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年 第26卷 第6期

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和企事业单位对于高学历的

要求，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增加。据中国考研网调

查显示，自2012年以来硕士研究生录取人数每年均

突破50万，伴随研究生群体的扩大其职业生涯发展

状况成为研究焦点。有研究者认为，职业延迟满足

是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重要影响和预测因素 [1]，指

个体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更多地获得利益回报、达

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

从而甘愿放弃眼前相对较小的利益(即时满足)的抉

择取向，以及在等待中进行自我控制、克服困难、努

力进取并最终实现长远目标的能力[2]。个体的延迟

满足能力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

母亲采用放纵的教养方式，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较

低，权威型教养方式下儿童的延迟满足能力较高
[3]。父母关爱与学业延迟满足显著正相关，而母亲

控制与学业延迟满足负相关 [4]。Roe的生涯选择需

要理论认为，个体早期与父母的关系影响其以后在

职业中长远目标的达成，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的长

期职业发展有关 [5]。上述研究和理论均表明，父母

教养方式影响个体的职业延迟满足。

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是自我分化，即个体在内

心层面与人际层面与家庭中的父母保持既亲密又独

立，可以区分理智与情感的能力[6]。该理论认为，父

母教养方式影响个体的自我分化水平，后被大量研

究证实 [7]。Zingaro认为，职业发展出现问题是因为

未完成与父母的分化，在面临选择时混淆自己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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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父母的期待，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8]。Cavaiola等认为，个体会将在与家庭的互动过程

中形成的自我分化表现模式应用到与职业有关的行

为和场景中，从而影响其职业满意度与发展 [9]。在

一项研究中发现，与自我分化水平高的神职人员相

比，自我分化水平低的神职人员不能处理好职业中

的困难实现长远目标，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10]。

社会认知职业生涯理论源于Bandura的社会认

知理论，强调人、行为、环境的相互影响，社会环境的

差异会对个体的职业行为产生影响。城镇和农村的

生产方式和发展任务不同，导致了城乡之间在经济

地位、文化氛围、家庭环境、教育条件等存在着巨大

的差异[11]。作为重要的宏观的社会环境，城乡差异

对个体职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值得探究。已有的研究

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和

个体的自我分化与职业延迟满足的发展[12-14]。本研

究旨在探究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分化与研究生职业

延迟满足的关系及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考察城乡差异，希望可以为研究生职业生涯指导和

家庭教育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厦门、内蒙古、

河北等省市高校在读研究生通过发放纸质问卷和网

络问卷链接的方式收取 650份问卷，最终获得有效

问卷 579份，有效率为 89.0%；平均年龄为 26.05±
3.15岁；男生273人，女生306人；专业为文史教育类

的 184人，理工科类 298人，艺术等其他类 97人；独

生子女 241人，非独生子女 338人；来自城镇的 365
人，来自农村的人数为 214人；来自 985、211院校的

研究生 350人，来自非 985、211大学的研究生 229
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从“没有上过学”到“研究生

及以上”，赋分1-6分，职业类型从“临时工、失业等”

到“职业高级管理人员等”，分为5类，赋分1-5分。

1.2 工具

1.2.1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
ment，PBI) 采用蒋奖等人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问

卷[15]。修订后的PBI量表分为父亲(F-PBI)、母亲(M-
PBI)2个版本，各25道题，均包括四维度：关怀、冷漠/
拒绝、过度保护和自主性。问卷采用“0（非常不符

合）-3（非常符合）”的4点计分。本研究中F-PBI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4-0.81之间。M-PBI内部一

致性系数在0.71-0.83之间。

1.2.2 自我分化问卷（Differentiation of Self Invento⁃
ry- Revised，DSI-R） 采用吴煜辉和王桂平修订

的自我分化问卷 [16]。自我分化分为 4个维度：情绪

反应、自我位置、情感断绝、与人融合，共 27题。采

用“1（完全不符合）-6（完全符合）”的 6点计分，其

中，自我位置维度各题项为正向计分，其余维度的各

题项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自我分化水平越高。本

研究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1.2.3 职业延迟满足量表（Occupational Delay of
Gratification Scale，ODGS） 由梁海霞和戴晓阳于

2008年编制[2]。包括职业延迟满足过程13个条目和

延迟满足特质11个条目，共24个条目，有“AB”两个

选项，选择延迟满足记1分，选择即时满足为0分，总

分 24分。得分越高，职业延迟满足程度越高，该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
1.2.4 自编人口统计学问卷 主要包括年龄、专

业、城乡、独生与否、社会经济地位等。其中社会经

济地位评价参照曲可佳等人的研究，包括父母受教

育水平和职业类型[17]。在统计分析时将父母从事的

职业和受教育水平得分转化成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

析，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SES变量：SES=(β1×Z父

亲受教育水平+β2×Z母亲受教育水平+β3×Z父亲职业+β4×Z母亲职业)/第一个

因子特征根，其中β1、β2、β3、β4为因子载荷[12]。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0.0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统计及

