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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revised the Celebrity Attitude Scale (CAS) to develop a Chinese version with good quality. It also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and the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of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y convenient sampling, 58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and CAS of Chinese ver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1) The CAS of Chinese version with 31 items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and the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And the alienation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especially. 3) The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rus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negatively relates to the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Bu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can’t predict the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For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can exert influence their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Celebrity Worship; Attachment; Transference; Psychoanalysi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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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修订英文版偶像崇拜态度量表(Celebrity Attitude Scale, CAS)，形成了信效度理想的中文

版 CAS，并以 589 名中学生为被试研究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关系。结果发现：1) 中文版
CAS 保留 31 题，模型拟合、信效度良好。2) 总体来看，异性亲子依恋与异性偶像崇拜呈显著负相关，
异性亲子疏离因素尤其显著影响异性偶像崇拜及其三维度。3) 异性亲子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病理边缘；
但异性亲子沟通不影响异性偶像崇拜的任何维度。研究显示，青少年异性亲子依恋对其异性偶像崇拜
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关键词：偶像崇拜；依恋；移情；精神分析；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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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偶 像 崇 拜 是一 种 反 常 的拟 社 会 关 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由卷入和成瘾(absorption and addictive
elements)的机制所驱使和推动，身份认同和薄弱的心
理边界结构促进了个体对偶像的心理卷入，以试图建
立一种身份感、充实感和满足感，而该动机反过来又
强化了卷入过程而成瘾，导致更加极端的行为来保持
这种拟社会关系，会导致明显的临床心理症状(Maltby,
Houran, & McCutcheon, 2003)。调查发现，偶像崇拜
可分为浪漫式依恋和认同式依恋两种行为模式，女生

补偿呢？亦即，女孩儿对父亲的依恋下降或缺失，便
倾向于选择男性偶像作为新的认同和依恋对象；而男
孩儿对母亲的依恋下降或缺失，便倾向于选择女性偶
像作为新的认同和依恋对象呢？中学生对其异性双
亲的依恋与其异性偶像崇拜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相
关关系，此问题正是本研究兴趣所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
2.1.1. 偶像崇拜态度量表(CAS)

尤其倾向于前者(Adams-Price & Greene, 1990)。青少

偶像崇拜态度量表(CAS)是用于测量偶像崇拜者

年的偶像崇拜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也可

对其所喜爱偶像的态度。由 McCutcheon, Lange, &

使青少年产生一种遥亲感，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

Houran(2002)于美国编制。Maltby, Day, McCutcheon,

而产生的情感真空(岳晓东，1999)。

Houran, & Ashe(2006)对该量表做了修订，CAS 共有

以上对偶像崇拜心理的定义与理解强调了这样

34 个题目，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同意”，5

一些心理事实，即青少年偶像崇拜是对偶像人物产生

表示“非常同意”，已有研究显示 CAS 的内部一致性

的某种认同感和依恋感，而这些虚拟的社会关系以及

系数为 0.86。量表从“专注–上瘾”的角度，把偶像

难以自控的卷入与成瘾模式，可能与青少年此时对父

崇拜分为娱乐社交水平(entertainment-social)(低度卷

母亲情感依恋的转移有关，亦即个体在依恋情感的真

入)、强烈个人感觉水平(intense-personal)(中度卷入)

空时期所发生的虚拟依恋心理。于是，青少年与父母

和病理边缘水平(borderline-pathological)(高度卷入)依

的情感依恋与其偶像崇拜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

次从低到高的维度，以测量个体对偶像的迷恋程度(彭

一个问题。

文波，邱晓婷，刘电芝，王平，2010)。

确有研究表明，青春期孩子对父母双亲的依恋都
有所下降，表现为亲密性下降，冲突增多，情感疏远，

2.1.2. 青少年与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PPA)
青少年与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

