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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elf-esteem and anxiety among
junior school students, a test about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elf-esteem scale was made among 750 junior
one and two students in Shenzhen. From the research, we get the results: 1) The scores of boys’ op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is higher than girl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oes not exist between open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 of
parent-child of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2) It shows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 communication
and self-esteem, a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communication of problems, and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anxiety; 3) Self-esteem and communication
in problems of parent-child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level of anxie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two variables can explain the total variance of 30.5%,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can only explain 6.3% of total variance; 4) Self-esteem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anxiety, play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elf-esteem and communication in open parent-child and anxiety among them, don’t play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communicate with anxiety problems.
Keywords: Junior Middle School; Anxiety;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of Students;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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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深圳市某初级中学选取 750 名初一、初二学生施测《焦虑自评量表》
、
《自尊量表》
、
《亲子

沟通量表》
，以探讨亲子沟通、自尊与初中生焦虑的关系。结果发现：1) 男生的开放性亲子沟通得分
高于女生，而在问题性亲子沟通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开放性和问题性亲子
沟通得分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2) 开放性沟通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问题性沟
通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3) 自尊和问题性亲子沟通能显著预测初中生的焦虑水
平，两个变量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30.5%，其中问题性亲子沟通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6.3%；4) 自尊在
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其中自尊在开放性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在问题性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初中生；焦虑；亲子沟通；自尊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95

亲子沟通、自尊与初中生焦虑的关系

1. 引言
焦虑(Anxiety)是青少年最常见的情绪问题，是指
个体由于预期不能达到目标或者不能克服障碍的威
胁，使其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其失败感和内疚
感增加而形成的紧张不安、带有恐惧感的情绪状态(林
笑微，王军等，2007)。众多研究者对中学生的焦虑状
况的调查表明，中国青少年焦虑检出率为 7%~16%，
在 14 至 17 岁期间的发生率最高，且随年级的升高而
呈现加重的趋势(刘贤臣，刘连启，杨杰，1997；陈姜，
张德甫，吴敏等，2000；刘贤臣，孙良民，唐茂芹等，
1994；王芳芳，1994)。持续的焦虑不但对青少年当前
的学业成绩、生活质量等存在不良的影响，也会给青
少年身心发育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探索影响初中生
焦虑发生、发展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众多研究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焦虑水平之
间的关系(毕玉，王建平，杨智辉，王玉龙，2007；王
极盛，丁新华，2003；李焰，张世彤，王极盛，2002)，
而较少探索父母–青少年关系与焦虑的关系。有关父
母与青少年关系的相互模型强调父母与青少年特点

减少由生活中的毁灭、破坏、失败、被拒绝、被遗忘等
具有“死亡”意义的因素引起的焦虑之功能，从而保证
心理健康。Cast 和 Burke 也认为，在经历消极事件后，
自尊作为一种缓冲器可以支持个体使其情绪不致过分
泛滥(田录梅，2004)。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自尊对个体心
理健康的作用，如自尊和焦虑存在负相关，低自尊容易
导致焦虑(孙志凤，2001；Cheng, 2003)；田录梅、张向
葵的研究结果也显示高、低自尊组大学生在失败后的抑
郁、焦虑情绪反应上有显著性差异，自尊水平越高，个
体的抑郁和焦虑反应就越少，说明自尊是个体不良情绪
反应的有效缓冲器(张向葵，田录梅，2005)。
当前的研究只是考虑了亲子沟通、自尊与焦虑的
两两关系，并没有全面考虑这三者的关系。因此本研
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开放性亲子沟通、问题性
亲子沟通以及自尊对初中生焦虑的预测作用，并探讨
自尊在亲子沟通与初中生焦虑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的交叉作用或混合作用，该理论假设发展的结果依赖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深圳市某初级中学初一、

于父母和青少年的特点共同“匹配”(适应)的方式和

初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750 份问卷，收回有

程度。现实生活中的亲子沟通状况，则父母–青少年

效问卷共 681 份，有效率为 90.8%。其中被试的年龄

之间交互作用的反映(William, 2001；王争艳，雷雳，

在 11 至 16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3.50 ± 0.80；男生

2004)。实证研究表明开放的亲子沟通可以减少家庭不

316 人，女生 425 人；一年级 351 人，二年级 330 人；

良事件，如家庭不和，父母离异，父母死亡等对青少

独生子女 425 人，非独生子女 248 人，缺报 8 人。

年的伤害，而亲子沟通的缺乏则可能会为青少年日后

2.2. 研究工具

的心理行为问题埋下种子，如低自尊，抑郁，社交焦
虑和问题行为等等(Stivers, 1988；方晓义，戴丽琼，
房超，邓林园，2006)；良好的亲子沟通可以帮助青少
年认清自己在家中所处的地位，并敏感地体察家庭其
他成员的思想和情感(Sandy, 1998)；青少年在脱离家
庭，获得独立的过程中，亲子沟通会影响青少年同一
性的形成和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那些能够从父母那
里得到支持的青少年能更好地发展自我同一性(房超，
方晓义，2003；王树青，张文新，陈会昌，2006)。

