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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大学生身份隐秘，但却广泛存在。调

查显示，3%-11.4%的大学生具有同性恋倾向[1]。相

较异性恋者，男同性恋大学生面临更多心理健康问

题[1，2]。Meyer的[3]少数压力模型认为，同性恋者除了

要面对生活中的一般压力外，还要承受由外界对其

性取向的歧视带来的特殊性压力，这些特殊性压力

提高了该群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然而，同

性恋者承受的特殊性压力不仅来自外界，还来自个

体自身的主观感知 [4]。相比外界压力，主观感知的

压力才是引发其心理健康问题的更近端因素 [3]，因

而有必要重点关注。

拒绝预期是一种重要的、由同性恋者主观感知

的压力，指个体对自己在人际交往中会遭到拒绝或

排斥的预先判断，通常由歧视经历导致[5，6]。拒绝预

期使同性恋者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他们对外界

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接触可能施加歧视的人和事

物。并且，这种高度警惕状态会消耗很多心理资源，

导致心理健康问题[6，7]。焦虑是同性恋者面临的主要

心理健康问题之一。调查表明，同性恋者经受着较

高水平的焦虑情绪 [8]。实证研究也显示，拒绝预期

程度越高，同性恋者焦虑水平越强 [5，9]。因此，本研

究推测拒绝预期与男同性恋大学生的焦虑水平呈正

相关。

虽然同性恋者的拒绝预期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关

系已得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少有研究考察

他们间的中介机制。Hatzenbuehler[7]提出的少数压

力心理中介模型指出，应对方式和认知方式可在同

性恋者承受的特殊性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间起中介

作用。根据此模型观点，本研究选取愤怒反刍这种

应对方式，以及归因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作为拒绝预

期与焦虑间可能的中介变量考察。愤怒反刍是反刍

思维的一种，指个体聚焦于愤怒事件并过度关注自

己的愤怒情绪，包括不断回忆起过去的愤怒事件、思

考愤怒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可能产生报复的思想[6，

10]。这种反刍使个体反复陷入对愤怒情绪的关注

中，但却不思考解决策略 [6]，属于一种消极应对方

式。依据 Pachankis[11]提出的“认知-情感-行为”模

型，歧视经历导致的拒绝预期通常使个体采取一些

消极的应对方式。具体来说，拒绝预期伴随着对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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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经历的唤起，这导致个体出现愤怒情绪，陷入反复

对愤怒事件过程的解释和评价中，进而出现愤怒反

刍[3，10，12]。实证研究也表明，拒绝预期显著正向预测

愤怒反刍 [6]。另外，愤怒反刍是损害心理健康的重

要因素 [7]。愤怒反刍使个体陷入长时间的负性情

绪，导致交感神经系统持续兴奋，增加焦虑情绪[13]。

同时，这种反刍可能导致个体对未来产生消极期望，

动摇成功解决问题的决心，这也会导致较高焦虑水

平[14]。因此，本研究推测愤怒反刍可能在拒绝预期

与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归因方式，也称归因风格，指个体在解释生活事

件时的惯常思路 [15]，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 [16]。在

解释负性事件时，具有积极归因的个体主要进行外

在的、不稳定的、特定性归因，而具有消极归因的个

体主要进行内在的、稳定的、普遍性归因[15]。依据压

力应对理论，认知方式在压力与最终反应间起中介

作用[17]。而研究也表明压力会导致个体采用不良归

因方式。例如，不少儿童在面对侵害这种压力事件

后，会将此归因为自身负性特征，且侵害事件频率与

消极归因水平呈正相关[18]。另外，有研究证实同性

恋者感知到的歧视越高，越倾向采用消极归因 [19]。

由于拒绝预期是同性恋者主观感知到的、与歧视相

关的压力，因此可推测拒绝预期导致较消极的归因

方式。另一方面，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20]。消极归因常伴随高无望感，使个体认为无法控

制自身的生活事件，因而也是导致焦虑的重要危险

因素[21]。实证研究也表明，归因方式越消极，焦虑水

平越高[22]。因此，本研究推测归因方式也可能在拒

绝预期与焦虑间起中介作用。

另外，有研究结果显示，反刍与归因方式呈显著

相关[23]。反刍会增加个体的负性思维，损害问题解

决能力[24]，而这些均可能导致个体在面对问题时采

用更多消极归因。 因此，本研究推测愤怒反刍与归

因方式还可能在拒绝预期与焦虑间起链式中介作

用。综上，本研究拟考察男同性恋大学生拒绝预期

与焦虑的关系，并考察愤怒反刍与归因方式在其间

的多重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法，流程如下：首先，设置

电子问卷，在问卷指导语中特别说明此问卷只能由

男同性恋大学生填写；其次，将电子问卷发送至网络

上专供同性恋者交流的平台（如 blued交友软件、同

性恋QQ群等）供参与者自愿填写；最后，对填写问

卷者进行单独访谈。Meyer和Wilson[25]建议在研究

同性恋者心理发展时，将同性恋者界定为“自我认同

为同性恋的个体”，因而本研究以“在访谈中，直接承

认自己是同性恋，或在被问及与自身同性性取向相

关的问题时不反驳自己是同性恋”的标准来确保填

写问卷的是男同性恋大学生。共回收问卷 337份，

有效问卷 332份（有效率 98.5%）。被试平均年龄为

20.96±2.84岁。其中，18岁以下 13人，18-22岁 243
人，23-26岁62人，26岁以上14人；来自理工科院校

104人，综合院校92人，师范院校76人，医药院校21
人，艺体院校9人，其余院校30人。

1.2 研究工具

1.2.1 拒绝预期量表 采用 Pinel[26]编制的污名意

识量表。Moscardini等 [27]曾在研究中运用此量表考

察个体的拒绝预期。该量表共10个题目，以1（强烈

不同意）-7（强烈同意）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61。
1.2.2 愤怒反刍量表 采用 Sukhodolsky等 [10]编制