青春期早期和中期，青少年对父母的负性情感增加，

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是一个包括信任、沟通

女儿对母亲尤其如此；青少年对同性别父母的依恋在

和疏离三个维度的自陈式量表，其中文版由王争艳等

青春期呈直线下降，而对异性别父母的依恋呈曲线下

(2008)翻译修订。父亲和母亲量表的题项均为 21 个。

降；并且，青少年—母亲和青少年—父亲两种关系存

父亲依恋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9、

在显著的差异，同性别依恋和异性别依恋之间也存在

0.87、0.74，母亲依恋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显著的差异(宋海荣，2004)。

分别为 0.88、0.87、0.72，表明其信度良好。本研究

也有研究表明，偶像崇拜与亲子依恋之间存在某

旨在探索青少年与其异性父母亲的依恋情况，因此只

种关系。如 Giles & Maltby(2004)发现，偶像崇拜兴趣

选用 IPPA 中父母依恋问卷分量表，不选用同伴依恋

程度与低父母依恋呈正相关。也就是说，青少年与父

分量表，并且，与中文版 CAS 结合后，男生、女生

母亲情感依恋越低，则越加可能预测较高的偶像崇拜。

分别填写的问卷是中文版 CAS 和母子依恋量表、中

综上所述可知，首先，青少年对父母双亲的依恋
均下降；其次，青少年与其父母之间的同性别依恋和
异性别依恋存在显著差异；第三，青少年对父母双亲
的依恋越低，则越可能预测其较高的偶像崇拜心理。
于是，青少年偶像崇拜心理可能是其补偿亲子依
恋下降或缺失的表现，那么，是否可能存在这样一种
122

文版 CAS 和父女依恋量表，而不涉及与该生同性别
父母亲的依恋状况调查。

2.2. 研究程序
2.2.1. 形成中文版 CAS
首先由本文作者对英文版 CAS 进行翻译，再请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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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两位硕士生进行回译。经反复修改成文。

一致性系数为 0.94，三个分量表的 α 系数分别为

再随机抽取 116 名中学生进行预测，
以考察中文版 CAS

0.89(娱乐社交)，0.91(强烈个人感觉)，0.84(病理边缘)，

的表述准确性等问题，最后确定中文版 CAS。

表明其信度良好。再对中文版 CAS 进行效度检验，
采用效标关联效度指标。

2.2.2. 正式施测与数据收集
中文版 CAS 修订完毕，将其与 IPPA 编辑好，共
52 题。在广州和曲阜共 4 所中学随机选取男生 350 名，
女生 350 名，共发问卷 700 份，其中报告有所崇拜异
性偶像的有效问卷 589 份，男生 275 名，女生 314 名，
年龄均在 14~17 岁之间。
告知被试该调查属学术研究，无记名，答案不分
对错，请如实填写。当场发放和收回问卷。运用
SPSS11.5 和 LISREL8.72 对有效数据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偶像崇拜被定义为一种拟社会关系，拟社会关系
这一概念是由 Horton & Whole (Sheridan, Maltby, &
Gillett, 2006)提出，指荧屏人物或偶像名人与那些关注
他们的观众之间产生的单向交往关系。现代传播媒介
的发展使中介性接触产生现场情景下的某些亲密性，
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情境下的人际交流。受众将媒介
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做出情感和认知的反应，便产生幻
觉，感觉自己好像与媒介人物有面对面的交往，有一
定的亲密感，偶像与受众之间构成了一种拟社会互动
(parasocial interaction)。
与这种虚拟的社会关系相对应，交往焦虑感量表

3.1. 中文版 CAS 信度、效度分析

所测量的则是现实中人们实际社会交往的状态。而如

本研究通过预测所得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上文所述，青少年偶像崇拜心理是一种补偿性的依恋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而在进行因素分析之前先进行