2.2.1. 焦虑自评量表
由 Zung 于 1971 年编制，该问卷由 20 个条目构
成，每个条目根据最近一周的感觉分为 1~4 级评定，
各条目总分为焦虑总分，总分越高，表明焦虑水平越
高(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在本研究中，总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
2.2.2. 亲子沟通量表
采用王树青修订的 Barnes 和 Olson 在 1982 年编

自尊是指个人对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的情感体验

制的亲子沟通问卷(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田录梅，李双，2005)，也可以说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

Scale)，包括两个分量表：开放性和问题，共 20 个项

质(Brown, 1998)。Becker 等人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认

目，每个项目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均

为，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机制，具有缓解和

为 5 点计分。本研究采用中学生分别报告的与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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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的沟通，其中与父/母沟通中开放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与焦虑呈显著负相关；问题性沟通与自尊呈显著负相

系数分别为 0.90，0.90，与父/母沟通中问题维度的内

关，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8，0.77，计算与父、母沟通
的开放维度得分之和为沟通开放性总分，计算与父、

3.3. 亲子沟通、自尊对初中生焦虑的回归分析
为探索亲子沟通、自尊对初中生焦虑的预测作

母沟通的问题维度得分之和为沟通问题性总分(王树
青，张文新，陈会昌，2006)。
2.2.3. 自尊量表
采用由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表，用于评定青
少年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汪向东，王
希林，马弘，1999)。该量表由 10 个项目组成，采用
1~5 级评分，总分越高，自尊程度越高。国内学者田

用，以开放性亲子沟通、问题性亲子沟通和自尊为自
变量，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强迫回归，结果显示首先进
入回归方程的是自尊，可以解释总变异量的 24.3%；
接着进入的是问题性亲子沟通，R2 增加了 0.063，共
解释总变异量的 30.5%(详见表 2)。

3.4. 自尊在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

录梅的建议，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原量表第 8 题
“我希望自己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作为正向计分

以自尊作为中介变量，亲子沟通各维度作为自变
量，初中生的焦虑水平作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

或删除掉，可以提高量表的鉴别度和信效度(田录梅，

型，结果显示如图 1 所示的模型拟合最佳：χ2(1) =

2006)。本研究采用将第 8 题删除的统计方式，删除第

0.254，RMSEA = 0.00，CFI = 1.00，GFI = 1.00，NNFI

8 题后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

= 1.00。说明自尊在沟通开放性与焦虑之间发挥完全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中介作用，在沟通问题性与焦虑之间发挥不完全中介
作用。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测试时间大约为 30
分钟。利用上课时间完成心理问卷调查，每个班级

4. 讨论

35~50 人不等，由 1 名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或硕士研究

青少年处于人生发展历程中的特殊阶段，家庭中

生进行施测，当场发放问卷当场回收，确定和剔除无

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杨晓莉，邹

效问卷。对收集的数据运用 Excel 录入与管理，最终
数据采用 SPSS15.0 和 AMOS7.0 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初中生的
亲子沟通特点

Table 1.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elf-esteem and anxiety (n = 673)
表 1. 亲子沟通与自尊、焦虑的相关分析(n = 673)
1.00

2.00

3.00

1. 开放性沟通

1

2. 问题性沟通

−0.64**

1

3. 自尊

0.40**

−0.42**

以不同性别和独生子女为自变量，亲子沟通各分
量表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

−0.34

4. 焦虑

**

0.44

4.00

1

**

−0.49**

1

体上不存在独生子女与性别的交互效应( = 0.99，F =
0.36，p = 0.70)，且独生子女主效应( = 0.99，F = 0.96，
p = 0.38)以及性别主效应( = 0.99，F = 2.13，p = 0.12)

Table 2.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elf-esteem on the anxiety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表 2. 亲子沟通、自尊对初中生焦虑的多元回归分析

