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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气质间及气质与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的交互效应。 方法：采用气质问卷、教养

方式问卷和青少年攻击行为问卷，对 1266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 结果：①意志控制可缓冲感觉寻求对青少年直接攻击

的风险作用。 ②权威教养可缓冲感觉寻求对青少年直接攻击的风险作用，而专制教养可增强意志控制对青少年直接

攻击的保护作用；专制教养可减弱感觉寻求对青少年间接攻击的抑制作用。 结论：气质间及气质与教养方式的交互

效应对青少年直接攻击效应显著；气质与教养方式的交互效应对青少年间接攻击效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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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among tempera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ef-
fects between temperamental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adolescent aggression.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1266 ado-
lescents. They completed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 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 and Aggressive Be-
liefs and Behaviors Scale. Results: ①The effect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direct aggression was buffered by effortful control.
②The effect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direct aggression was buffered by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the effect of effortful control
on direct aggression was enhanced by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the effect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indirect aggression was
buffered by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Conclus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among temperamental factors and between temper-
amental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direct aggression were significan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temperamental
factors and parenting styles on indirect aggression wa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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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攻击 是世界范围 内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

题，也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 [1-4]。 根据

攻击行为的表现形式可将其分为直接攻击和间接攻

击[4，5]。 两类攻击虽具有一定程度的协同发生性，但

也存在差别 [6]。 对攻击影响因素和发生机制进行研

究是对其进行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的基础。
以往研究表明，在众多个体与环境因素中，气质

和教养方式对攻击具有重要影响。 气质是指个体在

反应性和自我调节方面的个体差异 [7]。 目前，攻击性

研究中涉及较多的气质维度主要有意志控制、 愤怒

挫折、感觉寻求。 意志控制指抑制优势反应、激活次

优势反应及探测错误的能力，是攻击行为抑制因素[8]。
愤怒挫折反映个体对任务受阻或目标破灭等消极经

历的情绪体验，是直接 [9]和间接 [10]攻击的风险因素。

感觉寻求指个体对多变、新异、复杂、强烈的感觉和

体验的寻求，以及通过采取生理的、社会的、法律的

和经济的冒险行为来获得这些体验的愿望， 是直接

攻击的风险因素及间接攻击的缓冲因素[4]。
教养方式是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的日

常活动中传达给子女的态度以及由父母行为所创造

的情感氛围的集合体。 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 专制

型、纵容型三类[11]。 权威教养的父母掌控子女，同时

也给予子女关注和温暖接纳。研究表明，权威教养与

儿童的直接 [12]和间接 [13]攻击均存在负向联系。 专制

教养的父母往往低温暖支持、高严厉要求，并常伴身

体惩罚、言语责骂。 专制教养与儿童的直接[14]和间接
[13]攻击均存在正向联系。 纵容教养的父母对子女缺

少管束，过于放任子女言行。母亲纵容与青少年的间

接攻击正相关 [13]，与直接攻击也密切相关 [14]。 因此，
父母教养在青少年攻击行为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

·684·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 20 No. 5 2012



作用。
目前，有关气质、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攻击的关系

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首先，以往研究往往关注气质

的直接作用， 而较少对气质维度间交互效应进行检

验， 而 气 质 间 交 互 同 样 是 气 质 作 用 的 重 要 方 面 。
Rothbart 和 Bates 指出不同气质维度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15]，也就是说，一种气质可能会影响另一种气质

作用效果，但这种观点较多建构在理论层面，实证研

究很欠缺。 本研究将考察不同气质因素对青少年直

接攻击和间接攻击是否有交互效应。
其次， 以往研究多从气质特征或教养方式方面

考察其对青少年攻击的影响， 而较少对它们进行综

合考察。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个体与环境构成一个复

杂系统，系统内各因素相互依赖。 Rothbart 和 Bates
指出气质与环境因素可能有交互作用 [15]，即个体因

素（如气质）的作用可能随环境因素（如教养方式）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以往较少有研究对此进行考察。
本研究将探讨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气质因素对青少

