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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年人拖延行为的调查结果

显示，拖延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即不同文化背景下，

15%~20%的成年人存在拖延行为 [1，2]。相关研究也

表明，拖延行为作为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不自

觉地延迟预定行动的非适应性行为，会对个体的自

我效能感、情绪健康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

抑郁 [3]。因此，拖延行为产生及发展的影响因素一

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研究表明个体拖延行

为的产生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家庭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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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的一般拖延行为与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关系，并考察儿童意志控制水平在其

中的保护性作用。方法：使用一般拖延行为量表（家长问卷）、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儿童问卷）、学业拖延量表（儿童问

卷）及意志控制量表（儿童问卷）对460名小学生及其父母进行施测。结果：①父母的一般拖延行为与儿童的时间管

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儿童的学业拖延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其学业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②父亲的一般拖延行为不仅能够直接正向预测儿童的学业拖延，而且能够通过降低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间接预测

儿童的学业拖延，且儿童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会受到儿童意志控制的调节，即与意志控制水平较高的儿童相

比，儿童时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在低意志控制儿童群体中更加显著。 结论：父亲的一般拖延行为是儿童时间管

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重要预测因素，而儿童的意志控制能够缓解父亲拖延行为对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

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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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s’procrastination and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
position, effortful control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Methods: A sample of 460 pupils was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
plete the questionnaires about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effortful control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Their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complete the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Results: ①Parents’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
sition;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②Father’s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not only predicted children’s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directly, but also predicted children’s aca⁃
demic procrastination indirectly by reducing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could be moderated by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with the indirect effect being stronger for
children with lower effortful control. Conclusion: Father’s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wa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whereas children’s effortful control could alleviate the effect of
father’s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on children’s 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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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母教养方式）[4]、人格特质（如完美主义）[5]、时

间观念（如时间管理倾向）[6] 、信念（如公正世界信

念）[7]、非适应性行为（如手机成瘾）[8]等。其中，家庭

环境因素对个体拖延行为的影响最为研究者所关

注。以往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家庭教养方式对个体拖

延行为的预测作用 [9]，但尚未有研究就父母的拖延

行为与子女拖延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进行探讨。因此，本研究以小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小

学生及其父母的拖延行为进行调查，以期揭示拖延

行为的代际传递机制。

关于代际传递的相关研究认为父母的行为、能

力、观念、信任感及个体特质等心理特征均具有代际

传递的可能[10-12]。家庭作为儿童行为习惯养成的基

础环境，父母的非适应性行为对儿童的行为适应有

着重要的消极影响[13]。根据观察学习理论，作为儿

童的行为学习榜样，父母在面对一项工作时表现出

来的时间观念及行为风格都会成为儿童学习的素

材，并会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儿童的行为习

惯。因此，父母的拖延行为可能会通过儿童的观察

学习被儿童习得。因此，虽然尚未有研究探讨父母

拖延行为与儿童学业拖延之间的直接关系，但基于

观察学习理论及代际传递的相关论述，父母的拖延

行为可能正向预测儿童的学业拖延（H1）。
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也可能是父母拖延行为诱

发儿童学业拖延的重要桥梁因素。时间管理倾向是

指个体在对待时间的功能和价值方面以及在运用时

间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包含时

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及时间效能感三种成分[14]，它

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未来时间洞察力[15]、时间

心理账户[16]、自尊[17]、自我和谐及自信心[18]等。父母

的拖延行为也可能是儿童时间管理倾向的重要预测

因素。根据观察学习理论，父母的拖延行为所传递

的时间价值不大、时间无需监控等观念会成为儿童

时间观念中的一部分，并因此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

向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根据自我效能感形成

的替代强化理论，父母长期的拖延行为所传递的“时

间不可控”的信号，容易使儿童形成较低的时间效能

感，并因此负向影响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实证研

究也表明父母的拖延行为能够负向预测儿童的时间

管理倾向[19]。此外，以往研究发现时间管理倾向对

个体拖延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6，20]，且有研

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能够在其他因素对个体拖延行

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21]。因此，本研究假设儿童

的时间管理倾向能够在父母拖延行为与儿童拖延行

为之间起中介作用（H2）。
此外，虽然儿童的行为与父母行为存在相似性，

但这种相似性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即父母行为是否

能够预测儿童的行为（或这种预测作用的大小）还取

决于儿童的个体特质，如意志控制。意志控制是指

个体抑制优势反应、激活次优势反应的自我调节能

力，是其它因素影响个体情绪及行为适应的重要调

节变量，能够调节个体的认知及行为过程 [22，23]。从

认知调节视角来看，意志控制能够调节儿童对其父

母拖延行为的认知态度。即高意志控制的个体更容

易意识到父母拖延行为所传递的时间价值感、时间

监控观及时间效能感可能是非适应性的，并因此摒

弃这种消极的时间观念，进而形成积极的时间管理

倾向。从行为调节视角来看，意志控制是个体行为

的重要监控因素。即高意志控制的个体对其行为的

监控更有效，更容易使其行为围绕目标活动展开，进

而避免拖延行为产生[23]。实证研究也表明意志控制

能够在其他因素与个体拖延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

用[8，24]。综上，本研究假设意志控制能够调节父母拖

延行为与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关系（H3）。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 460名小学

