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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是一种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它

对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心身健康、求职面试等均会造

成不良影响。DSM-5中将社交焦虑障碍的主要症

状描述为个体因为面对可能被他人审视的社交情况

而产生显著的害怕或焦虑；害怕自己的表现会导致

负面评价；主动回避社交等 [1]。社交焦虑的成因复

杂多样，如社交技巧的缺少、消极的自我评价、早年

经历所引起的认知失调（自我概念图式、他人观感图

式）[2]等。其中自我观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一直被研究

者所重视。

自尊，是指个体基于自我评价而产生的自重、自

爱、自我尊重，并要求他人、社会给予尊重的情感体

验[3]。研究表明负面评价恐惧和正面评价恐惧均在

自尊与社交焦虑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4]。但值得关

注的是，高自尊由于总是基于对自身的良好评价、良

好的他人评价，有时也会令人不能健康如实地面对

自身不足，带来负面影响。部分研究表明，自尊与自

我中心 [5]、自恋 [6，7]、社会赞许性 [7]、攻击行为 [8]等呈现

正相关。因此运用提高自尊来改善评价恐惧和社交

焦虑，可能带来潜在的消极影响。

Neff于 2003年提出“自悯”概念，在一定程度上

弥补了用自尊来描绘自我观的消极作用。自悯的概

念并不基于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其含义包括三个

方面：在痛苦或失败的情况下对自己的仁慈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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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大学生自尊和评价恐惧在自悯与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自悯量表、自尊量

表、简版负面评价恐惧量表、正面评价恐惧量表与交往焦虑量表，对全国十九所大学916名大学生进行纸质问卷调

查，回收有效问卷841份。结果：①自悯、自尊与社交焦虑显著负相关，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显

著正相关。②中介模型检验表明自悯对社交焦虑的直接作用显著；自尊、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和社

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自尊-正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结论：大学生自悯不仅直接预测社交焦虑，

还分别通过自尊、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的并列中介作用，以及自尊-正面评价恐惧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

测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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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fear of evaluation on self-compassion and so⁃
cial anxiety. Methods: 916 college students in 19 universiti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elf-Compassion Scale, Self-Esteem
Scale, the Brief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the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and Interaction Anxiety Scale, and
84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finally obtained. Results: ①Self-esteem and self-compassion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 whil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 ②Mediation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self-compassion had a direct effect on social anxiety. Self-esteem,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so⁃
cial anxiety,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 Conclusion:
Self-compassion influences social anxiety, not only through the direct path, but also through the indirect path of self-es⁃
teem,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and 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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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更大的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进行感

知，对痛苦的思想和感觉保持平衡的正念觉察 [9]。

近些年来，自悯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自悯被证

明除了有效调节焦虑、抑郁[10]等症状，还能够积极促

进心理健康[11]。研究证明，自悯与自尊在统计学上

等效预测幸福、乐观、积极情绪；与自尊相比，自悯与

社会比较、公众自我意识、自我反刍等呈现更高的负

相关；比自尊更能预测稳定的自我价值感 [6]。针对

自悯与自尊的关系，Neff认为高自悯的个体因为对

自己更友善、更能接受自己，所以会具有更好的自我

感受、更高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水平[12]。实证研究

显示，自悯与自尊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关系[13]，自悯相

关训练可以有效提高个体自尊水平[14]，但有关自悯

对自尊预测作用的研究在国内外鲜有发现。国外研

究表明，社交焦虑障碍人群比对照组呈现更低的自

悯水平，在社交焦虑障碍组内低自悯能够显著预测

更高的正面评价恐惧与负面评价恐惧[15]。在对国内

大学生的研究中，自尊在正念（自悯内涵之一）和社

交焦虑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6]。

大学生的评价恐惧，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

素之一。其中，负面评价恐惧是指对他人消极评价

的担忧和恐惧，正面评价恐惧是指对积极评价的担

忧及恐惧[17]。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认为负面评

价恐惧是社会焦虑的核心特征，社交焦虑者有一种

消极的自我心理表征，并且相信别人也对他抱有同

样的消极看法[18，19]。社交焦虑的心理进化模型认为

社交焦虑的产生是个体想要防止一些冲突、保护自

身在群体内的安全位置，社交焦虑者会无意识地采

取低身份等级中的心理行为，如社会比较、安抚占优

势的他人，或者采取各种顺从性的防御，因此社交焦

虑也可能是某一种形式的竞争焦虑[20]。

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如下：自悯对社交焦虑的

直接负向预测作用显著；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

惧在自悯和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自尊

在自悯和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自尊-
正面评价恐惧在自悯和社交焦虑关系间的链式中介