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的作用发挥。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 选取某地区八所初级中学

（四所城市普通中学和四所乡镇普通中学） 的 1266
名学生（平均年龄为 14.44 岁，SD=1.08）作为调查对

象。 其中，男生 639 人，女生 627 人；初一 435 人，初

二 413 人，初三 418 人。
1.2 工具

1.2.1 青少年气质问卷 ①感觉寻求：采用 6 个项目

的感觉寻求量表进行测量[16]。 采用 6 点计分，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分数越高

表示感觉寻求倾向越强。 ②意志控制： 采用青少年

早期气质问卷修订版简本中的意志控制分问卷 [17]。
经过标准的翻译和回译得到中文版， 并对个别项目

进行了细微修改。 共 16 个项目， 采用 6 点计分，从

“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分数越

高表示意志控制能力越强。③愤怒挫折：采用青少年

早期气质问卷修订版简本的愤怒挫折分问卷 [17]。 经

过标准的翻译和回译得到中文版， 并对个别项目进

行了细微修改。包含 7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6 分，分数越高

表示愤怒挫折倾向越强。
1.2.2 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 采用教养方式与维度

问卷(青少年版)的中文版本测量父母亲教养方式[18]。
该问卷包含 32 个项目， 权威教养 15 题， 专制教养

12 题，纵容教养 5 题。 采用 5 点计分，从“从不”到

“总是”分别计 1~5 分，分数越高表示父母亲越经常

使用相应的教养方式。 本研究删除了含义有重复的

3 个项目，三个维度分别有 14、11、4 个题目。

1.2.3 青少年攻击行为问卷 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

上[19，20]，编制青少年攻击行为问卷，包含 10 个项目，
对初测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特征根和碎

石图抽取两个因子，对应直接和间接攻击，各 5 个项

目。采用 6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

别计 1~6 分，分数越高表示越倾向使用相应的攻击

行为。 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86，95%的置信区间为

[0.84，0.88]。

2 结 果

2.1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 1 可以看出，意志控制、权威教养与青少年直

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均显著负相关， 愤怒挫折与青少

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均显著正相关， 感觉寻求与

青少年直接攻击负相关，与间接攻击正相关，专制教

养、 纵容教养与青少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均显著

正相关，意志控制与愤怒挫折、感觉寻求、专制教养、
纵容教养负相关，与权威教养正相关；愤怒挫折与权

威教养负相关，与感觉寻求、专制教养、纵容教养正

相关；感觉寻求与权威教养负相关，与专制教养、纵

容教养正相关。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注：N=1266，**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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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回归分析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气质内部及气质与教养

方式对青少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的交互效应。 除

性别外， 先将所有变量标准化处理变成 Z 分数，然

后分别将意志控制、愤怒挫折、感觉寻求的 Z 分数

及其与权威教养、专制教养、纵容教养的 Z 分数分

别相乘，作为各自交互作用项的分数。
在以青少年直接攻击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中（见表 2），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第二

