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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群体认同的一种，是个体对自己与

国家之间联系的意识，是公民个体主观认可的、自己

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主要是指对自己所属国家的

政治结构、精神价值等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

忧患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主观感受[1]。社会认同理

论认为，群体对于个体心理的塑造依赖于自我系统

中群体属性内化的程度[2]。自尊是对自我是否有价

值的或积极的或消极的态度 [3]，是一种能够对个体

产生多方影响的稳定而统一的人格品质，是个体对

自己的欣赏、重视、认可或喜欢的程度[4]。作为自我

系统的重要成分和人格的核心因素，自尊对个体的

认知系统及行为调控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心理

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5，6]。

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自尊的发

展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

自尊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群体身份或

者社会认同，那些对自己所处群体有着积极评价的

人比消极评价的人有更高的自尊。Benish-Weisman
等对德国和以色列的青少年进行追踪和跨文化研究

发现，多元社会认同是青少年自尊发展的前因变量
[7]。梁进龙等对回、汉两族高中生的研究发现，两族

高中生的国家认同与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且相

比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自尊的预测力更强[8]。

但国家认同与自尊并非一种简单的单向关系。

一方面，为了获得更高的自尊，人们会积极追求社会

认同，即通过社会认同来促进自尊的发展；另一方

面，自尊能够提升对群体文化的认同，拥有较高自尊

的个体能够增加对所属群体的接纳和认可，较低自

尊水平的个体则会减弱国家认同的水平和安全感
[9]。安晓镜等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初中生的研究中认

为，自尊是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之一[10]。可

见，青少年国家认同与自尊可能存在一种双向的相

互预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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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理论及研究可形成如下假设：对于发

展中的青少年而言，国家认同能够正向预测自尊，同

时，自尊也可能正向预测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和自尊

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

关系。然而，已有相关研究在研究设计上均属于横

断研究，难以考察这种相互预测的关系。为此，本研

究采用追踪设计从纵向角度来探讨青少年国家认同

与自尊的稳定性及其相互作用，为相关研究的深入

开展提供启发。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湖南韶山和怀化两地8所初中的初一学生

为研究对象，进行两次测查。第一次测查于2018年
12月施测，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134份。第二次测查

于 2019年 10月施测，共发放并回收问卷 1066份。

将两次施测数据整合后，删除请假、答题不完整、只

有一次测查者，2次测试均有效的被试 1061名。其

中，男生571人，女生474人，性别信息缺失16人；平

均年龄12.19±0.49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国家认同感问卷 由李春玲和刘森林借鉴

政治学家普遍采用的公众态度调查方法建构的态度

测量量表[1]。问卷包含个人的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家

荣誉感及责任感等内容，共 5个项目，如“当别人批

评中国人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批评我自己”、“我经

常因国家现存的一些问题而感到丢脸”、“我经常为

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

是愿意做中国人”和“不管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即使

有机会离开，我也会留在中国”。问卷采用李克特5
点计分，5个答案选项从“很不符合”到“很符合”分

别赋值为 1到 5分，分数越高，表示国家认同感越

强。本研究两次测量中，问卷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

别为0.64和0.69。
1.2.2 自尊量表[11] Rosenberg编制，用于测量个体

的自尊水平。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采用4点计分，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1-4分。分值

越高，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两次测量中，问卷的克

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3。
1.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探索

性因素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4个，且第

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 18.37%，小于 40%，说明共同

方法变异程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2 结 果

2.1 青少年国家认同和自尊的稳定性

分别以国家认同和自尊为因变量，以测查时间

（T1和 T2）为被试内因素，性别为被试间因素进行

2×2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认同的

测查时间主效应显著，F（1, 1043）=21.13，P<0.001，
T2显著高于T1，说明从初一到初二，青少年的国家

认同存在发展性差异；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
1043）=0.38，P=0.54；测查时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

用不显著，F（1, 1043）=0.06，P=0.81。自尊的测查时

间主效应显著，F（1, 1043）=14.51，P<0.001），自尊T1
显著高于自尊T2，说明从初一到初二，青少年的自

尊存在发展性差异；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
1043）=25.20，P<0.001，男生的自尊高于女生；测查

时间和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 1043）=9.44，
P=0.002，进一步分析显示，在男生中，时间的简单效

应不显著，F（1, 570）=0.27，P=0.27，在女生中，时间

的简单效应非常显著，F（1, 473）=21.66，P<0.001，说
明相对于男生，女生的自尊从初一到初二有更明显

的下降趋势。见表1。
表1 国家认同和自尊的描述统计（M±SD）

2.2 青少年国家认同和自尊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见表 2），国家认同（r=0.28，P<
0.001）和自尊（r=0.45，P<0.001）的前、后测之间均相

关显著，表明国家认同和自尊从初一到初二表现出

一定的稳定性。

国家认同和自尊之间的同时性相关显著，同时，

国家认同与自尊在前后测中的继时性相关也显著。

表明青少年国家认同与自尊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变量间的同步相关和稳定性相关基本一致，符合交

