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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其心理健康一直

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而在大学生中，存在一个身份

隐秘但绝对数量不低的群体——男同性恋者[1]。调

查表明，同性恋者心理健康问题出现率显著高于普

通人群[2]。焦虑（anxiety）是男同性恋者最典型的心

理健康问题之一。研究发现，焦虑是男同性恋者最

常诉求于心理治疗的问题之一[3]。男同性恋者患焦

虑障碍的可能性是男异性恋者的数倍，且他们比男

异性恋者报告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焦虑症状 [4，5]。内

化同性恋嫌恶（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指同性恋

个体内化了外界歧视和偏见后对自己性取向的消极

态度[6]。它不仅是同性恋者认同发展的必经过程，

也是一种在其身上长期存在的心理压力 [6，7]。一系

列研究揭示内化同性恋嫌恶是导致个体焦虑的关键

原因。例如，高内化同性恋嫌恶者有更大概率被诊

断为焦虑症[3]。Thies等[8]也发现内化同性恋嫌恶正

向预测广泛性焦虑障碍程度。

尽管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的关系得到了现有

研究支持，但对其中介机制的探讨还不充分。依据

Hatzenbuehler[9]提出的少数压力心理中介模型及李

放等 [6]提出的内化同性恋嫌恶影响机制模型，内化

同性恋嫌恶可通过影响同性恋者接收或感知到的社

会支持程度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但这两个理论侧

重关注一般性社会支持（针对大众普遍生活问题的

社会支持），较少考察针对同性恋相关问题的社会支

持（如对性取向的支持）。而社会支持的匹配理论主

张，外界提供的支持要与解决特定问题相关才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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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父母性取向支持、归因方式在男同性恋大学生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的多重中介机制。方

法：选取313名男同性恋大学生，使用内化同性恋嫌恶量表、父母性取向支持量表、归因方式量表、焦虑量表进行测

量。结果：男同性恋大学生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父母性取向支持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存

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式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存在显著的链式中介效应。结论：增

强父母的性取向支持和改善自身的归因方式，是缓解高内化同性恋嫌恶男同性恋大学生焦虑水平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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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pl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parental support fo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attribution style between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and anxiety in gay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313 gay college stu⁃
dents were selected and tested with the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scale, parental support for sexual orientation scale, attri⁃
bution style scale and anxiety scale. Result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existed between the internalized homoneg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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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ativity and anxiety,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al support for sexual orientation and at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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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作用[10]。外界对同性性取向的歧视和偏见是同

