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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老龄人口全球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的

国家之一。由于老年人的新陈代谢减慢、身体机能

下降、器官老化甚至萎缩，身体的抵抗力也严重下

降，逐渐成为各类身心疾病高发的群体 [1]。美国有

超过 26%的老年人患有糖尿病，每年要对 310万糖

尿病老年人进行急救，耗费29亿美元[2]。WHO提出

健康老龄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其基本要素

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认知效能和文体活动四个

要素。其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受主观态度影响较

明显，最易出现调适不良[3]。WHO报告提出到2030
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将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疾病

负担的第二大原因[4]，因此，从心理角度来关注老年

人健康，是成功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途径。

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主

题”[5]。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从最初的主观幸福感（即

从物质生活满意度来定义幸福感）逐渐发展到后来

的心理幸福感（从心理层面定义幸福感）[6]。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地发现人的幸福感不仅

可以来自于心理方面的积极体验，而且还可以来自

物我两忘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因此出现了精神

幸福感的概念[7]。所谓精神幸福感是指个体在与外

部环境相互作用时，通过自己的认知和领悟达到物

我两忘的积极精神体验，体验到力量、希望、和平、价

值感和意义感等。当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

大，精神幸福感对于个体特别是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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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8]。有研究发现精神幸福感

不仅可以缓冲抑郁对老年人的消极影响，而且其自

身也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9]。不仅如

此，精神幸福感对老年人睡眠、焦虑和成功老化均有

积极的影响[10]。因此，深入考察影响老年人精神幸

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不仅对提高老年人

晚年生活质量、促进其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

长远来看，有利于解决“老有所乐”的社会难题。

影响精神幸福感的因素既包括人口学变量比如

性别、年龄等[11]，也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心理品

质，且外部环境因素要通过个体心理品质的中介发

挥作用。比如Mahdian和Ghaffari[12]在其研究中发现

社会支持对精神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

作用发挥影响。而外部家庭压力也会通过间接影响

心理弹性而最终影响个体的精神幸福感[13]。这些研

究提示我们心理弹性可能是其他远端变量影响精神

幸福感的中介机制。而针对老年人的研究表明身体

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精神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而

体育锻炼不仅是提高个体生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方

式，还可以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14，15]。体育锻炼是我国老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积极老龄化”，尤其是“健康老龄化”战略中

具有独特且不可替换的作用。研究者对体育锻炼与

心理弹性的关系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证明了

体育锻炼是心理弹性的重要预测变量[16]。但尚未有

研究系统考察体育锻炼、心理弹性和精神幸福感之

间的关系，本研究欲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湖南省长沙和湘潭两

个地区的两个社区进行调查，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共发放580份问卷，回收557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

率96.0%。其中包括男性256名(46.0%)，女性301名
(54.0%)；年龄均在 60岁以上，其中 60-69岁 299人

（53.7%），70-79岁183人（32.9%），80岁及以上75人
（13.5%），平均年龄 71.1 ± 5.9 岁；有配偶 357 人

（64.1%），无配偶的200人（35.9%）。

1.2 测量工具

1.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17] 采用梁德清等人[17]的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共 3个题目，分别考

察运动强度、运动时间和运动频率 3个方面。每个

题目均采用李克特 5级量表进行计分，运动的强度

越大、频率越高、时间越长，则得分越高。运动强度

和运动频率从低到高分别计 1-5分，运动时间题目

从短到长分别计0-4分。运动量得分由强度、时间、

频率相乘，得分最小为0分，最大为100分。运动量

等级评定标准：19分及以下为小运动量；20-42分为

中等运动量；43分及以上为大运动量。

1.2.2 精神幸福感量表 [18] 采用 Daaleman和 Frey
编制的精神幸福感指数(Spiritual Index Well-being，
SIWB)[18]。SIWB是衡量个人对精神生活质量感知的

12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点量表评分，每个条目的

计分范围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

总得分在12到60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精神幸福感

越强。SIWB在中国老年人群中进行检验显示了良

好的信效度 [19]。本次调查中 SIWB的 Cronbach α系

数为 0.925，自我效能和生命意义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15、0.897。
1.2.3 心理弹性量表[20] 采用Block与Kreman编制

的14个条目的心理弹性量表（Ego Resiliency Scale），
量表为单因子结构，采用李克特4点评分法计分，从

“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分别计1～4分，量表的最

高分56分、最低分14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

好。该量表题目简约，经国内学者检验具备良好的

信度与效度[21]，并已多次在国内相关研究中使用[22]。

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1。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1.0和AMOS 21.0统计软件，定性资

