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6 No.3 2018

社交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青少年获取信

息、社交互动的重要工具 [1]。中国互联网中心 2014
年的数据显示，高中/中专/技校学生占我国社交网

站用户群体的 30.3%。高中生正处于价值观、自我

概念、友谊形成的重要时期，使用社交网站不仅有助

于高中生开阔眼界，而且有助于高中生获取线上社

会资本，这对其良好的心理社会适应具有促进作用
[1-3]。但由于学业压力等原因，高中生往往只是被动

地关注社交网站内容，较少采用积极主动的社交网

站使用策略为其心理社会适应服务，这使得被动关

注社交网站逐渐成为高中生心理社会适应不良的潜

在风险因素 [4]。但是，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如何导致

抑郁？、是否存在个体差异？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讨。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是指个体被动浏览社交网站

中的信息或他人动态，缺乏主动交流互动行为 [5]。

它会对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由于社

交网站信息具有“积极化偏向”，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其实质是个体被动接触他人积极信息的过程，这会

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个体的上行社会比较，使个体形

成“他人更加幸福，更加优秀”的错误信念，进而对其

自我概念产生消极影响，并诱发其抑郁[4-8]。社会比

较理论认为上行社会比较是导致个体低自尊和抑郁

的关键因素 [9]，抑郁的易感因素模型也指出低自尊

是抑郁的重要易感因素[10]。实证研究也表明被动关

注社交网站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11]。因

此，本研究假设被动关注社交网站能够正向预测个

体的抑郁水平（H1）。
妒忌也是被动关注社交网站的潜在不良后果

[5]，且有研究指出妒忌能够正向预测个体抑郁[4]。因

此，探讨妒忌在被动关注社交网站与抑郁之间的中

介作用，有助于对“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如何导致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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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这一问题做出回应。妒忌，又称“他人财富情

绪”，是个体在社会比较过程中，因意识到别人拥有

自己试图拥有但却缺乏的东西时所体验到的一种令

人不快的感受，表现为自卑、敌意和怨恨的一种混合

情绪 [4，12-14]。研究表明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对妒忌具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5]。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也

认为上行社会比较是妒忌情绪产生和发展的关键[12，

13]。因此，被动关注社交网站，作为上行社会比较的

重要诱因，能够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妒忌情绪。妒

忌也会对个体的情绪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研究表明

妒忌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5]，且有研究发现妒

忌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4，15]。此外，有研

究证实妒忌在社交网站使用或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

较与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4，16]，因此，本研究假

设被动关注社交网站能够通过妒忌的中介作用对抑

郁产生影响（H2）。
此外，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认为环境等其

他因素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影响可能存在个体差

异[17]。正念是指一种有意识、不批判的方式将注意

集中于此时此刻[18]。它是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能

够在其他风险因素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的消极影响

中起缓冲作用 [19，20]。因此，探讨正念在被动关注社

交网站和妒忌与抑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助

于揭示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导致抑郁的个体差异，而

且有助于揭示妒忌的中介作用的个体差异。研究表

明正念特质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

与抑郁、压力等心理问题呈显著负相关 [21，22]。且有

研究表明正念特质能够在欺负、歧视对个体抑郁等

消极情绪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19，20]。即与高正念特

质的个体相比，低正念特质的个体更容易在经历欺

负、歧视等消极经历后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因此，

本研究假设，正念能够在被动关注社交网站与妒忌

和抑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且能够调节妒忌与抑

郁之间的关系，即被动关注社交网站更容易诱发低

正念个体的妒忌及抑郁情绪，妒忌也更容易诱发低

正念个体的抑郁情绪（H3）。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

察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对高中生抑郁的影响，以及妒

忌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正念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对 619名高中生进行团体施测。

其中，男生266人（43%），女生353人（57%），所有被

试年龄处于15-1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6.34岁。高

一年级178人（28.8%），高二年级213人（34.4%），高

三年级228人（36.8%）。

1.2 工具

1.2.1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采用Krasnova及其同

事编制的被动关注社交网站问卷对被试被动关注社

交网站的情况进行评估[5]。该量表共包含3个项目，

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被动关注社交网

站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
数为0.75。
1.2.2 妒忌问卷 采用Tandoc等人编制，连帅磊及

其同事翻译的妒忌问卷对被试的妒忌情绪体验进行

评估 [4]。该问卷共包含 8个项目，采用 1-5五点计

分，所有项目得分相加即为妒忌问卷总分，分数越高

表明个体的妒忌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采用Radloff编制，陈

祉妍、杨小冬和李新影修订的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对被试的抑郁情感或心境进行评估[23]。该

量表共2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

症状出现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85。
1.2.4 正念特质量表 采用Feldman及其同事编制

的正念特质量表对被试的正念特质水平进行评估
[24]。该问卷共12个项目，采用1-4四点计分，所有项

目得分相加求平均即为被试的正念特质得分，分数

越高，被试的正念特质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2 结 果

2.1 各测量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动关注社交

网站、妒忌及抑郁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详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1
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25]中的Model59（该模

型假设中介模型的三条路径均会受到调节变量的调

节），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的条件下，对妒忌的中

1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2妒忌

3正念特质

4 抑郁

M
3.61
2.85
2.38
1.88

SD
1.23
0.65
0.39
0.45

1
1

0.37**
0.05
0.32**

2

1
-0.11**
0.53**

3

1
-0.1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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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效应以及正念特质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标准分带入回归方程，下同。