感，那么，当他们倾向于拟社会关系并沉浸其中时，

Bart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数据

是否在补偿其现实人际交往的焦虑或缺失呢？抑或，

矩阵 KMO = 0.919，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χ² =

当他们强烈寻找偶像依恋感时，是否会影响其实际的

9680.01, df = 465, p < 0.000)，说明这些项目适合进行

人际交往，并因此而产生交往焦虑呢？鉴于偶像崇拜

因素分析。其中，由于因素负荷过低或双因素负荷等

这种拟社会关系与现实交往焦虑可能存在的如此关

原因，删除第 8、9、27 三个题项。其余 31 个题项的

系，本研究以交往焦虑感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共同度在 0.489~0.780 之间，各因素的因素累积贡献

scale；汪向东等，1999)作为中文版 CAS 的效标关联

率为 56.29%，均予以保留。

效标。经效度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偶像崇拜及其

一般而言，模型的²/df 值介于 2~5 之间表示模型

三维度与交往焦虑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中文版 CAS

可以接受，越接近 2 表示模型拟合越好；NFI、NNFI、

效度较好，亦可间接证明，青少年偶像崇拜程度与其

CFI 等指数大于 0.90 可以视为拟合度理想，超过 0.95

现实人际交往焦虑状况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补偿关

则表示模型拟合优异；RMSEA 指数在 0.08 以下的模

系。

型可接受，越小则越好(吴明隆，2009)。从表 1 可见，

3.2. 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相关分析

中文版 CAS 的模型拟合度较为理想。
娱乐社交、个人感觉、病理边缘三个维度两两之

如表 3 所示，偶像崇拜与亲子依恋呈极为显著负

间相关在 0.566~0.831 之间，且都显著相关。娱乐社

相关，说明亲子依恋越差，偶像崇拜越严重。从各维

交、个人感觉、病理边缘与名人崇拜的相关在

度分别来看，亲子疏离与偶像崇拜及其各维度均呈极

0.831~0.952 之间，且都相关显著。

其显著正相关，说明亲子疏离程度越高，则偶像崇拜

对中文版 CAS 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内部
Table 1. The fitting index of Chinese version CAS model
表 1. 中文版 CAS 模型拟合指数

Table 2. The inspection of Chinese version CAS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表 2. 中文版 CAS 校标关联效度检验
娱乐社交

²

df

²/df

RMSEA

NFI

NNFI

CFI

1321.12

431

3.07

0.084

0.94

0.96

0.96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交往焦虑感

0.11

强烈个人感觉

**

0.10

*

病理边缘
0.10

*

偶像崇拜
0.11**

注：*p < 0.05，**p < 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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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and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表 3. 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相关

3.3. 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路径分析
对青少年异性亲子依恋与其异性偶像崇拜总体

亲子信任

娱乐社交

强烈个人感觉

病理边缘

偶像崇拜

状况进行路径分析发现(见图 1)，WLS 卡方值为 4.45(p

–0.05

–0.10*

–0.14**

–0.11**

= 0.49)，df = 5，NNFI、CFI、GFI 均达 0.95 的标准，

*

–0.07

近似误差均方根误系数 RMSEA = 0.054，说明模型趋

亲子沟通

–0.03

–0.07

–0.08

亲子疏离

0.13**

0.17**

0.17**

0.18**

亲子依恋

–0.07

–0.12**

–0.14**

–0.12**

近于完美拟合，亲子依恋显著负向影响偶像崇拜。其
中，亲子疏离程度越高，则偶像崇拜的娱乐社交、强
烈个人感觉、病理边缘的水平越高；亲子信任对病理
边缘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娱乐社交和强烈个人感觉

也越高。此外，亲子信任与偶像崇拜的强烈个人感觉

没有显著影响；而亲子沟通对偶像崇拜所有三因素则

和病理边缘均呈负相关，分别达到显著和极其显著水

未显示显著影响。这与上述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平(r = –0.10，p < 0.05；r = –0.14，p < 0.01)，而亲子

再从男生、女生性别差异角度，分别对亲子依恋

沟通仅对病理边缘构成显著负向影响(r = –0.14，p <

与偶像崇拜状态进行路径分析(如图 2 和图 3)。

0.01)。
1.0

信任

–0.06*

0.68
–0.62

1.0

娱乐社交

0.97

0.65
个人感觉

沟通

0.98

0.13**
–0.64
1.0

0.80

0.17**
疏离

0.13**

0.55

病理边缘

0.97

Figure 1. The path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and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图 1. 异性亲子依恋与其异性偶像崇拜的路径分析
1.0