相关分析，AMOS20.0进行中介模型分析，运用Boot⁃
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采用贝叶斯估计

法对城镇和农村被试的自我分化在教养方式与延迟

满足之间的中介效应（非标准化效应）及其差异进行

估计。为避免问卷测量引起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控制：①问卷匿名填写，在指导语

部分声明问卷结果严格保密仅用于学术研究；②三

个问卷采用不同的计分方式；③部分测试题目采用

反向计分。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

法偏差，对所有量表项目做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分析，

结果发现共析出3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其中第

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59%，小于40%的临

界标准，表明在本研究中受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

严重。

2 结 果

2.1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分化和职业延迟满足的

相关关系

对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分化和职业延迟满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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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职业延迟满足总分与关怀维

度和自主性维度成正相关，与冷漠/拒绝维度和过度

保护维度成负相关；职业延迟满足总分与自我分化

总分成显著正相关；自我分化与关怀维度和自主性

维度成显著的正相关，与冷漠/拒绝维度和过度保护

维度成显著负相关。结果如表1所示。

变量
1职业延迟满足总分
2自我分化
3关怀维度
4冷漠/拒绝维度
5过度保护维度
6自主性维度

M±SD
17.14±4.23
99.79±16.43
25.05±6.23
11.47±6.25
15.98±7.25
24.18±6.48

1
1

0.40**
0.28**

-0.25**
-0.24**
0.28**

2
1

0.29**
-0.44**
-0.38**
0.29**

3

1
-0.55**
-0.36**
0.59**

4

1
0.47**

-0.39**

5

1
-0.36**

6

1

表1 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分化与职业延迟满足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下同。

2.2 自我分化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延迟满足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

将 SES作为控制变量，建构以父母冷漠/拒绝、

自主性、关怀和过度保护为外生潜变量、自我分化、

职业延迟满足为内生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

初始模型拟合指数较差，因为这些测量误差的

变量来自母亲教养维度，具有同源性，根据统计理论

的建议，可以建立双箭头关联[18]。修正后模型拟合

指数较好，χ2/df=4.58，GFI=0.94，AGFI=0.90，NFI=
0.93，TLI=0.91，CFI =0.94，RMSEA=0.08。路径分析

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中，关怀维度对职业延迟满

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3，P<0.01）。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SES）对职业延迟满足的预测作用不显

著。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影

响（β=0.55，P<0.001）。四个教养方式及SES联合可

以解释自我分化的42%（R2=0.42）的方差变异；四个

教养方式、自我分化及 SES一起可以解释职业延迟

满足的29%（R2=0.29）的方差变异。

采用Bootstrap（N=2000）进行中介效应（间接效

应）的估计，结果发现，冷漠/拒绝维度、过度保护维

度经由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负向间接

效应，关怀维度和自主性维度经由自我分化对职业

延迟满足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具体见表2。
表2 中介作用模型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表

2.3 自我分化的中介作用城乡差异分析

为了对比城镇被试（N=365）和农村被试（N=
214）的自我分化在教养方式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

差异，分别对这两组被试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

析。采用Bootstrap（N=2000）进行中介效应的估计。

城镇被试的中介作用模型中，χ2/df=3.60、GFI=
0.92、CFI=0.93、NFI=0.91、RMSEA=0.08。路径分析

结果显示，城镇被试中，教养方式中关怀维度对职业

延迟满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P<0.05），其他

三个维度对职业延迟满足的影响都不显著。自我分

化对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3，P<
0.001），控制变量 SES对职业延迟满足的影响不显

著。四个教养方式及 SES联合可以解释自我分化

44%（R2=0.44）的方差变异；四个教养方式、自我分

化及 SES 一起可以解释职业延迟满足 33%（R2=
0.33）的方差变异。结果见图1。

图1 自我分化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

延迟满足关系中的中介模型图（城镇）

城镇被试中介作用模型标准化间接效应检验发

现，城镇被试中，冷漠/拒绝维度、过度保护维度经由

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

自主性维度经由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的间接效

应为边缘显著，关怀经由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

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具体见表3。

中介路径

冷漠拒绝→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过度保护→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自主性→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关怀→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效应值

-0.199
-0.190
0.001
0.032

S.E.
0.053
0.051
0.037
0.046

95%CI
下限

-0.320
-0.308
-0.071
-0.051

上限

-0.109
-0.108
0.07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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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市被试中介作用模型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表

农村被试的中介作用模型中，χ2/df=2.45、GFI=
0.91、CFI=0.94、NFI=0.90、RMSEA=0.08。农村被试

中，所有教养方式的四个维度对职业延迟满足的直

接作用都不显著，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β=0.68，P<0.001）。四个教养方式及

SES联合可以解释自我分化49%（R2=0.49）的方差变

异；四个教养方式、自我分化及SES一起可以解释职

业延迟满足40%（R2=0.40）的方差变异。结果见图2。

图2 自我分化在父母教养方式和职业

延迟满足关系中的中介模型图（农村）

农村被试中介作用模型标准化间接效应检验发

现，冷漠/拒绝维度、过度保护维度经由自我分化对

职业延迟满足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关怀维度经

由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的间接效应显著，自主

性经由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具体见表4。
表4 农村被试中介作用模型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表