表3 正念的调节效应分析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见表 2），被动关

注社交网站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妒忌和抑郁；且妒忌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也表

明妒忌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见表3），即妒忌能够在被动关注社交网站与抑郁

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被动关注社交网

站与正念特质的乘积项对妒忌和抑郁的预测作用显

著；妒忌和正念特质的乘积项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也

显著，表明正念特质不仅能够在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与妒忌和抑郁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而且能够调节

妒忌和抑郁之间的关系。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与高

正念特质的个体相比，被动关注社交网站更容易诱

发低正念特质个体的抑郁（simple slope 高=0.10，t=
1.91，P>0.05；simple slope低=0.49，t=8.69，P<0.001）和

妒忌（simple slope 低 =0.50，t=12.45，P<0.05；simple
slope高=0.22，t=5.40，P<0.001）；与高正念特质的个体

相比，妒忌更容易诱发低正念特质个体的抑郁情绪

（simple slope高=0.32，t=5.20，P<0.001；simple slope低=
0.63，t=12.41，P<0.001）。此外，由表 3可知，被动关

注社交网站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及妒忌的间接效应对

于低正念特质个体更加显著，即随着个体正念特质

水平的提高，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对抑郁的直接效应

及妒忌的中介效应均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3 讨 论

相关分析发现，被动关注社交网站与妒忌和抑

郁均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高中生处于心理从幼稚走

向成熟的敏感时期，被动地接触社交网站中具有“积

极化偏向”的他人信息，会诱发其与他人进行上行社

会比较，并使其产生妒忌及抑郁情绪[4，26]。此外，妒

忌与抑郁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4]，表明妒

忌作为四种基本的社会情绪之一，会对高中生的情

绪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妒忌在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与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表明被动关注社交网

站作为一种非适应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不利于高

中生的良好心理社会适应。相反，被动关注社交网

站所诱发的上行社会比较，会诱发高中生的消极自

我认知，如他人更加优秀、幸福等，这会阻碍高中生

对自身拥有资源（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客观

评价，并使其产生妒忌和抑郁等消极情绪 [4，15]。同

时，这一结果也表明妒忌的社会比较理论[14]以及抑

郁的社会等级理论[27]同样适用于社交网站人际交往

环境，即在虚拟的社会交往环境中，基于可修饰自我

呈现信息的上行社会比较，同样会诱发个体的非适

应性社会情绪，如妒忌和抑郁。妒忌的中介作用表

明，妒忌作为一种指向他人财富的复杂的社会情绪
[12]，是互联网时代非适应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诱发

高中生抑郁情绪的近端因素[4，16]。首先，妒忌能够强

化“自己不如他人”的社会认知，降低个体的自我评

价，进而提升其抑郁水平。其次，妒忌会使个体忽视

自身的绝对社会资源，而过度关注相对社会资源，这

会使个体长期处于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中，并

因此对其心理社会适应产生消极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被动关注社交网站对抑郁

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妒忌的中介效应对于低正念特质

高中生更加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中，正念在其他风

险因素与抑郁关系中起调节效应的结果一致 [19，20]。

表明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是高中生情绪

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从正念特质对个体心理影响

的即时效应来看，正念特质高的个体容易将个体的

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感知觉中，这不仅会促进个体

对自身状态的客观评价，而且会增加其积极的情绪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妒忌

抑郁

预测变量

性别

年龄

年级

正念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正念特质

性别

年龄

年级

妒忌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正念特质

妒忌×正念特质

被动关注社交网站×正念特质

整体拟合指标

R
0.42

0.58

R2

0.17

0.33

F
19.15

25.38

回归系数显著性

B

-0.02
-0.06
0.06

-0.13
0.36

-0.14

0.05
0.03

-0.08
0.42
0.13

-0.08
-0.10
-0.09

t

-0.28
-0.87
0.64

-3.42**
9.78**

-3.43**

0.78
0.56

-1.01
10.57**
3.31**

-2.33*
-2.34*
2.62**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正念特质

M-1SD
M
M+1SD
M-1SD
M
M+1SD

效应值

0.22
0.13
0.05
0.26
0.15
0.07

Boot
标准误
0.05
0.04
0.05
0.04
0.02
0.02

Boot CI
下 限
0.12
0.05

-0.06
0.20
0.11
0.04

Boot CI
上 限
0.33
0.21
0.15
0.34
0.2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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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28，29]。从正念特质对个体

心理影响的长期效应来看，正念特质高的个体往往

具有较高的希望、心理韧性及自我效能感等重要的

心理资源[30]，这不仅有助于缓解被动关注社交网站

诱发妒忌和抑郁等消极情绪的可能性，而且能够降

低妒忌等消极情绪进一步对其心理社会适应带来的

消极影响。此外，根据正念的再感知模型[31]，高正念

特质个体往往会对消极事件等进行积极的“再感

知”，这不仅有助于个体客观地感知内外刺激，即客

观地看待社交网站中具有“积极化偏向”的信息和社

会比较产生的不良后果，如妒忌、抑郁等消极情绪，

而且有助于个体采用更加包容的态度接纳内外刺激

所带来的体验，并降低个体对内外刺激的主观感受，

即接纳被动关注社交网站的不良后果及妒忌，降低

其诱发抑郁情绪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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