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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南京乐燕案”、毕节留守儿童自杀

等事件的曝光，未成年人遭受虐待和忽视问题受到

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情感虐待（emotional abuse）
和情感忽视（emotional neglect）是指父母或主要看护

人经常对未成年人指责、恐吓、侮辱、孤立或忽视孩

子的情感需要。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情感虐待和

忽视导致儿童较难完成阶段性发展任务，并进一步

导致一系列内外化问题，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

预测指标 [1]。相较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表现出细腻

性和狂暴性并存的特点，当他们的情感需求得不到

满足时往往出现不安、情绪易激动等现象[2]，面对虐

待时也更容易做出冲动的行为反应[3]。随着青少年

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他们希望从父母那里

获得更多权力和自由，而父母仍将他们视为未长大

的孩子[4]，这一时期亲子之间的亲密度下降、冲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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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在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与其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之间的链

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量表、接纳与行动量表中文版、生命意义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对724
名初高中生进行测查。结果：①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与经验回避和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呈显著正相关，与

拥有生命意义呈显著负相关；②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经验回避—拥有生命意义的链式中

介作用显著。结论：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既可以直接正向预测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又可以通过经验回

避、拥有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以及经验回避—拥有生命意义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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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including emotional
abuse and emotional neglect) and inattention-hyperactivity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by assuming that there is a chain me⁃
diation effect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EA) and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Totally 724 Chi⁃
nese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Second Edition(AAQ-Ⅱ),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
tionnaire(MLQ), an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 Results: Firstly,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 and inattention-hyperactivity symptom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esence of mean⁃
ing in life in adolescents. Secondly, both EA and th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showed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s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inattention-hyperactivity symptoms. In addition,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EA-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was significant between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 and inattention- hyperactivity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Conclusion: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 could not only predict inattention-hyperactivity
symptoms of adolescents directly, but also indirectly via the mediation of EA or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on of EA-th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Key words】 Adolescents; Parental emotional maltreatment; Inattention- hyperactivity symptoms; Experiential avoid⁃
ance; 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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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5]，青少年感受到的情感虐待与忽视也随之增

加。相比儿童，青少年遭受虐待更容易导致多动和

抑郁，以及物质依赖、犯罪等问题行为[6]。目前对青

少年遭受情感虐待和忽视的研究较少，有关情感虐

待及忽视与青少年人格发展和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

有待进一步验证。

注意缺陷-多动症状（inattention-hyperactivity
symptoms）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主要症状，具体表

现为情绪不稳定、活动过度、冲动、注意力不集中等
[7]。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影响个体的智力、记忆力、

注意力，以及计划性、选择性抑制等执行功能的发展
[8]。在青少年时期，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影响个体社

会适应行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与父母沟通困难、学

业成绩较低、人际交往不良等[9]。除生物学因素外，

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是导致个体出现注意缺

陷-多动症状的重要原因。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好、

父母对子女关注度高的家庭，其子女注意缺陷-多
动症状的发生率较低[10]；矛盾突出、情感交流差的家

庭环境与子女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发生率有高度

相关[11，12]。

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儿童期遭受虐待对青少年乃

至成人的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儿童期遭受虐待与个

体在记忆、注意和反应抑制等方面的认知缺陷有直

接相关[13]，儿童期遭受虐待的青少年比未遭受虐待

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冲动行为和注意力缺陷[14]，

寄养青少年在被收养前遭受的虐待和忽视能够预测

其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诊断[15]。可以推测，青少年

遭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的经历与同一时期出现的

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之间也存在显著关联。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1：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

能够正向预测其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经验回避（Experiential Avoidance，EA）是指个

体不愿与特定内在经验共处，并采取措施改变或降

低相关事件和相关情境出现的频率的现象[16]，如通

过压抑、逃避、自我伤害、物质滥用等形式避免接触

不愉快的内在经验。拥有生命意义（presence of
meaning in life）是个体对生命意义的主观感觉，指人

们领会、理解自己生命的含义，并意识到自己生命中

的目标、任务或使命 [17，18]。Hayes等人认为，经验回

避通过占用个体的认知资源，不仅促使个体回避消

极情绪体验，也减少了个体对愉快刺激的体验，从而

降低了生命意义感[19]。遭受童年期虐待的个体常常

体验到无用、羞愧等情绪，这些遭受虐待的经历与经

验回避呈高度相关[20]，童年期遭受情感虐待的大学

生也表现出更低的生命意义感[21]。相较儿童，12-17
岁的青少年受到的情感虐待和忽视率更高[22]，经验

回避通常发生在由这些事件引发的负面情绪之后
[23]。正念作为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
mitment Therapy，ACT）的主要治疗方法，可以使来