信任
–0.04

0.62
–0.54

娱乐社交

1.0

0.99

0.72

沟通

个人感觉

0.97

0.09
–0.58
1.0

0.80

0.16*
疏离

0.17*

0.58

病理边缘

0.96

Figure 2. The path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and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of the boys
图 2. 男生的异性亲子依恋与其异性偶像崇拜的路径分析
1.0

信任
–0.07*

0.71
–0.66

1.0

娱乐社交

0.97

0.65

沟通

个人感觉

0.97

0.17**
–0.66
1.0

0.81

0.18**
疏离

0.10

0.58

病理边缘

0.98

Figure 3. The path analysis of attachment to the opposite-gender parent and worship to the opposite-gender celebrity of the girls
图 3. 女生的异性亲子依恋与其异性偶像崇拜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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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
WLS 卡方值为 2.29(p = 0.81)，
df = 5，

力和依恋的情感就转移到父母之外的他人身上，往往

NNFI、CFI、GFI 均达 0.95 的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

指向一个遥远的人物或形象，这种现象被弗洛伊德称

误系数 RMSEA 接近于 0，说明模型趋近于完美拟合。

为“二次依恋(secondary attachment)”。

亲子疏离正向预测病理边缘和强烈个人感觉，达显著

青春期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都经历加速发展，但加

水平；亲子信任对病理边缘具有负向影响趋势，但未

强的性本能却越发被压抑，因为无法直接指向现实中

达显著水平；亲子沟通未显出对偶像崇拜各因子的显

近距离的客体，这时，就需要安全地将其转移到更加

著影响。

遥远的人物身上，而那些魅力十足的明星、偶像便很

由图 3 可知，
WLS 卡方值为 5.83(p = 0.32)，
df = 5，

容易成为目标。这种移情可能是为了补偿偏差，如本

NNFI、CFI、GFI 均达 0.95 的标准，近似误差均方根

研究结果所示，中学生对偶像的强烈崇拜和依恋可能

误系数 RMSEA 接近于 0，说明模型趋近于完美拟合。

正是对父母双亲依恋感缺失或不满的补偿。

亲子疏离正向预测娱乐社交和强烈个人感觉，达极其

Adams-Price & Greene(1990)调查发现，中学生对

显著水平；亲子信任对病理边缘有显著负向影响；而

异性名人的崇拜可视为浪漫式依恋类型，这是崇拜者

亲子沟通未显出对偶像崇拜各因子的显著影响。图 3

对偶像的一种近乎爱情的、异性之间的情感依恋。中

与图 2 比较，可显示，对于男生、女生而言，影响其

学生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高潮期，性生理特征明

异性偶像崇拜程度的异性亲子依恋的因子维度并不

显，性心理欲望萌发，这些重大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冲

完全一致，对于女生，亲子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病理边

击力都使中学生对异性产生冲动，产生对异性的爱慕

缘，而对于男生，则是存在一定的趋势，但未达显著

和依恋心理，无论对遥远的名人、明星，还是对身边

水平；对于男生，亲子疏离显著正向预测病理边缘，

的心仪异性。但由于社会、教育等因素，他们对异性

而对于女生，则是存在一定的趋势，但未达显著水平。

的情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因而压抑。于是，对异性

但综合图 1、2、3 比较可知，无论分开男、女生来看，

偶像产生爱慕与依恋就成为权宜之计，因而产生对异

还是以青少年总体来看，其趋势基本一致，可表明，

性偶像的浪漫式依恋。

青少年异性亲子依恋可能预测其异性偶像崇拜，一定
程度上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

4. 分析与讨论

4.2. 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路径分析
分析显示，无论对于男生还是女生，亲子疏离因
素均较为显著地影响偶像崇拜心理，即如果男生(女生)

