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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站（social network sites，SNS）是当代青年

群体进行人际互动的主要渠道[1-3]。研究发现，社交

网站使用可以促进群体认同、维持群体关系，满足个

性化的心理需求，对青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

义 [4]。但频繁地使用社交网站可能导致成瘾 [5]。社

交网站成瘾不仅降低睡眠质量、引发认知失败[6]，还

会提高个体受到网络欺负、网络骚扰、隐私泄露等伤

害的风险[7]，增加其心理压力和自杀风险[8]。以往研

究从人格特质、心理动机等多方面探讨了社交网站

成瘾的影响因素 [2]。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

庭财富显著提升，青年人“拜金”的物质主义倾向也

日益凸显[9]。物质主义者表现出更多的冲动性购买
[10]、网络强迫性购买[11]、奢侈品消费[12]，他们还在社交

网站分享“好物”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13]。基于此社

会背景，本研究拟考察物质主义对社交网站成瘾的

影响及其中介机制，以期为青年人社交网站成瘾的

干预提供新的视角。

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

人价值观[14]。物质主义包括四个具体的人格特质：

嫉妒、小气、占有欲和保存。其中，保存指通过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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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金钱态度和炫耀性自我呈现在物质主义与社交网站成瘾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方法：以河南

省646名具有社交网站使用经验的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青少年物质主义量表、金钱态度量表的权利-声望分量表、炫

耀性自我呈现问卷和简版社交网站成瘾倾向量表，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结果：（1）相关分析显示，物质主

义、金钱权利-声望、炫耀性自我呈现和社交网站成瘾两两呈显著正相关。（2）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物质主义不仅直

接影响社交网站成瘾，还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社交网站成瘾，即金钱权利-声望的单独中介作用；炫耀性自我呈

现的单独中介作用；金钱权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金钱权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

在物质主义与社交网站成瘾之间起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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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f money attitude and conspicuous self-presenta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social network sites (SNS) addiction. Methods: A sample of 646 college students who
had been use SNS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were surveyed with Materialism Scale, the Power-Prestige subscale of Money
Attitudes Scale, Conspicuous Self-present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short version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ddictive Ten⁃
dencies Scale. Results: (1)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aterialism, power- prestige, conspicuous self- presentation
and SNS addi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another. (2)Multiple mediation modeling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aterialism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SNS addic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ed SNS addiction through three
paths: the separate mediation effect of power-prestige, the separate mediation effect of conspicuous self-presentation,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power-prestige and conspicuous self-presentation. Conclusion: Power-prestige and conspicu⁃
ous self-presentation exert a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SNS addiction.
【Key words】 Materialism; Money attitude; Conspicuous self-presentati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ddiction

··739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9 No.4 2021
品和照片等来使自己过去的体验重现 [15，16]，而社交

网站的功能就包括上传照片和分享经历 [2]。并且，

物质主义者通常倾向于使用炫耀的方式展示自己或

唤起他人的嫉妒[17]，所以物质主义者可能会更多地

使用社交网站。“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

和心理需求会诱发其社交网站使用渴求，尤其是在

线下环境没有得到满足时，个体更渴望从社交网站

中获得满足；而满足可能使其沉迷其中，逐渐对社交

网站使用行为失去控制，最终导致成瘾 [5]。相比于

线下环境，社交网站为物质主义者提供了文字、图

片、视频、链接等多种自我展示方式，以及跨时间、跨

地域的大量“观众”[18]，更能满足其保存、占有、引起

嫉妒的心理需求。此外，近期的实证研究发现，物质

主义通过社交类手机使用影响青少年手机成瘾[19]，

而典型的社交类手机使用就是社交网站使用。因

此，本研究假设：物质主义正向影响社交网站成瘾。

金钱态度是指个体所持有的金钱价值观念、金

钱伦理和对金钱所代表意义的认知等[20]。Yamauchi
和 Templer提出金钱态度的结构包括：权利-声望、

维持-保留、不信任和焦虑四个维度，其中，权利-声
望指金钱是用来影响和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象征
[21]。金钱态度中的权利-声望维度可能在物质主义

与社交网站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大量研

究表明，物质主义与金钱态度呈显著正相关 [10，22]。

高物质主义者对金钱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相信财

富代表成功；高金钱态度者也认为金钱象征着成功，

对金钱持有明确、肯定和积极的态度[23]。所以，高物

质主义者往往也是高金钱权利-声望取向者[10]。另

一方面，金钱权利-声望取向者通常具有灵活的交

际手段[21]，他们把金钱看作影响他人的工具和成功

的标志。这些个体可能会通过购买并呈现商品来实

现对威望的追求和对群体地位的谋求。社交网站恰

好为高金钱权利-声望取向者提供了展示财富、影

响他人的平台。也就是说，社交网站比线下环境更

能满足高金钱权利-声望取向者的心理需求，更容

易使其沉迷其中。由此，本研究假设：物质主义通过

金钱权利-声望影响社交网站成瘾。

炫耀性自我呈现也可能在物质主义与社交网站

成瘾之间起中介作用。炫耀性自我呈现指个体在社

交网站中有选择地发布炫耀自身财富或地位的信息
[24]。研究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进行自我呈现时，