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中介作用采用AMOS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

的显著性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检验。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采用 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三者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体育锻炼、精神幸福感、心理

弹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注：**表示P<0.01。
2.2 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前言提出的理论假设，结合之前相关分析

体育锻炼

自我效能

生命意义

精神幸福感

心理弹性

描述性

统 计

22.46±17.75
3.71±0.84
3.67±0.77
3.69±0.73

35.46±7.59

体育

活动

0.379**
0.285**
0.382**
0.360**

自我

效能

0.624**
0.918**
0.303**

生命

意义

0.867**
0.342**

精 神

幸福感

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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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建构本研究的模型，具体见图1。在该模型

中，体育锻炼是观察变量，精神幸福感是内生变量，

心理弹性是中介变量。模型三条路径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因此，社区老年人中，心理弹性在体育锻炼和

精神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模 型 拟 合 指 标 ，χ2/df=1.16，RMSEA=0.017，
NFI=0.945、CFI=0.992、IFI=0.992、GFI=0.954、AGFI=
0.945、RFI=0.940，均达到拟合指标的取值标准。

图1 心理弹性在体育锻炼和社区老年人

精神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标准化系数）

为了进一步检验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采用

bootstrap自抽样方法来构建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

间，结果见表 2。体育锻炼对社区老年人精神幸福

感的直接效应为0.255，间接效应为0.121，间接效应

占总效应的32.18%，模型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P=0.010）。
表2 模型的中介效应值分析

3 讨 论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体育锻炼与精神幸福感之

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越多则其

精神幸福感越高。这与Edwards[23]的结果一致。体

育锻炼之所以会提高老年人的精神幸福感可能与以

下两方面原因有关：其一，体育锻炼可以增加老年人

的福流体验，福流体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体验，有

助于提高个体的精神幸福感[24]；其二，体育锻炼可以

有效改善老年人的应对机制，研究表明那些经常参

与体育锻炼的个体其认知灵活性更高而且应对机制

更积极，因此更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心里幸福感[25]。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体育锻炼与心理弹性之间也

呈正相关。有研究者指出个体心理弹性的形成和发

展既得益于保护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受到消极

因素的影响[26]。而体育锻炼则是促进个体心理弹性

发展的保护性因素。它首先帮助个体增强对自我身

体的控制能力提高运动自我效能感，这一点尤其对

老年人具有重要意义。身体机能的下降是导致老年

人自我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降低的重要原因，而体

育锻炼则会发挥缓冲和促进作用[27]。再者，体育锻

炼还可以帮助老年人降低风险因素的消极作用，比

如体育锻炼可以提高个体的掌控感和价值感，这些

重要的心理资源都是减少个体风险因素的重要内部

资源[28]，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

最后，心理弹性与精神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心理弹性越高则个体的精神幸福感越高，这与朱

晓伟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29]。高心理弹性的个体在

面对生活压力时往往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相关调

查显示高心理弹性的老年人即使在退休后也会通过

各种社会性活动提高自我感知的价值感，追求更高

目标，其精神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30]。针对慢性疼

痛患者的研究也发现心理弹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是显

著的[31]。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体育锻炼不仅直接影响

精神幸福感，而且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间接影响精神幸福感。即使在加入心理弹性之后，

体育锻炼对精神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仍然显著，心理

弹性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说明了三方问题：

其一，体育锻炼是提高老年人积极心理品质（包括心

理弹性和精神幸福感）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在以往

研究中被大量证实[32，33]。这从另一个方面带给我们

一个启发，可以从老年人容易接受的体育锻炼形式

出发（比如广场舞）逐渐提高老年人体育锻炼的强

度，增强其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和内部动机。其二，

心理弹性是促进老年人精神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变

量。而心理弹性是可以经过干预予以提高的，这为

提高老年人精神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路径。Smith和
Hanni[34]对老年人干预的结果表明正念干预不仅可

以显著预测一个月之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和幸福感

而且还可以预测三个月之后的抑郁症状和幸福感。

其三，体育锻炼这种干预形式不仅可以提高精神幸

福感而且可以提高老年人积极心理品质，这说明了

生理-心理和精神是相互影响的，良好的生理状态

可以使整个身心良性循环起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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