作用显著，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和社交焦虑

关系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

1 方 法

1.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共 19所大学的

916名大学生进行纸质版问卷调查。全部样本均采

用纸笔测试的方式，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41份，有效

问卷率为 91.81%。其中，男生 535人，女生 306人；

年龄 16-29岁，平均 20.47岁（SD=1.71）；大一学生

305人，大二学生122人，大三学生207人，大四学生

207人。

1.2 研究工具

1.2.1 自悯 采用Neff编制的自悯量表的中文版

本[21]进行测量。量表共26个条目，5级评分，包括六

个分量表。本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6；自我友善、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孤立感、正

念与过度沉迷这六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

为：0.698、0.593、0.543、0.673、0.658、0.653。
1.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的中文版[22]，

共有10个条目，4级评分，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尊

水平越高。因对原量表第8题的理解中国被试与西

方存在差异，本研究根据田录梅研究结果[23]，将第 8
题从负向积分更改为正向计分。本次研究中总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0.863。
1.2.3 负面评价恐惧 采用Leary编制的简版负面

评价恐惧量表的中文版本 [24]进行测量。量表共 12
个条目，5级评分，总分越高表示被试更加在意他人

的消极评价。因Rodebaug等[25]研究表明，反向条目

将使大学生被试更容易产生混淆，8个正向计分条

目收获的信效度更高。本研究最终计分只保留8个
正向计分条目，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56。
1.2.4 正面评价恐惧 采用正面评价恐惧量表进

行测量，该量表最初由Weeks等编制，中文版由钟佑

洁等完成检验[4]。量表共10个条目，10级计分，总分

越高表明该个体越害怕他人给予积极的评价。本次

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47。
1.2.5 社交焦虑 采用Leary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

的中文版[22]。量表共15个条目，5级评分，总分越高

表明社交焦虑程度越严重。彭纯子等研究表明该量

表在国内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6]。本次

研究中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71。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使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量表

题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

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17.64％，小于40％的临界标

准，可认为本研究不存在明显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关

系见表 1。大学生自尊、自悯均与社交焦虑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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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正面评价恐惧、负面评价恐惧均与社交焦虑 呈显著正相关。

1.自悯

2.自尊

3.负面评价恐惧

4.正面评价恐惧

5.社交焦虑

M
19.04
30.70
26.60
30.18
45.14

SD
2.56
4.24
6.41
14.24
10.09

1
1

0.565***
-0.432***
-0.262***
-0.408***

2

1
-0.288***
-0.348***
-0.392***

3

1
0.256***
0.465***

4

1
0.455***

5

1

表1 大学生自悯、自尊、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现状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0.001。
2.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为使量表样本数量与研究变量间拥有较好比

例，本研究采用单因子法在潜变量单维的条件下进

行项目组合[27]，将拥有10项条目的自尊量表分为3、
3、4三组，将拥有8项条目的正面评价恐惧量表与负

面评价恐惧量表分为3、3、2三组；将拥有15个条目

的社交焦虑量表分为 5、5、5三组。由于自悯的“普

遍人性感”维度与负面评价恐惧（r=-0.04，P>0.1）相

关不显著，与正面评价恐惧（r=-0.07，P=0.04）、社交

焦虑（r=-0.07，P=0.04）的相关较弱，所以本研究在

构建多重中介模型时去除了这一维度，而保留了其

它五个自悯维度。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见图 1。模型的拟合指数

为：χ2/df=5.07，GFI=0.93，AGFI=0.90，IFI=0.94，TLI=
0.93，NFI=0.93，CFI=0.94，RMSEA=0.070。通过偏差

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与置信区间估计，设置重复抽样次数为 5000次，置

信区间为95%。结果表明除“自尊→负面评价恐惧”