性恋者生活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性取向的支持比

一般性社会支持更能缓解同性恋者的心理问题[11]。

因而考察性取向支持的中介机制不仅能更深入理解

内化同性恋嫌恶影响焦虑的过程，还能更有效地对

高嫌恶男同性恋大学生的焦虑问题进行干预。

作为一种特定的性取向支持来源，父母性取向

支持（parental support for sexual orientation）很值得关

注。受儒家文化影响，国人很强调家庭关系的重要

性[11]。家庭支持是同性恋者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

础[12]。支持性亲子关系可提供同性恋者更多安全感

和情感关怀，使其感知更多父母的接纳，保护其免于

心理健康问题[13]。然而，受传统家庭观对同性恋否

定态度的影响，家庭反而成为国内同性恋人群最强

大的压力源之一[14]，家庭对性取向的不支持也成为

同性恋者出现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实证研究发

现，父母性取向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抑郁等负性

心理健康指标 [13，15]。而另一方面，高内化同性恋嫌

恶者更担忧他人对自身性取向的拒绝，更少公开性

取向，这使他们少有机会接受他人给予的性取向支

持 [16，17]。同时，高嫌恶者还倾向认为他人无法提供

有效关怀，从而降低对外界支持的寻求[18，19]，进而拥

有更少社会支持。因此本研究推测，父母性取向支

持在男同性恋大学生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起中

介作用。

另外，少数压力心理中介模型及内化同性恋嫌

恶影响机制模型在探讨社会支持的中介机制时，较

忽略社会支持与这些模型提出的其他中介变量（如

认知方式）间的关系。例如，少有研究探究社会支持

与认知方式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的链式中介

作用。归因方式（attribution style）是认知方式的一

种，指个体对特定事件发生原因的一种习惯性推

测 [20]。若个体对负性事件习惯采用外部、可变和局

部的归因，则归因方式偏积极；反之，若个体对负性

事件常采用内部、稳定和全局的归因，则归因方式偏

消极[21]。有研究指出，内部、稳定和全局的消极归因

方式是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前因，对青少年的

内化问题有极强的预测作用 [20]。而依据焦虑/抑郁

的无助-无望理论，对生活及未来的失控感和不确

定感是引发焦虑的最关键的危险因素，而这种危险

因素与消极归因方式直接相关[22]。实证研究也表明

归因方式越积极，焦虑程度越低；反之归因方式越消

极，焦虑程度越高[23]。另外，社会支持影响个体的归

因方式。感知社会支持低者倾向于消极地看待事件

发生的内外部原因，感知社会支持水平高者则倾向

于积极地看待事件发生的原因[24]。Mo等[25]认为，社

会支持不仅有益于增加个体对负性事件的抵抗力，

还有益于增强个体应对负性事件的技能。因此，受

到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很少将消极事件视为不可改变

和掌控的，更少出现消极归因。由此推测，父母性取

向支持可通过归因方式间接影响焦虑程度。由于前

文已说明内化同性恋嫌恶可预测感知父母性取向支

持水平，因而本研究推测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

式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为选取大量身份隐秘的同性恋者，本研究将问

卷的链接经人介绍传至同性恋交友软件、贴吧、QQ/
微信群等匿名性较好的网络平台，供其自愿填写。

为确认被试的性取向和大学生身份，本研究对所有

填写问卷者进行回访。目前，学界普遍比较认可在

心理学研究中以被试是否认可自己是同性恋作为筛

选同性恋者的标准[18，19，26]。其逻辑是，被试只有认可

自己是同性恋，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个身份所带给自

己的压力，以及才会出现因这类压力引发的心理效

应。共筛选出313名在回访中认可自己是男同性恋

的大学生作为有效被试。被试平均年龄为 20.94±
2.79岁，其中 18岁以下有 13人，18-22岁有 228人，

22岁以上有72人。来自师范类院校的102人，理工

类院校的117人，综合类院校的37人，其他类院校的

57人。来自本科院校的268人，专科类院校45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内化同性恋嫌恶量表 采用李放等[18]修订后

的中文版内化同性恋嫌恶问卷，量表包含8个条目，

使用 1-5五点计分。计算量表总分，总分越高代表

内化同性恋嫌恶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Cron⁃
bach’α 系数为0.89。
1.2.2 父母性取向支持量表 此量表由 Mohr 和
Fassinger[27]编制，Shao等[11]改编，用于考察个体感知

到的父母对其性取向的支持程度。此量表分为父亲

性取向支持和母亲性取向支持两个因素，各 4个条

目。量表按6级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感知到的支持程

度越大。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
1.2.3 归因方式量表 该量表包括6个积极事件和

6个消极事件情境，考察被试对这些事件的反应。

该量表总共48个题项参与计分，使用1-7计分。用

对积极事件反应的得分减去对消极事件反应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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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越倾向进行积极归因，得分越

低代表被试越倾向进行消极归因[28]。

1.2.4 焦虑量表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的中文修订

版测查个体焦虑程度[29]。量表有 20个条目，按 4点
计分，计算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焦虑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 为0.80。
1.3 数据处理

本研究使用 SPSS24.0和AMOS24.0分析数据。

使用SPSS24.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

使用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2 结 果

2.1 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表 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

