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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性对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张严文，叶宝娟，郑清，冉硕，唐棻，李真真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昌 3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责任性、领悟家庭支持、家庭出柜对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法：采用责任性量表、领悟
家庭支持量表与生活满意度量表为测量工具，对 476 名同性恋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
显著低于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
②责任性、领悟家庭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责任性、家庭出柜与领
悟家庭支持呈显著正相关；③责任性会显著影响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
④领悟家庭支持在责任性对同性恋者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⑤家庭出柜调节了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结论：
责任性对同性恋者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受到领悟家庭支持的中介作用，同时家庭出柜调节了责任性与领悟家庭支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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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Conscientiousness on Homosexuals’
Life Satisfaction: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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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nscientiousness,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coming out to family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homosexuals. Methods: 476 homosexual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the conscientiousness

scale, the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questionnaire and the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①Gay’s life satisfa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lesbian’s life satisfaction; ②Life satisfa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cientiousness
and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cientiousness and coming out to

family; ③Conscientiousnes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homosexuals’life satisfaction; ④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partially me⁃
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cientious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ich was moderated by coming out to family．Con⁃
clusion: The effect of conscientiousness on homosexuals’life satisfaction is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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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几乎每一种文化中都有同性恋的存

在。在中国，同性恋者的数量占到成年人口的 3%至

4%[1]。近年来，随着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这个庞大的

责任性高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正性情感，使生活满
意度更高 [13]。不过，以往研究没有探讨责任性影响
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的机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

隐性
“王国”渐渐浮现在公众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关

讨责任性影响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的内部机制 [10]。

注同性恋有关的社会问题 [2，3]。对同性恋者（尤其是

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弹性心理资源，可以有效地

男同性恋者）的污名化现象严重[4]，使同性恋者的生

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14]。家庭支持对于中国同性

存状况更差，
心理健康水平整体很低[5，6]。

恋者十分重要[15，16]。领悟家庭支持对生活满意度有

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健康的一个核心指标
[7]

正向预测作用[17]。责任性高的个体对已存在的支持

，提高生活满意度能有效地促进个体健康[8]。研究

有着良好的感知性并且更容易获得支持 [18]。因此，

显示中国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9]，国内研究

责任性高的同性恋者可能领悟到的家庭支持更高，

仅探讨了男同性恋群体的个人特质对生活满意度的

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10]

[11]

影响 ，而女同性恋群体也十分庞大 ，因而，本研

考虑到同性恋群体的特殊性，本研究考察了群

究扩充了女同性恋群体，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同性恋

体特有因素——家庭出柜是否调节责任性与领悟家

者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提

庭支持之间的关系。参考多篇社会学研究，本研究

供依据。

将家庭出柜定义为同性恋者向核心家庭成员表明自
[12]

责任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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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性取向 [16]。相较于国外同性恋者，家庭出柜对
于中国同性恋者尤为重要[15，16]。家庭出柜对于中国
同性恋者是一种重新将包括
“性身份”的完整的自我
回到“家”的神圣仪式，成功的家庭出柜有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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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者改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模式 [16]，从而
他们能领悟到更多的家庭支持。换而言之，家庭出
柜的同性恋者领悟家庭支持能力越高。
“保护因子保护因子模型”认为一种保护因素存在时会增强另
[19]

一种保护因素的作用 ，按照此模型，责任性对同性
恋者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对于家庭出柜的同性恋
者将会更强。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本研究主要有三个目的：①探讨责任性是否对
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有影响；②探索领悟家庭支持

对责任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是否具有中介作用；
③考察责任性通过领悟家庭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中

系数为 0.83。

2
2.1

结

男女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差异比较

t 检验结果显示，男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存
在显著差异（P<0.001）。女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
（M=19.82，SD=6.15）显著高于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满
意度（M=17.12，SD=6.21）。
2.2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相关矩阵如表 1 所示，责任性、家庭
出柜均与领悟家庭支持显著正相关。责任性、领悟
家庭支持均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介过程是否受到家庭出柜这一变量的调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由于同性恋群体的隐蔽性和特殊性，采用网络

调查的方式不仅能减少社会赞许效应，而且能更大
范围地选取被试，让研究样本更具代表性[20]。因此，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问卷的方法，通过互助小组以
及网络互动平台发放问卷。Meyer 和 Wilson[21] 认为

需要确保同性恋群体抽样的同质性，因此,我们的研
究对象是以
“身份为中心”认同的同性恋者。参照以
往的研究以及我国实际情况 [22]，限定同性恋者的年

龄在 16 至 35 岁，选取了 476 名在金赛的性倾向等级

果

表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1.责任性
40.25 6.72
—
2.家庭出柜
0.36 0.479 0.07
—
3.领悟家庭支持 3.80 1.35 0.24*** 0.14** —
4.生活满意度
3.75 1.25 0.38*** 0.03 0.32*** —

注：
样本容量 N=476；
**P<0.01，
***P<0.001

2.3

责任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叶宝娟 [27] 推荐的流程检验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模型。方程 1 中责任性对生活满意度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8，t=7.19，P<0.001）。方程 2
中责任性对领悟家庭支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自我报告中选择 4 到 6 级的同性恋者 [23] 作为调查对