生进行团体施测，所有被试在30分钟内完成所有问

卷。并要求学生放学后将家长问卷带回家，由家长

填写，第二天交由班主任收回。男生 243 人

（52.8%），女生 217人（47.2%），所有被试年龄处于

9-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0.74岁。小学四年级133
人（28.9%），小学五年级148人（32.2%），小学六年级

179人（38.9%）。

1.2 工具

1.2.1 一般拖延量表 采用田芊、邓士昌在其研究

中使用的“一般拖延量表”对父母的一般拖延行为进

行评估[25]。该量表包含回避性拖延和唤醒性拖延两

个维度，分别包含15和20个项目。所有项目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其拖延行为越严

重。本研究中，该量表在父亲群体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2；在母亲群体中的Cronbach’s α系数

为0.859。
1.2.2 学业拖延问卷 采用常若松及其同事在其

研究中采用的一般拖延量表学生版(General Procras⁃
tination Scale for Student Populations, GPs)对儿童的

学业拖延行为进行评估 [26]。该量表共包含 20个题

··25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2 2021
目，所有项目均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

学业拖延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665。
1.2.3 时间管理倾向量表 采用黄希庭等编制的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Time Management Dispo⁃
sition Scale, TMD)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进行评估
[14]。该量表包含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

能感 3个维度，共 44个题目。所有项目均采用Lik⁃
ert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被试在该

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其具有越强的时间管理倾向。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是0.909。
1.2.4 意志控制量表 采用李董平及其合作者编

制的意志控制问卷对儿童的意志控制水平进行测量
[27]。该问卷共包含16个项目，所有项目得分相加求

平均，即为意志控制总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的意

志控制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11。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一般拖

延行为与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而与

儿童的学业拖延呈显著正相关；儿童的时间管理倾

向与其学业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详见表1）。

表1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 **P<0.01；FGP=父亲的一般拖延；MGP=母亲的一般拖

延；CTMD=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CAP=儿童学业拖延；CEC=儿童的

意志控制。

2.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Hayes编制的 SPSS宏[28]中的Model 8，在控

制性别、年级的条件下，分别对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在

父亲和母亲一般拖延行为与儿童学业拖延之间关系

中的中介效应及意志控制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见表 2）表明，母亲的

一般拖延对儿童的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呈边缘显著

（P= 0.048），但纳入中介和调节变量后，该预测作用

不显著。父亲一般拖延对儿童的学业拖延具有显著

的直接预测作用；进一步将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作

为中介变量、意志控制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方程

后，父亲的一般拖延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学业拖

延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对

其学业拖延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显著，且儿童的时间

管理倾向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不包

含0（见表3）。

1 FGP
2 MGP
3 CTMD
4 CAP
5 CEC

M
2.086
2.028
3.673
2.224
4.186

SD
0.458
0.448
0.554
0.451
0.726

FGP
1

0.472**
-0.241**
0.253**

-0.147**

MGP

1
-0.134**
0.105*

-0.111*

CTMD

1
-0.536**
0.410**

CAP

1
-0.412**

CEC

1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变量

结果变量

CAP

CTMD

CAP

预测变量

性别

年级

PGP

性别

年级

PGP
CEC
INT

性别

年级

CTMD
PGP
CEC
INT

父亲一般拖延

拟合指标

R
0.311

0.486

0.576

R2

0.097

0.236

0.332

F
16.325

22.864

30.928

系数及其显著性

B

-0.221
0.170
0.249

0.191
-0.142
-0.149
0.347
0.096

-0.130
0.381

-0.392
0.097

-0.212
-0.081

t
-2.482*
3.122**
5.573***

2.320*
-2.824**
-3.891***
7.665***
2.054*

-1.719
0.790

-7.133***
2.436*

-4.861***
-2.299*

母亲一般拖延

拟合指数

R
0.209

0.448

0.580

R2

0.044

0.201

0.337

F
6.950

20.470

31.909

系数及其显著性

B

-0.201
0.180
0.091

0.169
-0.159
-0.082
0.380

-0.021

-0.107
0.051

-0.427
0.024

-0.227
-0.028

t
-2.196*
-3.193**
1.981*

1.987*
-3.161**
-1.890
7.909***

-0.384

-1.387
1.025

-7.758***
0.595

-5.165***
-0.664

注：CAP=儿童学业拖延；CTMD=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PGP=父/母的一般拖延；CEC=儿童的意志控制；INT指的是中心化后的

父/母一般拖延和儿童意志控制的乘积项；*P<0.05，**P<0.01，***P<0.001；模型中各变量均采用平均分带入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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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父亲的一般拖延行为与儿童的意志控制

