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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是中国的一种独特社会现象。虽然国家已

实施二孩政策，但人口学家估计，失独群体已超百万

的规模仍将在长时间内不断扩大[1]。失独群体的哀

伤在近几年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西方学者提出丧

子将会导致最持久且痛苦的哀伤[2]。国内学者的质

性研究也发现，失独者在认知、情绪、行为、生理等方

面都出现了非常强烈的哀伤反应 [3]，并有三成的可

能性会罹患延长哀伤（prolonged grief）[4]。延长哀伤

又称复杂哀伤（complicated grief），是指亲近者去世

给丧失者带来的持久并具有渗透性的哀伤反应，以

对逝者的渴念和持续的心神贯注为特征，并伴有强

烈的情感痛苦[5]。前述调查发现失独者的延长哀伤

阳性率在三成左右，说明对失独群体来说，延长哀伤

较为普遍，是亟需重视的议题。

弗洛伊德指出，正常哀伤过程的自我感觉是保

持完整的，非正常的哀伤状态则伴随着自责、自怨和

自我价值感的下降[6]。一项针对丧亲者的调查发现

自我概念的清晰性与延长哀伤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7]，亦有临床心理学家使用包括提升自我概念在内

的手段来干预延长哀伤的患者，并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 [8]。这说明自我概念是影响延长哀伤的重要因

素。那么，自我概念对延长哀伤的影响是通过什么

途径发生的呢？有学者认为，自我概念是自我知识

（self-knowledge）的一个部分，另一个部分是自传体

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自我概念对自传体

记忆具有选择和激活作用[9]。一项研究使用自传体

记忆的线索词技术对失独者进行访谈，并同时用延

长哀伤障碍问卷（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Scale,
PGDS）进行施测，发现失独者提取的自传体记忆中，

与丧子相关的哀伤事件越多，延长哀伤得分就越高；

而人际事件越多，延长哀伤得分就越低[10]。上述研通讯作者：贾晓明，Email: jiaxiaoming@b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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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示，自传体记忆很可能在自我概念对延长哀伤

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自传体记忆具有自我功

能、社会功能和指导功能，自我功能帮助个体维持稳

定的自我表征，社会功能帮助个体建立亲密关系和

社会连接，指导功能帮助个体设定未来目标并作出

相应的行为 [11，12]，自传体记忆的中介效应很可能是

通过其功能的发挥来实现的。

在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功能的影响中，是否

存在调节变量？在以内隐自尊为自变量、外显自尊

为因变量[13]，以安全依恋启动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为

因变量[14]，以重要他人启动为自变量、目标追求为因

变量的研究中[15]，分别发现了依恋的调节效应。由

于自尊、人际信任和目标追求与自传体记忆的自我

功能、社会功能、指导功能涵义接近，据此推测，依恋

有可能在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功能的影响中发挥

调节效应。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如下两项假设模型：

依恋安全性

自传体记忆的功能

自我概念 延长哀伤

图1 以依恋安全性为调节变量的假设模型图

依恋不安全性

自传体记忆的功能

自我概念 延长哀伤

图2 以依恋不安全性为调节变量的假设模型图

本研究探讨失独者自我概念、依恋、自传体记忆

对延长哀伤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既有助于学术界

更深刻地理解延长哀伤的成因，也可为对失独者开

展心理疏导工作提供借鉴依据。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北京、河南两地的失独社会

服务机构抽取 105名失独者作为被试。其中，男性

34人，女性67人，性别数据缺失4人；被试的年龄在

47至 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62.8岁（SD=5.40）。在

他们去世的孩子中，有69人为男孩，36人为女孩；孩

子去世时的平均年龄为 23.18岁（SD=8.34），孩子去

世的平均时长为11.27年（SD=8.01）。
1.2 研究工具

1.2.1 中国成年人一般自我概念量表 该量表由

方晓义等人编制[16]。该量表有43道题，总分越高表

示一般自我概念越好。量表采用4点计分，1=“几乎

完全不符合”，4=“几乎完全符合”。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2 生活经历回想问卷 Bluck等人编制了生活

经 历 回 想 问 卷（Thinking About Life Experiences,
TALE）[17]，后来将其简化[18]并编制了中文版。该问卷

的中文版包括 17道题，通过自我功能、社会功能和

指导功能三个维度来测量被试自传体记忆的功能。

问卷采用 5点计分，1=“几乎从不”，5=“非常频繁”。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
1.2.3 成人依恋问卷 成人依恋问卷（Adult At⁃
tachment Scale, AAS）是由Collins和Read编制 [19]，吴

薇莉等人对其进行了中文修订[20]。包括18道题，用

于评估成人的依恋安全性和不安全性，可根据测量

结果得出被试在依恋安全性上的得分“亲近依赖均

分”，以及在依恋不安全性上的得分“焦虑均分”。采

用5点计分，1=“完全符合”，5=“完全不符合”。本研

究中，该问卷在依恋安全性维度（亲近依赖复合维

度）上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在依恋不安全性

维度（焦虑维度）上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1.2.4 延长哀伤问卷 延长哀伤问卷（prolonged
grief questionnaire, PG-13）由 Prigerson等人编制 [21]，