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结果
B

Bate

t

R2

调整 R2

自尊

−0.58

−0.38

−10.70**

0.244

0.243

问题性沟通

0.15

0.28

7.84**

0.307

0.305

模型

显示，除开放性沟通得分男生高于女生(p = 0.04)外，
其他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 > 0.05)。

3.2. 亲子沟通与自尊、焦虑的相关分析
如表 1 所示，开放性沟通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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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

**

注：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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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尽管解
释的变异量少，但仍然提示亲子沟通的问题性对青少
年发展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初中
生。因为他们正处在“急风暴雨阶段”，一方面随着
青少年思维能力的迅速发展，他们会提出与父母不同
的看法和主张。当亲子之间讨论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主
Figure 1. The model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elf-esteem and anxiety
图 1. 亲子沟通、自尊与初中生焦虑之间的关系模型

张时，亲子之间就有可能出现对立；另一方面，随着
青少年对自主和权利的要求明显增加，他们觉得自己
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将不可避

泓，2005)。Olson 的曲线理论模型从两个维度来考察
亲子沟通，一是开放性沟通，它指亲子之间可以自由

免地与父母对他们的控制发生矛盾与冲突。
进一步检验发现，自尊在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关

交换信息、表达情感，没什么约束；二是问题性沟通，

系中起中介作用，其中自尊在开放性亲子沟通与焦虑

它指亲子之间在沟通时受拘束表达看法时很谨慎，对

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问题性亲子沟通与焦虑之

沟通话题也有着很强的选择性。良好的沟通是开放性

间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亲子

较强，问题性较少的沟通。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的开

沟通对初中生焦虑形成的作用机制。问题性亲子沟通

放性沟通得分高于女生，而在问题性沟通上不存在显

能直接影响初中生的焦虑水平，这说明当亲子之间出

著性差异。当前有关亲子沟通是否会受到青少年性别

现沟通问题时，首先对青少年的心境和情绪造成不良

的影响还存在争议，如 Noller 和 Callan 的研究发现，

影响；问题性亲子沟通和开放性亲子沟通均通过自尊

女青少年与男青少年相比，对与父母沟通的满意度更

间接影响初中生的焦虑水平，其中开放性亲子沟通对

低。而 Masslam 的研究则发现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的性

降低初中生的焦虑水平具有积极意义，而问题性亲子

别无关，男女青少年对与父母沟通的满意度方面的评

沟通则会增加初中生的焦虑水平。因此在降低初中焦

[14]

。这可能与研究者所选取的角度

虑水平时，既要考虑提高初中生与父母沟通的质量，

不同有关，当前的研究大多考察的是亲子沟通的信息

提高开放性亲子沟通，减少问题性亲子沟通，更要让

类型、沟通发起者、沟通满意度等因素，而本研究则

处在人生重要发展阶段的每个初中生都有获得成就

是从亲子沟通的质量角度进行考察。另外本研究结果

感、重要感和力量感的机会，从而促进动态平衡的高

也显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亲子沟通得分不存

自尊的形成，以此来减少他们的不良情绪体验，促进

在显著性差异。

其社会适应性的良性发展。

价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沟通的问题性与自尊呈显
著负相关，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亲子沟通的开放性

5. 结论

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呈显负相关。这说明父

1) 男生的开放性亲子沟通得分高于女生，而在问

母与青少年沟通质量越好，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越好，

题性亲子沟通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

反之亦然，这一结果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生子女的开放性和问题性亲子沟通得分均不存在显

(Stivers, 1988；方晓义，戴丽琼，房超，邓林园，2006)。

著性差异。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自尊和问题性亲

2) 开放性沟通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焦虑呈显

子沟通能显著预测初中生的焦虑水平，两个变量能解

著负相关；问题性沟通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焦虑

释焦虑变异量的 30.5%，提示今后的研究还需要考虑

呈显著正相关。

影响初中生焦虑水平的其他因素。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3) 自尊和问题性亲子沟通能显著预测初中生的

问题性亲子沟通问题只能解释焦虑总变异量的 6.3%，

焦虑水平，两个变量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30.5%，其中

这一结果比方晓义等的研究结果“亲子沟通问题只能

问题性亲子沟通只能解释总变异量的 6.3%。

分别解释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变异量的 4%和 3%”稍
98

4) 自尊在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关系中起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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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中自尊在开放性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发挥完全
中介作用，在问题性亲子沟通与焦虑之间发挥不完全
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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