的乘积项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和学业拖延的预测

作用均显著，即儿童的意志控制不仅能够调节父亲

的一般拖延对儿童的学业拖延的直接预测作用，而

且能调节父亲的一般拖延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的

预测作用。以儿童意志控制得分高于平均数一个标

准差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低分组。

简单斜率分析表明，与高意志控制的儿童相比，父亲

的一般拖延更容易削弱低意志控制儿童的时间管理

倾向，且更容易诱发低意志控制儿童的学业拖延。

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在父亲一般拖延与儿童学业拖延

之间的间接效应在低意志控制儿童中更加显著（见

表3）。
表3 儿童意志控制在父亲一般拖延、儿童时间管理

倾向及学业拖延行为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注：Boot SE=Boot 标准误；Boot LLCI=Boot 下限；Boot ULCI=
Boot 上限。

3 讨 论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拖延行为与儿童的时

间管理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的学业拖延呈显

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以往代际传递的研究结果一

致[29]，表明作为儿童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榜样素材，

父母的拖延行为及拖延行为所传递的时间管理倾向

均存在代际传递的可能。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与其

学业拖延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表明个体时间价值感、

时间监控观及时间效能感作为个体的时间素养的核

心成分，对学龄期儿童的学业行为或学习成绩具有

重要影响[14，6]。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母亲拖延行为对儿童的时

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这一

结果表明母亲的行为适应问题（拖延行为）对儿童的

时间观念及学业行为适应的影响较弱。相反，以往

研究表明母亲的情绪适应问题可能对儿童的行为适

应产生重要影响[30]。中介效应分析还表明，父亲拖

延行为不仅能够直接预测儿童的学业拖延，而且能

够通过降低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间接预测儿童的学

业拖延。父亲拖延行为对儿童的学业拖延的直接预

测作用表明，父亲的行为习惯作为儿童榜样行为的

重要来源，对儿童的行为适应问题具有重要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相呼应。以往研究发现儿

童期遭受父亲虐待的个体也会在未来的社交过程中

表现出更高的攻击行为等行为适应问题[31]。儿童时

间管理倾向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的行为适应

问题不仅会直接诱发儿童的行为适应问题，也会通

过影响儿童的认知观念，进而影响儿童的行为适

应。父亲的拖延行为是其时间观念的外化，长期拖

延的父亲会传递给儿童时间价值不大等错误信号，

进而对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产生消极影响。其次，

父亲的拖延行为对其时间监控观具有传递作用。长

期拖延的父亲往往不善于在做事前设置目标、进行

周密的计划安排，甚至没有根据优先级分配时间的

习惯，这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其子女的时间监控

观。第三，父亲拖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时间管

理失败的结果[19]。根据观察学习理论，作为榜样，父

亲的长期“时间管理失败”会使其子女丧失时间管理

的效能感，进而对其时间管理倾向产生消极影响。

而时间观念是影响个体工作计划安排、工作行为习

惯的重要因素 [6]。因此，父亲的拖延行为能够通过

降低儿童的时间管理倾向诱发儿童的学业拖延。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父亲拖延行为对儿童时间

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具体而

言，父亲拖延行为与儿童时间管理倾向及学业拖延

的关系会受到儿童意志控制的调节，即与意志控制

水平较高的儿童相比，父亲拖延行为对低意志控制

儿童的时间观念及拖延行为的预测作用更大。这表

明意志控制作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质能够在非适应

性因素对个体认知观念及行为适应的消极影响中起

保护作用。以往研究认为意志控制是个体产生情绪

及行为适应问题的重要缓冲因素[8，22]。首先，从意志

控制对个体认知过程的调节来看，意志控制水平较

高的个体对自身的认知过程具有更高的调控能力，

能够有效地屏蔽他人非适应性行为对个体认知观念

的影响[23]。父亲拖延行为所传递的非适应性时间观

念能够被高意志控制儿童识别并有意摒弃，进而避

免了父亲拖延行为对其时间管理倾向的消极影响。

其次，从意志控制对个体行为过程调节来看，意志控

制水平较高的个体对自身行为具有较强的监控、管

理、抑制或激发能力，能够有效地抑制自身的非适应

性行为，激发并维持个体的适应性行为[22]。高意志

控制儿童能够抑制父亲拖延行为所诱发的学业拖延

行为，并使其行为围绕目标活动（学习活动）展开，进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意志控制

M-1SD
M
M+1SD
M-1SD
M
M+1SD

效应值

0.178
0.097
0.015
0.096
0.058
0.021

Boot SE
0.046
0.040
0.059
0.024
0.017
0.025

Boot LLCI
0.087
0.019
-0.101
0.051
0.027
-0.027

Boot ULCI
0.269
0.175
0.132
0.148
0.095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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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降低了其学业拖延的频率。因此，与低意志控制

水平的儿童相比，高意志控制儿童能够有效地抑制

父亲拖延行为所传递的消极时间观念和行为习惯，

进而促进其良好的行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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