步将气质与教养方式各维度纳入方程，结果表明意

志控制能负向预测青少年直接攻击，感觉寻求能正

向预测青少年直接攻击。 第三步将气质内部的交互

项及气质与教养方式的交互项纳入方程，结果表明

意志控制与感觉寻求的交互效应、意志控制与专制

教养的交互效应、 感觉寻求与权威教养 的交互效

应，均达到统计显著水平。
在考察意志控制与感觉寻求的交互作用时，我

们的关注点是意志控制如何调节感 觉寻求对青 少

年直接攻击的影响，为此，分别取意志控制的 Z 分数

为 0 和正负 1。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21]，当意志控制水

平较低时（如意志控制的标准分等于-1），感觉寻求

对 直 接 攻 击 促 进 效 应 很 显 著 （β=0.19，t=5.32，P<
0.001）；当意志控制水平较高时（如意志控制的标准

分等于 1），感觉寻求对直接攻击促进效应显著但微

弱（β= 0.07，t=2.00，P<0.05）。
在考察意志控制与专制教养的交互作用时，我

们的关注点是专制教养如何调节意志控制对青少年

直接攻击的影响。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当专制教养水

平较低时（如专制教养的标准分等于-1），意志控制

对 直接攻击 抑 制 效 应 很 显 著 （β=-0.12，t=3.14，P<
0.01）；当专制教养水平较高时（如专制教养的标准

分等于 1）， 意志控制对直接攻击抑制效应更显著

（β=-0.26，t=6.30，P<0.001）。
在考察感觉寻求与权威教养的交互作用时，我

们的关注点是权威教养如何调节感觉寻求对青少年

直接攻击的影响。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当权威教养水

表 2 以青少年直接攻击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注：*P<0.05，**P<0.01，***P<0.001。 a 限于篇幅，表中只列出了显著的交互项，下同。

表 3 以青少年间接攻击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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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低时（如权威教养的标准分等于-1），感觉寻求

对 直 接 攻 击 促 进 效 应 很 显 著 （β=0.21，t=5.72，P<
0.001）；当权威教养水平较高时（如权威教养的标准

分等于 1）， 感觉寻求对直接攻击促进效应不显著

（β=0.05，t=1.34，P>0.05）。
在以青少年间接攻击为因变量的层次回归分析

中（如表 3 所示），第一步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第二步将气质与教养方式各维度纳入方程， 结果表

明意志控制能负向预测青少年间接攻击， 愤怒挫折

能正向预测青少年间接攻击，专制教养和纵容教养

能正向预测青少年间接攻击。 第三步将气质内部的

交互项及气质与教养方式的交互项纳入方程， 结果

表明感觉寻求与专制教养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

在考察专制教养与感觉寻求的交互作用时，我

们的关注点是专制教养如何调节感觉寻求对青少年

间接攻击的影响。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 当专制教养

水平较低时（如专制教养的标准分等于-1），感觉寻

求对间接攻击抑制效应很显著（β=-0.11，t=5.32，P<
0.001）；当专制教养水平较高时（如专制教养的标准

分等于 1）， 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影响不显著 （β=
0.01，t=2.00，P<0.05）。

3 讨 论

以往研究表明， 气质特征和教养方式是青少年

攻击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4，8-10，12-14]。 本研究验证了前

人研究结论， 意志控制是青少年直接攻击和间接攻

击行为的抑制因素， 感觉寻求是青少年直接攻击的

风险因素；愤怒挫折、专制教养和纵容教养是青少年

间接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
本研究检验了不同气质维度间对青少年攻击行

为的交互效应。 结果表明， 意志控制可减弱感觉寻

求对直接攻击的风险作用。 相比于低感觉寻求的青

少年， 高感觉寻求青少年可能通过攻击来克服障碍
[7]，若个体意志控制水平高，能够很明显降低个体通

过直接攻击来克服障碍。 因此， 在考虑对青少年直

接攻击行为的影响时，不仅要考虑意志控制和感觉

寻求的主效应，更要考虑其交互效应。
本研究在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 考察了气质与

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权

威教养可减弱感觉寻求对直接攻击的风险作用，而

专制教养则可增强意志控制对 直接攻击 的保护作

用。 权威教养水平高的父母给予孩子更多的温暖支

持，有助于个体自我控制的发展，当奖赏或目标受阻

时，高感觉寻求者会较少通过直接攻击来克服障碍。
专制教养水平高的父母对子女更加严厉要求， 此时

意志控制水平高的青少年会更少进行直接攻击。 专

制教养可减弱感觉寻求对间接攻击的抑制作用，专

制教养水平低的父母对子女不会有很高的严要求，
给子女较少身体惩罚、 言语责骂， 在受到他人挑衅

时， 高感觉寻求青少年会较少的采取间接攻击以报

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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