采用贝叶斯估计法对城镇和农村被试的自我分

化在教养方式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效应（非

标准化效应）及其差异进行估计。在来自城镇和农

村的群体中，自我分化在冷漠/拒绝维度、过度保护

维度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负向中介效应都成立，

因此需要对两组被试的中介效应差异进行检验。结

果发现城镇和农村被试的自我分化分别在冷漠/拒
绝、过度保护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负向间接效应

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农村被试的自我分化在

关怀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具有显著正向中介效应，

而这一中介效应在城镇被试中不成立，表明自我分

化在关怀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的中介作用存在城乡

差异。具体见表5。
表5 城镇与农村被试非标准化间接效应估计表

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教养方式、自我分化与研究

生职业延迟满足的关系，在控制了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的影响后，研究发现自我分化在冷漠/拒绝维度和

过度保护维度与职业延迟满足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在冷漠/拒绝的教养方式中，父母通常会压制孩子的

行为，不能给子女提供合理表达个人意愿和情绪的

环境，孩子可能因此缺乏自主意识。在过度保护的

教养方式中，父母通常的表现是控制孩子的行为，导

致子女过度依赖父母，与重要他人界限不清[19]，这些

均为低自我分化表现。Zingaro等学者认为，低自我

分化个体做出职业选择往往意味着离开父母、朋友

等熟悉的人，而不是朝向既定的目标、愿望和未来发

展，这种认知将增加个体的焦虑 [8]。职业延迟满足

强调个体为了达成长远的职业目标，克服困难而放

弃暂时利益的过程，自我分化水平较低的个体情绪

与情感过度融合，情绪冲动，不能理智的做出选择和

规划。同时可能寄希望于重要他人建议的职业目

标，由于不是出于自主的选择，责任意识和规划意识

较差，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压力或者困难时产

生焦虑和退缩，影响职业延迟满足的发展。

中介路径

冷漠拒绝→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过度保护→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自主性→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关怀→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效应值

-0.289
-0.175
0.109

-0.092

S.E.
0.083
0.065
0.071
0.079

95%CI
下限

-0.481
-0.333
-0.003
-0.279

上限

-0.159
-0.072
0.280
0.039

中介路径

冷漠拒绝→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过度保护→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自主性→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关怀→自我分化→职业延迟满足

效应值

-0.204
-0.261
-0.109
0.233

S.E.
0.280
0.260
0.136
0.387

95%CI
下限

-1.379
-0.885
-0.509
0.029

上限

-0.032
-0.081
0.067
1.258

中介路径

冷漠/拒绝→自我分

化→职业延迟满足

过度保护→自我分

化→职业延迟满足

自 主 性→自 我 分

化→职业延迟满足

关怀→自我分化

→职业延迟满足

被试组

城镇

农村

城镇—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农村

效应值

-0.562
-0.443
-0.119
-0.373
-0.554
0.181
0.199

-0.233
——

-0.167
0.548
——

S.E.
0.014
0.035
0.039
0.015
0.039
0.040
0.018
0.023
——

0.016
0.047
——

95%CI
下限

-0.855
-1.040
-0.623
-0.659
-1.131
-0.348
-0.066
-0.680
——

-0.424
0.046
——

上限

-0.308
-0.052
0.552

-0.161
-0.140
0.754
0.449
0.145
——

0.105
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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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模型中，自我分化分别在关怀、自主性与职

业延迟满足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不成立。这可能

与一种广泛的心理现象有关，即“坏比好更强”，Bau⁃
meister认为，不良情绪与表达、消极教养的父母和

消极的反馈比良好的情绪与表达、积极的父母教养

和反馈的影响更大，坏信息的处理和对个体产生的

负面影响比好的影响范围更广[20]。根据该现象，关

怀和自主性的教养方式对个体的自我分化和职业延

迟满足产生的积极作用小于冷漠/拒绝和过度保护

的教养方式对个体的消极作用。

本研究中群组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分化在父母

教养方式的关怀维度与职业延迟满足二者之间的中

介作用在农村被试中成立，在城镇被试中不成立。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对于来自农村的群体而

言，研究生的身份满足了父母对其教育成就的高期

待以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父母对于子女的教养

态度可能由消极的批判和缺少关心转为温暖的关

怀，当子女感受到这一变化时情感需要得到满足，更

加理性的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更强的动机追求

职业延迟满足[21]。城镇地区文化资本和对教育的重

视程度不同于农村地区，来自城镇的子女拥有较多

由家庭带来的社会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等，子女在

发展职业延迟满足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这些资源的支

持从而可能减弱关怀通过自我分化对职业延迟满足

的促进作用。以上的研究结果验证了社会认知职业

生涯理论的观点，社会环境对个体的职业生涯发产

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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