会更严谨地编辑信息、挑选照片、展示理想中的自己
[5，25]。物质主义的三个成分包括成功、中心和快乐，

其中，成功是指以拥有财物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价自

己和他人的成功[26]；并且，很多物质主义者把是否拥

有奢侈品作为彰显实力和自身价值的标准[12，27]。因

此，物质主义者可以通过炫耀性自我呈现满足内在

心理需要。事实上，涉及名牌产品、奢侈品或享乐性

消费体验的炫耀性自我呈现让个体在社交网站中以

有形的内容展示了自身的成功，又以无形的炫耀获

得了他人的关注，满足物质主义者成功、中心和快乐

的心理需求。因此，本研究假设：物质主义通过炫耀

性自我呈现影响社交网站成瘾。

虽然金钱态度和炫耀性自我呈现都可能是物质

主义与社交网站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但两者也存

在一定的关联。金钱态度的权利-声望取向者认为

金钱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和影响他人的工具，因此，他

们可能会通过炫耀性自我呈现来实现对成功的展示

和对他人的影响。此外，研究表明，金钱权利-声望

显著正向影响炫耀性消费[28]，而炫耀性消费的本质

就是刻意吸引他人的注意，这与炫耀性自我呈现的

核心是一致的 [24，29]。因此，金钱态度与炫耀性自我

呈现可能不是并列关系，权利-声望是影响炫耀性

自我呈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本研究假设：

金钱权力-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在物质主义与社

交网站成瘾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从河南省某两所普通全日制高

校选取具有3个月以上社交网站使用经验的大学生

692名，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

业硕士研究生操作完成标准化团体测验。剔除漏答

和反应一致的废卷后，回收有效问卷646份，有效回

收率为 93.35%。其中，男生 327人（50.62%），女生

319人（49.38%）；大一 337人，大二 309人；文科 295
人，理工科351人。被试年龄为16-21岁，平均年龄

18.35岁（标准差0.84岁）。

1.2 研究工具

1.2.1 青少年物质主义量表 采用Goldberg等人编

制的青少年物质主义量表[30]，共10个项目；采用4级
评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总均分越高表示

物质主义价值观越强。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

文版信效度良好，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群体[11]。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
1.2.2 金钱态度量表 采用Baker和Hagedorn编制

的金钱态度量表的权利-声望分量表 [31]，共 6个项

目。采用 5级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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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越高表示金钱的权利-声望态度越强烈。以往

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中文版信效度良好，适用于中国

大学生群体[2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0.81。
1.2.3 炫耀性自我呈现问卷 采用丁倩等人编制

的社交网站炫耀性自我呈现问卷 [24]，共 9个项目。

采用 5级评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各项目

得分相加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

中进行炫耀性自我呈现的动机越明显。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1.2.4 简版社交网站成瘾倾向量表 采用 Mi⁃
loševic'-Dorđevic'和Žeželj编制的简版社交网站成

瘾倾向量表[32]，共 6个项目。采用 5级评分，1=非常

不符合，5=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社交网站

成瘾的程度越严重。前人研究表明，该量表中文翻

译版的信效度良好，符合心理学测量学要求 [5]。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1.3 统计工具及数据处理

采用 SPSS21.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具

体应用Hayes编制的 SPSS宏 process程序进行多重

中介模型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中，性别与社

交网站成瘾显著相关（见表 1）。因此，在检验中介

模型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1.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取 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

的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9个，其

中第一个因素解释的累计变异量为27.03%，小于临

界值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问题。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物质主义、金钱权利-声
望、炫耀性自我呈现和社交网站成瘾两两呈显著正

相关（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女生=0，男生=1；*P<0.05，**P<0.01，***P<
0.001；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

2.2 模型验证

采用Hayes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非参数百分

位Bootstrap方法，具体应用 SPSS宏程序的model 6，
在抽样 1000次和控制性别的条件下，检验金钱权

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在物质主义与社交网站

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回归分析表明（如表 2所

示）：物质主义显著正向预测金钱权利-声望（β=
0.49，P<0.001）；物质主义（β=0.28，P<0.001）和金钱

权利-声望（β=0.38，P<0.001）显著正向预测炫耀性

自我呈现；所有预测变量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物质

主义（β=0.17，P<0.001）、金钱权利-声望（β=0.10，P<
0.05）和炫耀性自我呈现（β=0.33，P<0.001）三者均

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站成瘾。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如表3和图1所示）：金钱权

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在物质主义与社交网站

成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20，占总

效应（0.37）的 54.05%。具体来看，中介效应由三条

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通过物质主义→金钱权

利-声望→社交网站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1
（0.05）；通过物质主义→金钱权利-声望→炫耀性自

