测自

我和谐的多个指标，详见表 2。
2.4 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自我和谐的路径关系

模型

相关与回归分析均表明自我价值定位可显著预

测青少年的自我和谐，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自我价值

定位的各领域与自我和谐各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
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此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模型拟

合度很好(χ2=11.618，df=8，P<0.001；χ2/df=1.45；GFI=
0.996，NFI =0.992，TLI =0.991，CFI =0.998，RMSEA =
0.026)，修正后模型如附图所示。

表 2 自我价值定位对青少年自我和谐

总分及其各因子的多元层次回归分析

注：表内数值为第 2 步回归分析中的 β 值，△R2 为方差解释增量。

附图 自我价值定位各领域与青

少年自我和谐各因子的关系模型

3 讨 论

个体为了维持和谐的自我， 会尽量采取与自我

观念相一致的行动[3]。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由于各

种原因， 个体的实际行为总是不完全符合其内心需

求或外在环境要求，如此一来，个体的需求总是难以

获得满足，从而出现自我不和谐。由于自我价值定位

在不同的领域可能导致个体 获 得 满 足 的 程 度 也不

同[4]，因此自我价值定位状况就可能能够有效预测个

体的自我和谐。 本研究采用本土化的青少年自我价

值定位量表和自我和谐量表，对此进行了考察。结果

发现不可控领域的体形外表 CSW 和家庭条件 CSW
定位程度越高，自我和谐水平越低；在自我价值定位

的可控领域，其中能力知识领域的定位程度越高、自

我和谐的总体水平也越高， 但是人际行为领域定位

程度越高则自我和谐的总体水平越低； 虽然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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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域定位并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总体自我和谐

水平，但能够显著预测青少年的自我灵活性程度。
Crocker 等 [4]认为，外表或社会接纳等自我价值

定位的外部领域由于建立在他人评价或证实的基础

上，个体较难控制、难以获得满足，可能会不利于个

体的身心健康。 本研究体形外表和家庭条件领域定

位程度越高的青少年、 自我和谐总体水平越低的结

果是对这一推论的实证支持。 表明自我价值如果定

位在个体难以控制的领域， 可能会不利于个体的心

理健康。
本研究发现能力知识 CSW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

个体自我和谐总体水平，此外能力知识 CSW 与家庭

关系 CSW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自我灵活性水

平，而人际行为 CSW 却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我和谐总

体水平。我们推测，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重要

他人对青少年的要求有关， 也就是青少年的自我价

值定位如果符合重要他人的要求， 那么就可能会有

较好的适应， 反之则不利于他们的适应。 虽然青春

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时期， 青少年的主要精力不仅

放在探究世界和学习知识方面， 还同时放在发展友

谊方面，以积累个人的发展资源 [6]，但在当前我国的

社会背景下，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亲戚还是青少年

的同伴，都期望青少年能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7]。 如

此一来， 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在能力知识领域的定位

程度越高，就越可能符合家长、教师等重要他人的要

求。 自我心理学家认为， 个体的观点和标准与其成

长环境中重要人物（一般指家长和教师）的观点和标

准的一致性水平会 影 响 个 体 的适应 [8，9]。 因此，本研

究中就表现为能力知识 CSW 显著正向预测自我和

谐水平。
家庭关系 CSW 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的自我和

谐总体水平的可能原因就在于， 青少年将自我价值

定位在家庭关系领域不是很符合家长、 教师等的要

求。虽然家长也希望与子女保持良好关系，但在当前

我国非常强调学习成绩的形势下， 家长对青少年为

维系良好亲子关系的努力行为 并不会给予 完全支

持，比如青少年如果与家人聊天的时间较长（促进家

庭关系的努力行为） 则可能会被父母以抓紧时间学

习为由而打断。如此一来，青少年为维持家庭关系努

力的行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家长的支持， 从而

使得家庭关系 CSW 难以有效预测青少年的自我和

谐总体水平。 此外，这还可能与家庭关系 CSW 的内

涵有关。因为家庭关系 CSW 反映个体的自我价值判

断和体验受个体与父母关系以及家人之间关系的影

响程度[5]，既包括青少年与父母、家人的关系，也包括

父母、家人之间的关系，虽然青少年可通过个人努力

来改善自己与父母以及其他家人的关系， 但对于家

人之间的关系，青少年所能发挥的余地有限，即可控

程度比较低，从而较难获得满足。 因此，也可能是家

庭关系 CSW 既有可控、又有不可控的一面导致其无

法显著预测自我和谐总体水平。当然，以上假设还有

待将来研究进行验证。
虽然人际行为 CSW 也属于自我价值定位的可

控领域，但可能不符合家长、教师等的要求，从而使

得人际行为 CSW 得分越高的青少年、其自我和谐总

体水平越低。人际行为 CSW 反映青少年的自我价值

感受其人际关系、言行表现的影响程度[5]。如前所述，
虽然青少年为了积累个人的发展资源还会将其主要

精力放在发展友谊[6]、改善言行等方面，而且父母、老

师等也会希望青少年表现出遵守纪律等良好行为，
但这一自我价值定位仍然可能与家长、 老师等重要

他人对成绩的重视这一要求不大吻合， 由此使得人

际行为 CSW 越高的青少年、适应越差，即自我和谐

总体水平越低。而且，由于自我价值定位对个体行为

具有导向作用， 会使个体从事一些能够满足其自我

价值感的行为[4]，在自我价值定位较高的领域花费更

多的时间[10]。 因此，青少年在人际行为领域的定位程

度越高， 就越可能更多地从事人际交往或其他一些

能够改善自己言行的行为，由此占用学习时间。由于

这不符合家长、教师等重视学习的要求，青少年就可

能会体验到较大的心理冲突，由此不利于其适应。事

实上，本研究回归分析中人际行为 CSW 得分越高的

青少年自我灵活性水平也越高， 但总体上考察自我

价值定位与自我和谐的关系时（结构方程分析）却没

有得到这一结果就可能说明了这一点， 即青少年将

自我价值定位在人际行为领域没有获得重要他人足

够的认可，使得人际行为 CSW 对自我灵活性的积极

预测效应在结构方程分析中没有显现。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的相关分析、回归分

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结果看来似乎并不一致。
比如能力知识 CSW 对自我和谐总分及其 3 个因子

的回归系数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但在相关分析中只

与自我和谐总分以及自我灵活性因子相关显著，而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又只与自我灵活性以及自我与经

验的不和谐因子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水平。 存在这

种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与以上 3 种分析方法的性

质有关。相关分析反映的是某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
（下转第 2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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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尤为重

要的作用， 特别是父亲的积极参与和负责任明显对

孩子的一生都有益处 [13]，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

母亲分离，教导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法律

和规范，并做出适当反应。由此可见父亲的教养方式

对子女的成人依恋必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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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 回归分析反映的

是在控制其他预测变量的影响下考察某一预测变量

对结果变量的预测效应（如能力知识 CSW 的回归系

数 是 指 在 控 制 了 其 他 4 个 CSW 作 用 下 的 预 测 效

应），而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同时处理多个预测变

量、还能够同时处理多个结果变量，即反映多个变量

之间的复杂路径关系，其结果相对更准确 [11]，这也是

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应用越来越普遍的原因。
本研究只是初步考察了自我价值定位与青少年

自我和谐的关系， 初步认为自我价值定位只有符合

重要他人的要求才可能有利于青少年的适应。当然，

这只是初步研究结果，将来还需要考察父母、老师对

青少年各方面的要求与青少年自我价值定位之间的

关系对青少年适应的影响，以便对此做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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