访者关注当下，对情绪持开放态度并减少对消极经

验的回避[24]。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对少管所中青少

年的注意力有积极效果[25]。由此可以推断，经验回

避与青少年的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之间可能存在正

向关联。拥有生命意义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保护性

因素，生命意义感低的青少年不仅容易出现焦虑、抑

郁、物质滥用等问题，也缺乏自我管理和冲动抑制能

力[26]。因此，拥有生命意义与青少年的注意缺陷-多
动症状之间可能存在负向关联。综上，本研究提出

假设2a：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可以分别通

过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的中介作用影响注意缺

陷-多动症状；假设 2b：经验回避-拥有生命意义在

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注意缺陷-多动症

状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北京市、天津市、四川

省、广东省、河南省、江西省、陕西省、浙江省等地14
所中学的 810名初一至高二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回

收有效问卷724份，有效回收率为89.4%。调查对象

平均年龄 14.51 岁（SD=1.75）。其中，男生 355 人

（49.0%），女 生 369 人（51.0%）；初 中 生 360 人

（49.7%），高中生364人（50.3%）。

1.2 工具

1.2.1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情感虐待分量表和

情感忽视分量表 采用赵幸福等人[27]翻译的中文版

儿童期虐待问卷中的情感虐待分量表和情感忽视分

量表，测量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

两个分量表各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评分（1表示

“从不”，5表示“总是”），其中情感忽视分量表需要

反向计分。在本研究中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分量表

的α系数分别为0.55和0.79。
1.2.2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采用曹静等人[28]翻

译的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Second Edition，AAQ-Ⅱ）测量经验回

避。该问卷由 7个条目组成，采用 Likert 7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示经验回避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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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α系数为0.88。
1.2.3 生命意义感量表-拥有生命意义分量表 采

用王鑫强[29]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LQ）中的拥有生命意义分量表测量

拥有生命意义。该分量表由 5个条目组成，采用

Likert 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

符合”），在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α系数为0.86。
1.2.4 长处与困难问卷-多动注意缺陷分量表

采 用 寇 建 华 等 人 [30] 翻 译 的 长 处 与 困 难 问 卷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中的

多动-注意缺陷分量表测量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该分量表共 5个条目，采用 Likert 3点计分（0代表

“没有”，2代表“非常”），总分越高问题越严重。在

本研究中该分量表的α系数为0.64。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采用AMOS23.0建立中介模型，采用

SPSS宏程序PROCESS检验中介效应。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

诊断，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

于1的因子有5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3.9%，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

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经验回避

与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

关，拥有生命意义与其余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负相

关，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注：样本容量N=724，***P<0.001（双侧）

2.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对五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对经验回

避、拥有生命意义、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各条目采用

平衡法进行项目分组，然后以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

待和忽视为预测变量，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为

中介变量，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为结果变量，性别和

年级为控制变量，建立中介模型。结果如图 1所

示。各项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2.90，RMSEA=
0.05，SRMR=0.04，CFI=0.98，NFI=0.97，TLI=0.97,该
模型可以接受。

图1 链式中介模型

1.情感虐待

2.情感忽视

3.经验回避

4.拥有生命意义

5. 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1
—

0.39***
0.35***

-0.15***
0.28***

2

—

0.20***
-0.30***
0.28***

3

—

-0.26***
0.45***

4

—

-0.39***

5

—

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能够显著正向预

测注意缺陷-多动症状（γ=0.25，t=3.46，P<0.001），假
设1得到支持。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显著

正向预测经验回避（γ=0.48，t=7.57，P<0.001），经验

回避显著正向预测注意缺陷-多动症状（γ=0.39，t=
6.68，P<0.001）；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显著

负向预测拥有生命意义（γ =- 0.29，t=- 4.33，P<
0.001），拥有生命意义显著负向预测注意缺陷-多动

症状（γ=-0.31，t=-6.03，P<0.001），即青少年受父母

情感虐待和忽视分别通过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

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假设 2a

得到支持。经验回避显著负向预测拥有生命意义

（γ=-0.17，t=-3.31，P<0.01），经验回避-拥有生命意

义在青少年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与注意缺陷-多
动症状的关系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假设 2b得到支

持。

采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样

本量为 5000，在 95%置信区间下，整个模型的R2为

0.154。具体路径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总效应为直

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即 0.552。由表 2可知，三

条路径的 Bootstrap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

三个间接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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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X=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M1=经验回避，M2=拥有生命意