0.16，t=2.77，P<0.01）。方程 3 中领悟家庭支持对生

性倾向分为 0-6 共 7 个等级，其中 0 为第一级代表绝

0.001），因此，领悟家庭支持在责任性对生活满意度

象。其中，男性 240 人，女性 236 人。金赛将个体的
对异性恋，6 为第七级代表绝对同性恋，从 0 到 6，同
[23]

性恋倾向的比重逐渐增加 。本研究将该性倾向等
级自我报告测验设置为问卷首题，在正式进行问卷
施测前，
让被试评定自身的性倾向等级。
1.2
1.2.1

测量工具
责任性量表

采用 Costa 和 MacCrae 编制的

NEO-FFI 量表 。本研究采用了该量表的责任性维
[24]

活 满 意 度 具 有 正 向 预 测 作 用（β =0.25，t=5.91，P<

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因责任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仍显著（β=0.34，t=6.64，P<0.001），说明领悟家庭

支持在责任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方程 2 中责任性与家庭出柜的交互项对领悟家庭支
持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0.13，t=2.32，P<0.05），因

此，家庭出柜对责任性与领悟家庭支持的关系具有
调节效应。家庭出柜是责任性与领悟家庭支持之间

度，包括 12 个项目，采用 1~5 的李克特 5 点评分法。

关系的调节变量。

1.2.2

家庭支持的影响如何受到家庭出柜的调节。对未家

本研究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78。
领悟家庭支持量表

采用叶宝娟等人修订

附图的交互效应图直观地反映了责任性对领悟

的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选取领悟家庭支持这一维

庭出柜的同性恋者（分数为 0），随着责任性的增加，

本研究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为 0.85。

2.86，P<0.01）。对已经家庭出柜的同性恋者（分数

[25]

度，包括 4 个项目，采用 1~7 的李克特 7 点评分法。
1.2.3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ener 等人编制的

生活满意度量表[26]。量表包括 5 个项目，采用 1~7 分
的李克特 7 点评分法。本研究该量表的克隆巴赫α

领悟家庭支持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β=0.16，t=

为 1），随着责任性增加，领悟家庭支持表现出极其
显著的上升趋势（β=0.29，t=4.07，P<0.001）。责任性

对领悟家庭支持的影响，在家庭出柜的同性恋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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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更强。

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还通过领悟家庭支持对生

表2

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这提示我们，
要提高同性恋者的

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模型检验

方程 1(效标：
生活满意度)
β
t
性别（控制变量） 0.16 3.73***
责任性
0.38 7.19***
家庭出柜
-0.00 -0.10
领悟家庭支持
责任性×家庭出柜 -0.00 -0.12
R2
0.17
F
32.56***

注：*P<0.05，
**P<0.01，
***P<0.001

方程 2(效标：
领悟家庭支持)
β
t
-0.01 -0.31
0.16 2.77**
0.12 2.76**
0.13

2.32*
0.08
10.92***

方程 3(效标：
生活满意度)
β
t
0.16 3.95***
0.34 6.64***
-0.04 -0.84
0.25 5.91***
-0.04 -0.75
0.22
27.88***

生活满意度，不仅需要培养其自律、谨慎以及做事有
序的个人品质，还需要提高其领悟家庭支持的能
力。由于以“双重身份”生活，大多数中国同性恋者
游离于社会边缘，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偏低 [3-6]，因而
提高其领悟家庭支持水平尤为重要。本研究还发
现，同性恋者家庭出柜对责任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
的间接效应存在调节作用。对于已经家庭出柜的同
性恋者，责任性高的个体会领悟更多的家庭支持。
以往的研究也表明，做好充足准备，合理的家庭出柜
是有利于促进同性恋者的家庭关系 [15，16]，让同性恋
者对家庭的认识从“不可言及之地”到“最坚强的后
盾”，
从而领悟到的家庭支持更多。
（在此特别感谢重
庆 milk 公益小组、同性恋亲友会以及江西高校彩虹
联盟的帮助。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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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家庭出柜对责任性与领悟家庭支持的调节

论

有促进作用，与以往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 [17]。
男同性恋者的生活满意度较女同性恋者更低，这可
能是由于公众对同性恋总体接纳程度不高 [28]，并且
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态度更为恶劣[5]，污名化现象[4]导
致男同性恋者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和歧视；在中国
[4]

以父子轴为主的家族传承的人伦文化约束下 ，对
男同性恋者的道德绑架与家庭压力更甚。
相较于以往研究

2
3

本次研究表明责任性对同性恋者生活满意度具

[23，29]

4
5
6
8

恋者的生命历程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将包括
“性身
份”的完整的自我重新融入到家庭关系中[16]；另一方
面，家庭出柜是反抗进入异性婚姻的最主要的方式
[4]

。当同性恋者被迫进入异性婚姻中，产生诸多个

人问题，进而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问题 [2]。周华山认
为对于中国同性恋者不仅是寻求个体解放的孤立自
我，而且需要置身于家庭的关系中，因此，对中国同
性恋者最大的问题反而是家庭关系。
本研究发现领悟家庭支持对责任性与生活满意
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解释了责任性
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责任性不仅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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