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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是指“个体

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人们各得其所的公正世界里”

的心理需求。相信世界公正有序，有助于个体适应

身处的物理和社会环境，否则个体很难使自己致力

于追求长远目标或遵循日常社会行为规范[1]。最早

提出公正世界信念的出发点是基于人们对待生活中

不幸者的态度，因此传统上相关实证研究也集中于

分析具有不同公正世界信念的人们看待犯罪受害者

的态度差异问题。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公正世界信念因素作

为稳定的认知信念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比如有研究

发现，公正世界信念与犯罪与否存在显著正相关
[2]。一些研究以服刑人员为对象，分析了公正世界

信念与攻击性行为[3]、适应性等之间的关系[4，5]，也凸

显了研究罪犯公正感知的必要性。除此之外，诸多

研究探讨了公正世界信念与亲社会行为 [6]、心理健

康[7，8]等之间的关系，则从反面佐证了公正世界信念

在理解偏差行为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总体而言，绝大部分研究是将公正世界信

念作为解释变量，关注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尽管“谁

相信公正世界”[9]的问题很早就被提出来，但探讨公

正世界信念来源的研究一直相对欠缺。在一些将公

正世界信念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中，解释变量是社

会支持或家庭地位，显然还不构成典型的“发生学”

角度的探究。

目前来看，还欠缺父母教养方式与公正世界信

念关系的实证研究。父母教养方式指的是父母同孩

子交流的一系列态度方式[10]，对孩子的社会化和身

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1-13]。本研究假定父母教养方

式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也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

在父母教养方式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上，可

能存在不同的“因果”路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人格特质。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关

爱对人格障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4-17]。同时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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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18]表明，人格因素与公正世界信念存在关联。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将人格特质作为中介变

量，考察父母教养模式对公正世界信念可能存在的

直接和间接效应。鉴于心理病态性或反社会型人格

障碍与暴力犯罪类型关系更为密切[19]，本研究以是

否暴力犯罪进行了类型分组，通过构建多组路径分

析（multi-groups path analysis）模型，考察变量关系

模式在不同犯罪类型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数据来自于 2016年 6月在北京市某监狱针对

290名服刑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样本全部为男

性，平均年龄40.2岁，汉族256名。文化程度小学及

以下 23名，初中/高中/中专/职高 151名，大专/本科

104名，研究生及以上9名。

1.2 研究工具

1.2.1 敌对特质 采用 PID-5(Personality Inventory
for DSM-5)对服刑人员人格进行测量。PID-5是基

于精神障碍与诊断手册第五版（DSM-5）第三部分所

提出的以病理性人格特质诊断人格障碍的自评量

表，含5大维度和25个子维度。本研究使用的是隶

属于负性情感维度（negative affect）下的敌对（hostili⁃
ty）特质子维度，含 10个题项。经计算，内部一致性

信度α系数为0.73。
1.2.2 父母教养方式 采用父母教养方式量表（Pa⁃
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中文版[20]。本研究同

时使用该量表父母两个版本中的关爱维度，各含11
个题项。本例中该维度父母版α系数分别为0.85和
0.84。实际使用中将两部分进行加总，以刻画家庭

中父母关爱的总体特征。

1.2.3 公正世界信念 Lipkus等指出要区分对于自

己和对于他人的公正世界信念的重要性[21]。Dalbert
根据公正所指向对象的不同编制了指向个体的个人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和指向他人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

量表 [22]。本研究中使用针对个体的量表，含 7个题

项。α系数为0.88。
1.2.4 犯罪类型 调查询问了服刑人员的刑罚史，

区分了暴力、盗窃、诈骗、涉毒、经济及其他6种犯罪

类型。本研究将上述类型归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种。

对于存在数罪并罚（占 1.0%）或再犯（占 4.9%）的情

况，只要其中有暴力犯罪的刑罚，即视为暴力犯罪类

型。暴力犯罪者80名，非暴力犯罪者210名。

2 结 果

本研究使用Mplus软件进行建模，基于偏差校

正的自举法（Bootstrap）法[23]对中介效应进行直接检

验，重复抽样次数设定为1000次，ML估计方法。

2.1 简单分析

根据 t检验结果，非暴力犯罪组个人公正世界

信念得分高于暴力犯罪组（单尾P<0.1，等方差），而

敌对特质暴力犯罪组高于非暴力犯罪组，统计检验

结果均显著（单尾P<0.05，不等方差）。父母关爱得

分，暴力犯罪组低于非暴力犯罪组，但差异统计上并

不显著（单尾P=0.151，等方差）。说明相对于少儿时

期父母教养情况，人格因素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构

成理解犯罪类型的更直接因素。

表1 模型相关变量统计描述与相关系数矩阵

注：父母关爱、敌对人格已中心化；整体及各组实际有效样本分别为

258, 66和192；+P<0.10，*P<0.05，**P<0.01，***P<0.001
2.2 中介效应分析

纳入父母关爱、敌对特质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构建整体及基于不同犯罪类型的分组路径分析模

型，输出结果见表 2。LL、AIC等指标显示多组模型

拟合情况优于单组模型，间接支持进行多组分析的

必要性。

从结果来看，整体而言，父母关爱和个人公正世

界信念简单相关系数未达到显著水平。不过正如晚

近文献所主张的那样，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直接关

系是否统计上显著并不能作为中介效应分析的前提

条件。原因有二：一是有可能存在非一致中介（in⁃
consistent mediation）或抑制效应（suppression effect）
[24]；二是对于长期效应或者本身效应量就属于较小