呈显著正相关，且内化同性恋嫌恶、父母性取向支

持、归因方式与焦虑两两间均呈显著相关。

2.2 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前，设置一个部分

中介模型(模型 1，设置内化同性恋嫌恶直接预测焦

虑的路径)和一个完全中介模型（模型2，不设置内化

同性恋嫌恶直接预测焦虑的路径）进行比较。依据

前文假设，本研究在两个模型中均设置“内化同性恋

嫌恶-父母性取向支持-焦虑”以及“内化同性恋嫌

恶-父母性取向支持-归因方式-焦虑”这两条中介

路径。结果显示，模型 1 拟合指标为χ2 /df=3.24，
TLI=0.95，CFI=0.98，RMSEA=0.09，模型 2拟合指标

为χ2 /df=2.93，TLI=0.96，CFI=0.98，RMSEA=0.08。两

模型指标的Δχ2=2.00（Δdf=1），P>0.05，表明两模型

指标差异不显著。因模型1中内化同性恋嫌恶不能

显著直接预测焦虑，同时根据简洁性标准，选择模型

2为最终模型（见图1）。

父母性取向支持

-0.50 -0.18
内化同性恋嫌恶 0.23 焦虑

-0.27
归因方式

注：父母性取向支持包括父亲性取向支持和母亲性

取向支持两个指标。出于简洁，此模型图不呈现指标。

图1 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最终模型显示，内化同性恋嫌恶显著负向预测

父母性取向支持，父母性取向支持显著负向预测焦

虑，说明父母性取向支持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

间起中介作用。另外，父母性取向支持显著正向预

测归因方式，归因方式显著负向预测焦虑水平，说明

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式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

虑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使用偏差校正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上述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重复抽样

1000次）。结果表明，所有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

不包含0（见表2），因而上述中介作用均显著。

表2 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性取向支持在男同性恋大学

生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起中介作用。此结果一

定程度上延伸了少数压力心理中介模型及内化同性

恋嫌恶影响机制模型的观点[6，9]，即性取向支持和一

般性社会支持都能成为内化同性恋嫌恶和心理健康

间的中介变量。家庭是国内同性恋者最强的压力源

之一[14]，而内化同性恋嫌恶会加重男同性恋者对偏

见的敏感度，增加对家庭施加压力的预期。高嫌恶

男同性恋大学生认为与父母谈论性取向会遭到反对

和不理解。他们很难向父母公开谈论自身性取向，

也不相信父母能真正意义上理解和接纳其性取向，

从而很难寻求和感受到父母的性取向支持[16，18]。而

1.年龄

2.内化同性恋嫌恶

3.父母性取向支持

4.归因方式

5.焦虑

M
20.94
16.88
27.28
1.98

37.22

SD
2.79
7.60

11.01
2.73
9.08

1
-

0.09
0.06
0.03

-0.10

2

-
-0.46***
-0.16**
0.19**

3

-
0.19**

-0.23***

4

-
-0.31***

5

-

表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

注：**P<0.01，***P<0.001。

中介路径

内化同性恋嫌恶-父母性取向支持-焦虑

内化同性恋嫌恶-父母性取向支持-归因方

式-焦虑

中介效应

估计值

0.09
0.03

95%
置信区间

[0.03, 0.16]
[0.02,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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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性取向支持对国内男同性恋者均

是特别重要的资源[11]。缺少父母性取向支持，男同

性恋大学生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更加迷茫，在处理与

性取向相关事件时更没有方向感，从而更加焦虑。

本研究提示对于高内化同性恋嫌恶的男大学生，增

强其父母对同性恋现象的理解和接纳，使其敢于向

父母寻求并感受到关于性取向的支持，是改善其焦

虑非常重要的途径。

另外，本研究还证实父母性取向支持与归因方

式在内化同性恋嫌恶与焦虑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此结果同样扩充了少数压力心理中介模型及内化同

性恋嫌恶影响机制模型的观点[6，9]，即内化同性恋嫌

恶还能通过社会支持和认知方式的相互作用去影响

心理健康。内化同性恋嫌恶导致男同性恋大学生无

法获得足够父母性取向支持，会降低个体面对压力

的抵抗力和应对技能[25]，这使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有

很强的自卑感和无力感。他们会认为自己的遭遇都

是由于自己不好，自己无法改变这种现状，也无法增

加生活的确定感，最终形成持续的消极归因。一旦

采用消极归因，强烈的失控感会使他们更担忧自己

的生活，变得更加焦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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