我呈现→社交网站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2

回归方程

结果变量

金钱权利-声望

炫耀性自我呈现

社交网站成瘾

预测变量

物质主义

性别

物质主义

金钱权利-声望

性别

物质主义

金钱权利-声望

炫耀性自我呈现

性别

整体拟合指数

R2

0.27

0.35

0.27

F
117.55***

113.96***

58.33***

回归系数显著性

β
0.49
0.20
0.28
0.38

-0.13
0.17
0.10
0.33

-0.13

t
15.19***
2.98**
7.82***

10.29***
-1.96
4.22***
2.35*
7.94***

-1.87

置信区间

[LLCI, ULCI]
[0.43, 0.56]
[0.07, 0.33]
[0.21, 0.35]
[0.31, 0.46]

[-0.25, 0.00]
[0.09, 0.25]
[0.02, 0.18]
[0.25, 0.41]

[-0.26, 0.01]

表2 多重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P<0.05，**P<0.01，***P<0.001。

1 性别

2 物质主义

3 金钱权利-声望

4 炫耀性自我呈现

5 社交网站成瘾

M
0.51
0.10
1.75
2.12
2.32

SD
0.50
0.46
0.69
0.66
0.73

1
—

-0.06
0.07

-0.05
-0.08*

2

0.51***
0.49***
0.39**

3

0.53***
0.36***

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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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通过物质主义→炫耀性自我呈现→社交网

站成瘾的途径产生的间接效应 3（0.09）。三个间接

效应均达到显著水平，依次占总效应的 13.51%、

16.22%和24.32%。

总间接效应

物质主义→金钱权利-声望→社交网站成瘾

物质主义→金钱权利-声望→炫耀性自我呈现→社交网站成瘾

物质主义→炫耀性自我呈现→社交网站成瘾

效应值

0.20
0.05
0.06
0.09

95%置信区间

下限

0.15
0.00
0.04
0.06

上限

0.27
0.09
0.09
0.14

相对中介效应

54.05%
13.51%
16.22%
24.32%

金钱权利-声望 0.38*** 炫耀性自我呈现

0.49*** 0.33***
0.28*** 0.10*

物质主义 0.17*** 社交网站成瘾

注：*P<0.05，***P<0.001。
图1 金钱态度和炫耀性自我呈现的多重中介作用

3 讨 论

基于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本研究揭示了物

质主义与社交网站成瘾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阐明

了物质主义“如何影响”社交网站成瘾——即通过金

钱权利-声望的单独中介作用、炫耀性自我呈现的

单独中介作用，以及金钱权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

呈现的链式中介作用这三条路径。研究结果不仅对

拓展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干

预青年群体社交网站成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与假设一致，本研究发现物质主义能显著

正向预测社交网站成瘾，表明物质主义是社交网站

成瘾的风险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在考察社交网站成

瘾的影响因素时，主要集中于人格[3，24，32]、动机[5]和情

绪[2]，较少关注价值观的作用。同时，以往研究在考

察物质主义对个体行为适应的影响时，主要集中于

消费行为 [10-13]和环保行为 [33]，较少关注网络使用行

为。尽管有研究发现，物质主义影响青少年智能手

机成瘾，社交导向的智能手机使用是其关键因素[19]，

但它没有直接测量社交网站成瘾，更没有具体讨论

物质主义对社交网站成瘾的影响。总之，本研究结

合时代发展特点，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首次探讨

了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交网站成瘾的影响，在一定

程度上扩展了物质主义、社交网站成瘾的研究范围

和视角。

然后，本研究还进一步探索了物质主义与社交

网站成瘾之间的中介机制，发现了三条中介路径：金

钱权利-声望的单独中介作用，炫耀性自我呈现的

单独中介作用，金钱权利-声望和炫耀性自我呈现

的链式中介作用。多重中介机制揭示了“价值观（物

质主义）→态度（金钱权利-声望）→动机（炫耀性自

我呈现）→心理适应（社交网站成瘾）”的完整作用过

程。一方面，这支持了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物质

主义者以财物定义成功、以获得财物为中心、以财物

追求幸福[12]，他们相信财富代表成功，有着更高的金

钱权利-声望取向，将展示财富视作获取权利和声

望的手段[10，22]。物质主义者最突出的外在表现即消

费，社交网站则为互联网时代的消费行为提供了绝

佳的延展空间，物质主义者的享乐消费、奢侈消费、

冲动消费尤其是炫耀性消费都可以通过社交网站更

长时间地呈现给更多的“观众”。炫耀性自我呈现作

为炫耀性消费的一种线上延续，扩大了物质主义者

消费行为的影响力，更能满足物质主义者以财物定

义成功、追求幸福的内在心理需要。由此，物质主义

者更容易陷入社交网站成瘾。另一方面，多重中介

模型说明物质主义影响社交网站成瘾存在复杂而隐

蔽的心理过程。相比于物质主义对外在的消费行为

的影响，态度和动机是更为隐蔽的心理因素，社交网

站成瘾也是相对容易被忽略的消极后果。大学生作

为典型的青年群体，是社交网站成瘾的高危人群，同

时又处于树立正确价值观和金钱态度的关键期。本

研究结果提示，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要拓展思路，关

注问题性网络使用行为背后的价值观、态度、动机等

因素，通过价值观引导、金钱态度矫正等途径丰富社

交网站成瘾的干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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