义，Y=注意缺陷-多动症状。

3 讨 论

家庭环境一直被认为是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

症状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假设父母情感虐待和

忽视是影响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重要家庭

环境因素，结果证实了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情感虐

待和忽视正向预测其注意缺陷-多动症状。本研究

进一步探讨了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在青少年遭

受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与其注意缺陷-多动症状之

间的中介作用，发现经验回避和拥有生命意义分别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经验回避-拥有生命意义起

到链式中介作用。

青少年时期的注意缺陷-多动症状在成年后可

能发展为反社会人格、品性障碍、物质依赖、违法犯

罪、成年期就业不良等心理和行为问题[31]。躯体虐

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因其明显的外在行为表现，容

易引起社会关注。情感虐待和忽视尽管潜在而长期

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32]，但由于缺乏可观

察的行为指标、细节回忆困难等原因，受到的关注往

往不足。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个体在童年

期遭受的情感虐待和忽视，可能主要源于儿童的自

我保护能力弱，以及大量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存

在。然而青少年处于“心理断乳期”和“疾风暴雨

期”，其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极大增强，情绪调节能

力相对较弱，对父母权威的接受程度越来越低[2]，极

易与父母发生情感冲突。很多父母由于缺乏对青少

年心理发展规律的认识，不知道如何正确处理与这

一时期的子女之间的矛盾冲突，而采用极端的方式

（如过度监控、责骂，或者减少交流、放任冷漠），客观

上造成了对子女的情感虐待和忽视。本研究表明，

青少年感知到的父母情感虐待和忽视作为其注意缺

陷-多动症状的风险因素，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和

重视。有研究表明，良好的教养方式、核心家庭、父

亲和母亲文化程度高、母亲性格外向是未成年人注

意缺陷-多动症状的保护因素[33]。运用多种心理和

行为治疗手段对家庭主要成员或家庭整体实施系统

干预的系统性家长培训和结构式家庭治疗对改善儿

童注意缺陷-多动症状有较好效果[34]，后续研究可以

探讨家庭疗法对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干预

效果。

经验回避是Hayes提出的ACT六大心理病理模

型中的核心概念，即个体不愿与其厌恶的内部经验

共处，因而改变这些经验的形式或频率以及引发它

们的情境[23]。经验回避虽然可以帮助个体暂缓负性

情绪，但长期的经验回避导致个体拒绝做出实质性

的改变，造成个体对刺激物的麻木或过敏，导致生活

空间受阻[35]，降低生命意义感[18]。减少经验回避、增

加接纳是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途径[26]。青少年遭受

情感虐待和忽视的经历作为一种压力创伤性事件，

使个体产生厌恶、痛苦等负面情绪，进而导致非适应

性的回避行为[36]。在教养方式以暴力和忽视为主的

家庭中，父母的谩骂和冷漠使子女难以感受到帮助

和支持，导致长期的低自我效能、低自尊和生命意义

感缺失 [37，38]。另一方面，高经验回避和低生命意义

感都是诱发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状的风险因素
[25，26]。因此，除了重视父母教养方式及家庭氛围的

改善以外，学校通过开展以“接纳自我”和“生命教

育”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降低青少年的经验

回避、提高其生命意义感，将有助于青少年注意缺

陷-多动症状的预防和干预。

参 考 文 献

1 李羽萱, 柴晓运, 刘勤学, 等. 童年期心理虐待经历与大学

生手机成瘾: 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2019, 27(3): 506-509
2 林崇德. 中学生心理学.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
3 Agnew RA.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992, 30(1): 47-88
4 方晓义, 张锦涛, 刘钊. 青少年期亲子冲突的特点. 心理发

展与教育, 2003, 3: 46-52
5 吴旻, 刘争光, 梁丽婵. 亲子关系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

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5: 55-63
6 Thornberry TP, Ireland TO, Smith CA. The importance of

timing: The varying impact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mal-
treatment on multiple problem outcomes. Development &
Psychopathology, 2001, 13(4): 957-979

7 邓红珠, 邹小兵. 2011版美国儿科学会《儿童青少年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诊断、评估和治疗临床实用指南》解读. 中
国实用儿科杂志, 2012, 2: 99-101

8 刘豫鑫, 王玉凤.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临床亚型认知特点的

比较. 中华精神科杂志, 2002, 35(3): 153-156
9 静进, 吴丙辰, 麦坚凝, 等.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社会