并由何丽等人进行了中文修订[22]，该问卷包括13道
题，用于测量被试的延长哀伤水平。其中，前 11道
题采用 5点计分，1=“不符合”，5=“完全符合”；后 2
道题用“是”或“否”作答。后2道题分别反映病程和

功能受损情况，用于延长哀伤障碍的诊断，在本研究

中不计算分值。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2。
1.2.5 研究过程 在失独者社会服务机构举办集

体活动时，向参加活动的失独者说明问卷调查的目

的和情况，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进行现场集体施

测。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然后独立作答。完

成问卷约需30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仅采用问卷调查

法来搜集数据，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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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3]的建议，本研究采用

了一些程序控制的方法，例如强调被试的匿名性和

研究结果的保密性、适当采用反向计分题等。在数

据搜集并整理完毕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

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检验结果表

明，无论旋转或不旋转，均得到17个特征根大于1的
因子。当不旋转时，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2.01%；旋转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3.69%。上述两项百分比均小于 40%的临界值，这

提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如表 1所示。

其中，自我概念与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呈显著正相关、

与延长哀伤呈显著负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功能与延

长哀伤呈显著正相关，提示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中介

效应检验。性别（虚拟变量）与依恋不安全性以及延

长哀伤呈显著负相关，年龄与自我概念呈显著正相

关、与依恋不安全性以及延长哀伤呈显著负相关，因

此在后续分析中，将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变量

1. 性别

2. 年龄

3. 自我概念

4. 自传体记忆的功能

5. 依恋安全性

6. 依恋不安全性

7. 延长哀伤

M
—

62.76
116.54
31.12
36.68
13.48
34.18

SD
—

5.40
16.60
9.92
6.42
6.41

11.83

1
1
0.37***

-0.02
0.01
0.19

-0.22*
-0.29**

2

1
0.22*
0.06
0.15

-0.28**
-0.47***

3

1
0.22*
0.43***

-0.43***
-0.44***

4

1
0.36***

-0.16
-0.26*

5

1
-0.63***
-0.56***

6

1
0.57***

7

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P<0.05，**P<0.01，***P<0.001，下同。

2.3 自我概念对失独者延长哀伤的影响：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为方便说明，将自我概念（自变量）设为X，自传

体记忆的功能（中介变量）设为W，依恋安全性（调

节变量）设为U1，依恋不安全性（调节变量）设为U2，

延长哀伤（因变量）设为Y。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4]

的观点，为了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三个方

程的参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本

研究的理论假设是只有前半路径受到调节，因此三

个方程分别是：Y=c0+c1X+c2U+c3UX+e1（方程1）、W=
a0+a1X+a2U+a3UX+e2（方程 2）和Y= c'0+c'1X+c'2U+c'
3UX+b1W+e3（方程 3）。在上述方程中，U是调节变

量，在本研究中分别指代U1和U2。

2.3.1 自传体记忆功能的中介效应 按照温忠麟

等人的建议[25]，依次进行如下操作：第一步，对所有

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第二步，检验方程 Y=
cX+e1中 c的显著性，发现 c显著（c=-0.43，t=-4.72，
P<0.001）；第三步，检验方程M= aX+e2中 a的显著

性，发现 a显著（a=0.21，t=2.08，P<0.05）；第四步，检

验方程 Y= c'X+bM+e3中 c' 和 b的显著性，发现 c'
（c' =-0.36，t=-3.76，P<0.001）和 b（b=-0.25，t=2.51，
P<0.05）均显著。说明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在自我概

念对延长哀伤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2.3.2 以依恋安全性作为调节变量 依次进行如

下操作：第一步，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第二步，检验方程 1中 c1和 c3的显著性，发现 c1和 c3
均不显著；第三步，检验方程 2中 a1和 a3的显著性，

发现 a1和 a3均不显著；第四步，检验方程3中b1的显

著性，发现b1不显著。在上述检验过程中，所有预测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 1.41，说明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表明，a1b2和 a3b1两组乘积

项均不显著，说明依恋安全性不能调节自传体记忆

的功能在自我概念和延长哀伤之间的中介效应。

2.3.3 以依恋不安全性作为调节变量 依次进行

如下操作：第一步，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

理；第二步，检验方程1中c1和c3的显著性，发现c1和

c3均不显著；第三步，检验方程2中 a1和 a3的显著性，

发现 a1不显著但 a3显著；第四步，检验方程3中b1的

显著性，发现b1显著。在上述检验过程中，所有预测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不高于 1.37，说明不存在多

重共线性问题。检验结果表明，a3b1这一组乘积项

显著，说明依恋不安全性可以调节自传体记忆的功

能在自我概念和延长哀伤之间的中介效应，根据理

论假设和数据验证结果，中介效应的前半路径受到

调节。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依恋不安全性的调节效应，

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将依恋不安全性按照正负一个

标准差分成高低分组，结果表明，当依恋不安全性高

于平均数 1个标准差时，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功

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bsimple=- 1.386, SE=1.6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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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以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女=0），发现