的情况，侦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效应的功效可能

特别低[25]。本例不存在抑制效应，但少儿时期父母

教养方式与当前的个人公正世界信念属于一种长期

效应，理论上关系强度不高。引入人格因素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虽然间接效应仍然不高（标准化值

整体

暴力组

非暴力组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均值

19.612
-0.294
0.000

18.530
1.093

-1.282
19.984
-0.771
0.441

标准差

5.589
6.040

11.126
5.712
7.199

11.990
5.513
5.528

10.811

个人公正

世界信念

1.000
-0.128*
0.084
1.000

-0.382**
0.292*
1.000

-0.075
-0.007

敌对

人格

1.000
-0.199**

1.000
-0.323**

1.000
-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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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但自举法输出的 ab乘积项 95%置信区间不

含零值，表明存在中介效应且结果稳健。因此，整体

上敌对特质构成父母关爱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中

介变量。

按照犯罪类型进行分组之后，在暴力犯罪组中，

标准化（条件）中介效应为0.104，ab乘积项95%置信

区间不包括 0值，结果稳健。同时直接效应不再显

著。具体来看，间接效应第一阶段系数（a）和第二阶

段系数（b）均为负值，说明父母关爱有助于降低子女

的敌对人格，同时敌对人格倾向则对应低个人公正

世界信念。因此总的来看，父母关爱增进了个人公

正世界信念。而且从具体数值来看，相对于整体来

说暴力犯组标准化（条件）中介效应量大 3倍，同时

间接效应在暴力组是在非暴力组中的大概10倍，说

明上述关系对于暴力犯罪类型来说更为明显。

非暴力犯罪组中，自举法输出的 ab乘积项95%
置信区间已包括零值，（条件）中介效应不显著。具

体来看，第一阶段（a路径）在 0.1水平显著，但第二

阶段（b路径）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关爱虽然可

以减低敌对性人格，但敌对人格在非暴力犯罪类型

的人员中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并不显著。因

此整体来看间接作用统计上不显著。同时，父母关

爱与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直接效应也不显著。该结

果似乎暗示，对于非暴力犯罪组，有外在影响因素作

用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抵消了敌对人格特质的负

面影响。

整体

暴力组

非暴力组

变量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截 距

间接效应 [95%区间]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截 距

间接效应 [95%区间]
敌对人格

父母关爱

截 距

间接效应 [95%区间]

非标准化系数

敌对人格

-0.108** (0.032)
-0.294 (0.368)

0.0017 [0.004, 0.041]

-0.194** (0.068)
0.844 (0.835)

0.049 [0.015, 0.113]

-0.066+ (0.037)
-0.742+ (0.391)

0.005 [-0.003, 0.030]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0.161* (0.064)
0.025 (0.033)
19.565*** (0.346)

-0.255** (0.081)
0.090 (0.058)
18.924*** (0.640)

-0.077 (0.088)
-0.009 (0.038)
19.929*** (0.412)

标准化系数

敌对人格

-0.199** (0.059)
-0.049 (0.063)

0.035 [0.008, 0.076]

-0.323** (0.104)
0.118 (0.117)

0.104 [0.040, 0.229]

-0.129+ (0.070)
-0.135+ (0.074)

0.010 [-0.006, 0.057]

个人公正世界信念

-0.174* (0.069)
0.049 (0.065)
3.507*** (0.154)

-0.321**(0.105)
0.188+ (0.111)
3.338*** (0.276)

-0.078 (0.087)
-0.017 (0.074)
3.624*** (0.193)

表2 多组路径分析模型输出结果

注：整体模型：LL=-1629.183, AIC=3272.365, N=258；分组模型：LL=-1156.946, AIC=2341.891, N=66, 192；父母关爱、敌对人格

已中心化；括号内为标准误；+P<0.10, *P<0.05, **P<0.01, ***P<0.001

3 讨 论

本文采用以犯罪类型分组的中介效应分析模

型，对服刑人员群体进行了研究，揭示出少儿时期父

母教养方式在人格中留下印记，持续影响个人公正

世界信念。少儿时期缺乏父母关爱，助长敌对人格

特质，对成年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造成负面影响。

上述机制与暴力犯罪类型存在显著关联。在暴

力犯罪组中，人格因素“完全”中介了父母关爱和个

人公正世界信念之间的关系。说明至少对暴力罪犯

而言，少儿时期父母关爱对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影

响机制中，人格特质的塑造扮演着重要角色。就模

型所涉及的变量，在暴力和非暴力犯罪组之间，差异

就存在于敌对特质与个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上。

相对于非暴力犯罪组，暴力犯罪组中敌对特质对个

人公正世界信念的影响更大，敌对特质要高而个人

公正世界信念水平低，暗示这两个因素及其关联模

式蕴涵着理解犯罪类型差异的关键线索。

从政策意义上来讲，本研究结论表明，改善少儿

时期父母教养方式，有助于降低敌对人格、增强个人

公正世界信念。这对于预防犯罪行为尤其是暴力犯

罪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然，本研究只是选取了父母教养方式、人格因

素和公正世界信念的个别维度进行分析，受研究对

象类型和样本量限制，未以一般人群作为参照，也未

对暴力犯罪类型进行细分，后续研究有待于进一步

拓展和深化。（致谢：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刘

邦惠教授、北京市延庆监狱管理处有关领导及干警

对调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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