适应行为特征.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07, 22(7): 267-269
10 程芳, 胡珍玉, 敬攀, 等. 宁波市中学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

总体间接路径

间接路径1：X-M1-Y
间接路径2：X-M1-M2-Y
间接路径3：X-M2-Y

效应值

0.302
0.187
0.025
0.090

SE
0.037
0.030
0.011
0.027

Boot下限

0.229
0.127
0.003
0.037

Boot上限

0.374
0.245
0.048
0.142

··112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7 No.6 2019
及相关焦虑情绪调查. 中国学校卫生, 2017, 38(4): 534-
537

11 Biederman J, Milberger S, Faraone SV, et al. Family-
environment risk factors f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test of rutter’s indicators of adversity.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995, 52(6): 464-470

12 魏宝玉, 苏林雁. 家庭环境与 ADHD 儿童行为的相关

性.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 12(2): 145-146
13 Hart H, Rubia K. Neuroimaging of child abuse: A critical re-

view.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2, 6(52): 1-54
14 Becker-Blease KA, Freyd JJ.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DHD

symptoms and correlates: Do abused children differ from
nonabused children?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008, 17(1): 133-140

15 Simmel C, Brooks D, Barth RP, et al. Externalizing sympto-
matology among adoptive youth: Prevalence and preadoption
risk factor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1, 29
(1): 57-69

16 Hayes SC, Wilson KG, Gifford EV, et al. Experiential avoid-
ance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 functional dimensional ap-
proach to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Consulting &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 64(6): 1152-1168

17 张姝玥, 许燕, 杨浩铿. 生命意义的内涵、测量及功能. 心
理科学进展, 2010, 18(11): 1756-1761

18 Steger MF, Frazier P, Oishi S, et al.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
(1): 80-93

19 Hayes SC, Strosahl K, Wilson KG, et al. Measuring experie-
ntial avoidance: A preliminary test of a working model. Psy-
chological Record, 2004, 54(4): 553-578

20 Gratz KL, Bornovalova MA, Delanybrumsey A, et al. A labo-
ratory- based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mong inner- city sub-
stance users: The role of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Behavior
Therapy, 2007, 38(3): 256-268

21 侯艳飞, 赵静波, 杨雪岭. 大学生被父母情感虐待与安全

感、焦虑症状及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 2010, 18(10): 1262-1264
22 潘建平, 王飞, 张华, 等. 中国城市3～17岁儿童青少年忽

视状况.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12, 46(1): 28-32

23 左亚洲, 张亚楠. 经验性回避: 概念、发生机制及测量. 心
理技术与应用, 2018, 6(11): 696-704

24 张婍, 王淑娟, 祝卓宏.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心理病理模型

和治疗模式.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5): 377-381
25 Vania ML, Pantea F, Margaret C, et al. Does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mprove attention in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
ity disorder? Worl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15, 5(4): 397-
403

26 Brassai L, Piko B, Steger. Meaning in life: Is it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adolescents’psychologic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10, 18(1): 44-51

27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等.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

度和效度. 中国临床康复, 2005, 9(20): 105-107
28 曹静，吉阳，祝卓宏.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测评

大学生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3, 27(11): 873-
877

29 王鑫强.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

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4 (5): 478-482
30 寇建华, 杜亚松, 夏黎明. 长处和困难问卷(学生版)上海常

模的制订.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07, 15(1): 3-5
31 邓红珠, 邹小兵. 2011版美国儿科学会《儿童青少年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诊断、评估和治疗临床实用指南》解读. 中
国实用儿科杂志, 2012, 27(2): 99-101

32 王大华, 翟晓艳, 辛涛. 儿童虐待的界定和风险因素. 中国

特殊教育, 2009, 10: 78-85
33 朱文礼，尹良爽.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家庭环境因素

研究进展. 安徽医学, 2017, 38(9): 1226-1228
34 姜永志. 我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心理干预现状. 心理

技术与应用, 2014, 5: 9-13
35 Hayes SC, Luoma JB, Bond FW, et al. Acceptance and Com-

mitment Therapy: Mode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Behav-
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44(1): 1-25

36 Cameron A, Palm K, Follette V. Reaction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What predicts symptom severity?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10, 24(6): 645-649

37 刘桥生, 蔡太生, 朱虹, 等. 高中生儿童期心理虐待和忽视

经历与自尊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3):
357-358

38 熊朋迪, 杨乐, 祝卓宏. 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与生命意义

感、经验性回避.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29(1): 40-46
（收稿日期：2019-03-06）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