性别与依恋不安全性及延长哀伤之间均存在显著负

相关。这说明比起男性失独者，女性失独者的依恋

不安全性及延长哀伤得分更高。这种情况可能是因

为，绝大部分丧子女性由于年龄因素不可再生育，但

部分丧子男性会为了传宗接代而离婚、再婚，导致一

些女性失独者经历“失独又失婚”的双重丧失，因此

导致依恋不安全性的增加，也导致罹患延长哀伤的

风险增加。

本研究还发现，年龄与自我概念呈显著正相关、

与依恋不安全性以及延长哀伤呈显著负相关。对该

结果可能的解释有：第一，随着年龄的增长，丧子时

间也在变长，时间作为治愈伤痛的良药发挥了一定

的作用，使得失独者的自我概念水平有所恢复，依恋

不安全性和延长哀伤的水平有所下降。有研究发现

丧子时长和延长哀伤呈显著负相关[10]，支持了这一

解释。第二，失独者多是老年人，具有老年群体的心

态变化特点。一项涉及16020名中国老年人的大型

调查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升高而升

高[26]，因此失独老人的心态或许也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更加豁达。

本研究发现，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在自我概念对

延长哀伤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依恋不安全性

能够调节该中介效应，具体的调节点位于前半路径，

即“自我概念→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当中。当依恋不

安全性水平高时，自我概念不能预测自传体记忆的

功能；当依恋不安全性水平低时，自我概念完全通过

对自传体记忆功能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延长哀伤。

但是，依恋安全性却不能起到同样的调节效应。依

恋理论的提出者Bowlby描述了依恋的“安全基地”

作用[27]，并且研究证明这种作用不仅存在于母婴依

恋，也存在于成人依恋[28]。本研究结果未能发现依

恋安全性的保护作用，却发现了依恋不安全性的破

坏作用。对依恋不安全性较高的失独者，即想到依

恋关系时更多唤起焦虑情绪的失独者来说，他们的

自我概念不能激活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失独服务机

表2 依恋安全性对延长哀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性别

年龄

X
U1
U1X
W
R2

F

方程1（效标：Y）
B

-1.12
-4.01
-1.75
-4.85
-0.06

0.50
16.66***

t
-1.12
-4.02***
-1.69
-4.76***
-0.07

95% CI
[-3.11, 0.87]
[-5.99, -2.02]
[-3.81, 0.31]
[-6.87, -2.82]
[-1.66, 1.55]

方程2（效标：W）

B
0.22
0.06
0.10
2.91
1.13

0.14
2.60*

t
0.20
0.06
0.09
2.58*
1.26

95% CI
[-1.98, 2.42]
[-2.11, 2.24]
[-2.15, 2.36]
[0.66, 5.15]
[-0.65, 2.91]

方程3（效标：Y）
B

-1.01
-3.96
-1.64
-4.46
0.14

-1.36
0.49

11.93***

t
-0.96
-3.80***
-1.52
-4.01***
0.16

-1.26

95% CI
[-3.12, 1.10]
[-6.04, -1.89]
[-3.79, 0.51]
[-6.67, -2.24]
[-1.56, 1.84]
[-3.51, 0.79]

表3 依恋不安全性对延长哀伤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性别

年龄

X
U2
U2X
W
R2

F

方程1（效标：Y）
B

-1.32
-3.47
-1.89
4.64
1.51

0.49
15.87***

t
-1.30
-3.45***
-1.81
4.49***
1.61

95% CI
[-3.33, 0.69]
[-5.48, -1.47]
[-3.96, 0.19]
[2.59, 6.69]
[-0.36, 3.37]

方程2（效标：W）

B
0.64

-0.22
1.14

-1.12
-2.53

0.10
2.81*

t
0.57

-0.20
0.98

-0.98
-2.43**

95% CI
[-1.62, 2.90]
[-2.45, 2.01]
[-1.17, 3.45]
[-3.41, 1.16]
[-4.60, -0.45]

方程3（效标：Y）
B

-0.96
-3.38
-1.30
4.66
0.76

-2.13
0.51

12.79***

t
-0.91
-3.30**
-1.22
4.42***
0.78

-2.05*

95% CI
[-3.04, 1.13]
[-5.43, -1.34]
[-3.43, 0.83]
[2.56, 6.75]
[-1.19, 2.72]
[-4.19, -0.06]

0.388）；当依恋不安全性低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时，

自我概念对自传体记忆功能的预测作用显著（bsimple=
3.66, SE=1.52, P=0.018）。整体而言，自传体记忆的

功能在自我概念和延长哀伤之间的中介效应受到依

恋不安全性的调节。对依恋不安全性得分较高的失

独者来说，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在自我概念和延长哀

伤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对依恋不安全性得分较

低的失独者来说，自传体记忆的功能在自我概念和

延长哀伤之间起完全中介效应。

··302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年 第26卷 第2期
构应当考虑这部分失独者的特殊性，通过专业的心

理咨询或社工服务，帮助他们重建对环境和他人的

信任，降低他们的依恋不安全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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