4.1. 异性偶像崇拜与异性亲子依恋的相关分析

感觉到与其母亲(父亲)之间情感分离、孤立，缺乏情

研究结果显示了一定的倾向性，即男生(女生)对

感交流，那么，该生就可能倾向于崇拜女性(男性)明

其母亲(父亲)的依恋关系越差，则该生对女性(男性)

星。该结果进一步显示出中学生性心理发展的某种欲

明星的崇拜或依恋可能越强，说明异性亲子依恋对异

求压力。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异性明星的崇拜可能

性偶像崇拜具有一定程度的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偶

是运用较为合理化的方式表达和宣泄内心压抑的欲

像崇拜与依恋类型的相关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

望和情感，这也可能是女孩儿的恋父情结和男孩儿的

一致性(Giles & Maltby, 2004; Cohen, 2004; Roberts,

恋母情结在青春发育期的又一次强烈反应。

2007)。

该结果也提示，父母及教育者要想对中学生崇拜

该结果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精神分析理论对依

明星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指导，就必须改善亲子关系。

恋与崇拜心理的理解。依照弗洛伊德(2005)的理论，

并且，对于男生偶像崇拜者，该生母亲应该与孩子加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性心理发展的正常表现，是缓和内

强情感沟通，减轻情感疏离，提高母子交流有效性，

心增强的性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冲突的合理化反应。

帮助孩子从父母依恋过渡到现实中的同伴依恋，增强

儿童早期，小男孩儿有着恋母情结，小女孩儿有着恋

现实感，降低虚拟社会关系对现实感的过度补偿。并

父情结，是性心理所表现出的对异性父母的爱慕与依

且，这种干预需要母亲对儿子更多的理解、接纳和包

恋。而当小孩儿成长到青春期时，这种性心理发展动

容，提供自由与保护的空间作为交流背景。相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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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母亲对儿子偶像崇拜的态度是责备和打击，那么，

著负相关，异性亲子疏离因素尤其显著影响异性偶像

沟通必难进行，疏离也必有加剧，完全不利于改善亲

崇拜及其三维度。3) 异性亲子信任显著负向影响病理

子关系和引导崇拜心理。同理，父亲对其女儿的情感

边缘；但异性亲子沟通不影响异性偶像崇拜的任何维

疏离也是影响女生异性偶像崇拜的因素，同时也便成

度。研究显示，青少年异性亲子依恋对其异性偶像崇

为干预其偶像崇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缓解父女

拜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间情感疏离，提升父女间情感信任与依恋，借以缓解
偶像崇拜的过度卷入，以增强现实依恋感。路径分析
也显示，亲子疏离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负性影响因素，
所以，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结将使子女
教育事半功倍。
病理边缘是偶像崇拜卷入度最高、影响最严重的
水平，病理边缘因素受到亲子信任显著的负向影响，
可见，亲子信任关系如果建立不良，则孩子越发倾向
于深度投入到偶像崇拜的心理补偿，若信任感受到威
胁和毁坏，那么，亲子沟通和情感交流也便无从谈起。
亲子沟通没有显示出对偶像崇拜各因素的显著
影响，这说明沟通本身并不独立影响偶像崇拜，可能
是由于，沟通作为一种联系过程，并不意味着情感的
真正联系，而情感疏离则是沟通过程的结果，信任则
是沟通的前提，三者相互作用才能产生积极的亲子依
恋和亲子教育效果。因此，异性偶像崇拜心理不同程
度地受到亲子沟通、亲子信任与亲子疏离三者的影
响。

5. 结论
本研究对英文版偶像崇拜态度量表进行修订，形
成了中文适用版 CAS，有 31 个题目，信效度理想。
并运用该量表，以 589 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中
学生异性偶像崇拜与其异性亲子依恋的关系，结果发
现：1) 中文版 CAS 保留 31 题，模型拟合、信效度良
好。2) 总体来看，异性亲子依恋与异性偶像崇拜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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