的愤怒反刍量表，该量表分为事后愤怒、报复想法、

愤怒记忆、原因理解4个维度，共19个题目，以1（几

乎从不）-4（几乎总是）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93。
1.2.3 归因方式量表 采用Peterson等[28]编制的归

因风格量表的中文修订版[16]。该量表让被试想象自

己分别处于6个消极事件情景和6个积极事件情景

的反应，共48个计分题目，按7点计分。用积极事件

情景题目总分减去消极事件情景题目总分，得到归

因方式总分。分数越高表示越多采用积极归因方

式，越低表示越多采用消极归因方式。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1.2.4 焦虑量表 采用中文版焦虑自评量表[29]。该

量表共 20个题目，以 1（偶尔或无）-4（持续）计分。

本研究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1.0和AMOS24.0软件，采用描述统

计分析、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依据Harman共同方法偏差原理[30]，使用因素分

析发现，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率为 15.13%，远低于

··15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1 2021
40%的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较小。

2.2 各变量相关分析

表 1 结果表明，拒绝预期与焦虑呈显著正相

关。另外，拒绝预期、愤怒反刍、归因方式、焦虑四个

变量间也两两呈显著相关。

2.3 愤怒反刍、归因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分析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愤怒反刍和归因方式在

拒绝预期和焦虑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最后模型见图

1，模型适配良好（χ2/df=2.67，GFI=0.98，TLI=0.96，
CFI=0.98，RMSEA=0.07）。

拒绝预期显著预测愤怒反刍和归因方式，愤怒

反刍和归因方式显著预测焦虑，愤怒反刍显著预测

归因方式。使用 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

结果表明，愤怒反刍在拒绝预期和焦虑之间的中介

效应显著（95%CI: [0.004, 0.101]），中介效应量为

0.05；归因方式在拒绝预期和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

显著（95%CI: [0.014, 0.074]），中介效应量为0.04；愤
怒反刍、归因方式在拒绝预期和焦虑之间的链式中

介效应显著（95%CI: [0.001, 0.014]），中介效应量为

0.01。
表1 拒绝预期、愤怒反刍、归因方式、焦虑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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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愤怒反刍、归因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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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男同性恋大学生的拒绝预期和焦

虑显著正相关。该结果支持了以往研究[5，9]，并进一

步印证了Meyer[3]的少数压力模型和Hatzenbuehler
的 [7]少数压力心理中介模型的观点，即作为主观感

知压力的拒绝预期是引发同性恋者心理健康问题的

一个风险因素。高拒绝预期同性恋者为免遭他人拒

绝，会避免与他人过多接触，并对外界保持高度警惕

和敏感 [6]。例如，他们会在内心假设他人拒绝自己

的场景，并在社交场景中怀疑自身行为是否恰当、猜

测他人看法。这将导致大量心理资源消耗，内心压

力进一步增强，最终导致焦虑感增强。

本研究还发现，愤怒反刍在拒绝预期与焦虑间

起中介作用，即拒绝预期可通过愤怒反刍增加男同

性恋大学生的焦虑。此结果既印证了以往发现拒绝

预期可增加愤怒反刍的研究，也印证了以往发现愤

怒反刍导致焦虑的研究[6，13]。拒绝预期作为因歧视

而生的内在压力，容易唤起同性恋者对歧视事件的

记忆，使他们对他人行为和自己的身份感到非常愤

怒，反复思索引起这种愤怒的情景和原因[3，10，12]。另

外，反刍具有高度集中和反复关注负性事件的特点，

会加速心理资源的消耗，进而损害心理健康 [7，10，31]。

具体来说，愤怒反刍可能加剧同性恋者对周围环境

的负性态度，产生无力改变当前处境的感觉，从而更

加焦虑[14]。

另外，归因方式也在拒绝预期与焦虑间起中介

作用。这说明拒绝预期还可使男同性恋大学生采取

更为消极的归因方式，从而提高焦虑水平。此结果

不仅证实了拒绝预期与归因方式关系密切的推断，

还支持了归因方式与焦虑显著相关的研究[22]。研究

表明，压力会使个体采用偏消极的归因方式[18]。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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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预期使个体感知到强大的压力，唤起同性恋者被

歧视和受侵害的经历，这可能使其将遭遇归因为自

身负性特征 [18，19]。例如，他们可能认为是由于自身

没能力改变性取向，也没有能力让外界接纳自己的

性取向，所以才持续遭到外界歧视。而采用这种消

极归因后，他们的控制感会降低，对未来生活也没有

信心，焦虑感便进一步上升[21]。

最后，本研究还表明愤怒反刍与归因方式在男

同性恋大学生拒绝预期与焦虑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印证了反刍与归因方式密切相关的结论[23]。当拒绝

预期导致同性恋者出现高愤怒反刍后，消极思想显

著增加，问题解决能力显著下降，从而出现更多消极

归因[24]。具体来说，同性恋者陷入对歧视事件的反

复思索后，更易觉得遭受的歧视是稳定出现和自身

无力改变的，而这最后导致了更高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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