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5，P>0.1），95%置信区间

为[-0.07, 0.18]，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外，本模型其它

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见表2）。

自尊 -0.29*** 正面评价恐惧

0.65*** 0.05
-0.17** -0.12* 负面评价恐惧

0.34***
-0.63*** 0.31***

自悯 -0.15* 社交焦虑

注：*P<0.05，**P<0.01，***P<0.001。
图1 大学生自悯、自尊、负面评价恐惧、

正面评价恐惧和社交焦虑的关系模型

表2 模型中各个变量对社交焦虑

的作用路径、效应大小及所占比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自悯对社交焦虑的直

接负向预测作用显著，且负面评价恐惧、正面评价恐

惧在自悯与社交焦虑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这与

国外有关研究结果一致[15]，验证了自悯不依赖于成

功或失败，对正性、负性评价都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12]。在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18，19]视角下，可以解

释为高自悯个体因为具有更高水平的自我友善、更

低水平的自我评判，所以更少地拥有消极的自我心

理表征，更能安然接受来自外界正面或负面的评价；

因为能够对自己与外界情境拥有平衡的正念觉察、

不过度沉迷于他人评价，所以更少地具有对社会互

动中威胁与消极信号的注意偏好，使个体更少地对

他人评价感到恐惧，进而更少出现社交焦虑。而在

社交焦虑的心理进化模型[20]视角下，也可以解释为

高自悯个体并不把个人经验看作孤立于人类经验，

因此更少产生对于身份地位高低的感知，更少因为

躲避竞争而产生评价恐惧，进而更不容易出现社交

焦虑。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自尊在自悯与社交焦虑

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如前文所述，自悯与自尊

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自我观，但针对自悯对自尊预测

作用的研究在国内外鲜有发现。本研究中，自悯对

路径

直接作用：自悯→社交焦虑

间接作用1：自悯→负面评价

恐惧→社交焦虑

间接作用2：自悯→正面评价

恐惧→社交焦虑

间接作用3：自悯→自尊→
社交焦虑

间接作用4：自悯→自尊→
正面评价恐惧→社交焦虑

总效应

标准化

效应大小

-0.15
-0.19

-0.06

-0.08

-0.06
-0.54

效应

比例

27.78%
35.19%

11.11%

14.81%

11.11%

95%置信

区间上下限

[-0.28, -0.02]
[-0.27, -0.14]

[-0.10, -0.02]

[-0.15, -0.01]

[-0.10, -0.04]
[-0.62,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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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路径系数已经达到

0.65，这与以往二者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 [13]以及自

悯相关训练可以提高个体自尊水平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14]，也与自尊在正念（自悯内涵之一）与社交焦虑

之间起中介作用的结果一致[16]。此结果为Neff的理

论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实证依据[12]，即高自悯水平

的个体因为具备更高的自我友善，而容易拥有更高

的自我价值感、更高的自尊水平。而自尊在以往研

究中又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 [4]，所以高自悯

个体可以具备更高自尊，进而拥有更低的社交焦虑

水平。

同时，本研究发现，自尊-正面评价恐惧在自悯

和社交焦虑关系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这表明自悯

除了直接影响正面评价恐惧进而影响社交焦虑，还

通过自尊间接影响正面评价恐惧进而影响社交焦

虑，这可能是因为自尊高的学生对自身具备更强的

正面评价，所以会对外界环境中的正面评价具备更

低的恐惧水平。另外，自尊-负面评价恐惧在自悯

和社交焦虑关系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这表明

自悯可以不通过自尊的中介，就对负面评价恐惧有

足够大的直接预测作用。这提示不论个体自尊水平

如何，仅仅通过提高自悯水平，即可有效降低个体负

面评价恐惧，进而降低社交焦虑。从理论上，这可能

是因为自悯的概念并不基于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

所以在面对负性事件与社交挫败场景时，自悯与自

尊相比总是更加有效[12]。高自悯能帮助个体以平常

心面对与自我有关的消极与积极评价，使个体获得

更清晰的自我认知，从而更灵活地调整社交策略，收

获更好的社交结果，进而从长远角度更加持久和有

效地改善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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