叉滞后设计的基本假设。

表2 青少年国家认同、自尊的前

后测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P<0.001。

国家认同

自尊

T1
T2
T1
T2

男

20.20±3.61
20.80±3.63
37.06±7.77
36.87±8.07

女

20.34±3.13
20.87±2.75
35.75±7.79
33.96±8.11

全体

20.26±3.40
20.83±3.26
36.47±7.80
35.55±8.21

国家认同T1
国家认同T2
自尊T1
自尊T2

M
20.28
20.82
36.42
35.57

SD
3.40
3.32
7.81
8.22

国家认同T1
1

0.28***
0.21***
0.18***

国家认同T2

1
0.15***
0.20***

自尊T1

1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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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青少年国家认同和自尊的交叉滞后分析

采用交叉滞后回归分析考察青少年国家认同与

自尊之间的相互关系（图 1）。结果显示，自尊和国

家 认 同 在 T1（r=0.22，P<0.001）和 T2（r=0.20，P<
0.001）上呈现显著正相关。控制自尊T1后，国家认

同T1对自尊T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09，P<0.01，
控制国家认同T1后，自尊T1对国家认同T2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 0.10，P<0.01。以上结果表明T1的自

尊可以显著预测 T2的国家认同，同时 T1的国家认

同也能够显著正向预测T2的自尊，国家认同与自尊

能够互相预测。

国家认同T1 0.28*** 国家认同T2
0.22*** 0.09** 0.10** 0.20***

自尊T1 0.44*** 自尊T2

注：**P<0.01，***P<0.001。
图1 自尊和国家认同感的交叉滞后模型

3 讨 论

青少年国家认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测

量时间的主效应显著，后测的国家认同高于前测；相

关分析显示，前后测的国家认同中等相关。这表明，

从初一到初二，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存在发展性差

异。这可能与青少年的认知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

系。Piaget和Weil通过访谈的方法了解4岁到15岁
儿童和青少年对国家的理解，发现认知发展水平是

影响儿童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2]。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进入初中后，随着课程门类的增

多，尤其是历史、地理、思想政治等课程的开设，青少

年更容易接收到与国家意识和认同相关的爱国主义

教育。

青少年自尊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测量时

间的主效应显著，前测的自尊水平高于后测；相关分

析显示，前后测的自尊水平有中等程度的相关。这

表明，从初一到初二，青少年的自尊水平有一定程度

的下降。这一结果与张丽华等的研究一致[13]。这可

能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所经历的“风暴与压力”有

关。青春期早期自我意识飞跃式的发展使该阶段的

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进入初中以

后，青少年面临的压力更大，在生活和学习中遭受挫

折的可能性也更多，这些都会影响青少年对自我的

良好感觉和积极评价[14]。性别对青少年自尊发展的

影响一直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女生的自尊高于男

生[13]，有研究认为没有影响[15]，而本研究通过追踪研

究发现，性别的主效应显著，男生的自尊显著高于女

生，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女生自尊的下降更加明显。

这一现象可能与男女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有关，女生

的自我意识比男生发展得更早，如初一的女生有较

高自我意识的时候，初一的男生可能还处于懵懂状

态，因而女生也就更容易陷入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

的矛盾冲突之中。

交叉滞后分析表明，青少年国家认同能够预测

自尊，且自尊也能够预测国家认同，表明青少年国家

认同与自尊之间有着相互预测互为因果的关系。首

先，国家认同是自尊的因，自尊是国家认同的果。社

会认同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个体心理的发展受

群体认同的影响。社会性是人的基本属性，任何人

都是作为群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一个群体的主观规

范、价值观等是自我知觉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会用

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群体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

人的认同[16]。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与生

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对个体的

自我认同有着更为突出的影响。很多研究都证实，

对于青少年自尊的发展而言，国家认同甚至是一个

比民族认同更重要的预测因素[8，17]。其次，自尊是国

家认同的因，国家认同是自尊的果。社会认同理论

假设，人们都有对自我和他人进行分类的倾向，通过

将自己和他人分为个体所属的群体（内群体）和他人

所属的群体（外群体），个体一方面从所属的内群体

中获取情感和价值意义，以增强自我认同，另一方面

又通过增强了的自我认同去进一步强化自己所属的

内群体。自尊是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

是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最重要的内群体之一。研

究显示，拥有高自尊的个体，也拥有更高的国家认同
[9，10]。青少年是未来国家的建构者，青少年的民族国

家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在

全球化时代，应重视青少年自尊的培养，既有助于个

体健康成长，又是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途径。

综上，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自尊均存在一定的

发展变化；前测国家认同能预测后测的自尊，同时，

前测自尊也能预测后测的国家认同，即青少年的国

家认同和自尊是一种相互预测互为因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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