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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对失独群体情绪状态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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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文章采用量表调查法探索失独群体的社会关系对情绪状态的影响，
结果显示社会联系

质量、
社会参与、
支持利用在情绪上均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促进失独群体良好的情绪体验要提高社
会联系的质量，
注重朋友的深层交往，
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将社会支持资源优化为支持系统。 今后
在失独群体情绪的心理干预中应建立多元的高质量的社会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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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以来袁一些家庭因为独生子

情绪状态袁 研究表明社会孤立的老年人生活质量明

女发生伤残或死亡尧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而形成了

显降低袁同时是情绪失调的危险因素 咱缘暂袁说明实际获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袁这些家庭形成的群体称为

得的社会支持对情绪发挥影响作用袁 社会支持资源

失 独 群 体遥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五 部委 明 确 提 出 院从

关系着人们的积极情绪状态遥社会参与越多袁则社会

以及精神慰藉和心理疏导服务 袁明确提出重视除

情绪状态袁促进心理健康遥一般认为失独群体在遭遇

圆园员源 年起加大对失独群体在生活尧养老尧医疗服务

联系越丰富袁社会支持系统越完善袁越能维护积极的

经济等物质支持外关注他们的精神领域袁走进他们

子女意外离世的重大精神创伤后袁 易产生沮丧和悲

的内心世界遥 国家的政策将改变重物质轻心理的倾

伤等多种不良情绪袁与他人尧亲属和社区生活的社会

向袁同时反映了失独群体的帮扶问题正成为全社会

交往出现主动隔离的状态袁社会资源受损遥现实中失

高度关注且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遥

独群体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现状钥 社会关系和情绪

咱员暂

社会关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咱圆暂遥

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钥 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

系是通过休闲娱乐等社会参与发生资源交换的人际关

本文将社会关系 平台分为社会联系及社 会支

联集合袁而社会支持是在社会联系的基础上产生的袁人

持袁并以两者为切入点袁结合笔者参与本市作 为中

们通过社会支持平台袁 加强社会联系网络袁 满足归属

国计生协在全国 缘员 个城市开展的失独群体 野计划

一般认为社会关系包含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袁 社会联

感尧关爱等心理需求尧维护和促进情绪积极调节遥 即通

尚属空白袁这将是本文力图探究的问题遥

生育特殊家庭帮扶模式探索冶试点项目专家组成员

过建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应对来自社会环境的

的工作经验袁通过量表调查获取实证数据探索失独

挑战袁并获得他人的情绪支持遥

群体社会关系对情绪状态的动态影响效应袁为国家

不同社会联系对主体 情绪状态发挥着重要影
响遥在社会联系中配偶的影响逐渐下降袁朋友间支持

完善失独群体心理扶助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优 化
方案遥

的影响更为突出曰通过各种娱乐性参与尧社会性参与
促进情绪调节 咱猿暂袁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袁

一尧研究对象和方法

因此社会联系拥有的资源越多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渊一冤被试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咱源暂遥 社会支持同样影响着人们的

采取 入 户 调 查 的 方 法 抽 取某 市 失 独 群 体 猿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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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社会联系质量在情绪状态存在显著性差异袁社会

渊二冤 测量工具

联系的数量对情绪状态无显著性差异遥

员援失独群体的社会关系

为进一步考察社会联系的质量对情绪的影响袁将

文章以既往研究为基础 袁采用自编问卷评估

婚姻尧亲人尧朋友邻居同事等进行分类观察袁表 员 显示

和数量袁其中社会联系的质量主要评估家庭成员和

明情绪更积极袁而朋友和亲人尧婚姻与亲人之间的社

朋友等社会关系对调查对象的关心等亲密程度渊好尧

会联系质量与抑郁之间则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咱远暂

失独群体的社会联系状况包括社会关系的相处质量

一般尧不好尧不适用冤袁按相处关系总分的三等分区别
为支持质量高尧中尧低组袁得分越高袁社会联系支持的
关系越好袁抑郁评价的得分越低遥 社会联系的数量
主要包含经常接触的朋友亲人的数目袁按总分三等
分为社会联系数量的高尧中尧低组袁社会联系的数量
越高袁抑郁评价的得分越低遥 同时调查失独者社会
参与的休闲方式袁例如下棋打牌尧体育锻炼等袁按总
数三等分区分为高尧中尧低三组遥
采用问卷调查工具叶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曳咱苑暂评估
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状况遥 该量表包括 员园 个条目袁

朋友质量高比婚姻质量高的失独群体抑郁得分低袁说

表 员 失独群体不同的社会联系对情绪影响的 贼 检验分析

影响因素
婚姻与亲人
婚姻质量高
亲人质量高
婚姻与朋友
婚姻质量高
朋友质量高
亲人与朋友
亲人质量高
朋友质量高

抑郁得分渊分袁曾 依 泽冤

贼值

孕值

圆愿援愿 依 怨援猿
圆苑援远 依 怨援苑

员援怨圆

园援愿圆

圆愿援源 依 怨援圆
圆远援苑 依 怨援怨

员援圆源

园援园缘

圆愿援圆 依 怨援圆
圆苑援怨 依 怨援怨

园援源猿

园援圆员

是国内社会支持研究广泛使用的量表遥 本次测试

本研究还调查了社会参与对情绪的作用袁 结果

悦则燥灶遭葬糟澡爷泽 琢 系数为 园援愿源袁 说明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显示高社会参与组的抑郁得分为渊圆缘援苑猿 依 怨援远圆冤分袁

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袁每维度按总分三等

依 怨援苑猿冤分袁方差分析结果为 云越猿援缘园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说明不

和效度遥 社会支持量表为社会支持及客观支持尧主
分为高尧中尧低组袁社会支持状况越好袁抑郁评价的得

中社会参与组渊圆愿援苑猿 依 怨援圆远冤分袁低社会参与组渊圆怨援员缘
同社会参与程度的失独群体的情绪状态存在显著性
差异遥

分越低遥
圆援情绪状态

渊二冤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对情绪状态的影响
咱苑暂

采用叶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曳 进行情绪调查袁

在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及各维度对失独群体的

这是美国 砸葬凿造燥枣 编制的广泛使用于评价当前抑郁

情绪的影响中袁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尧客观支持

症状频度的测量工具袁适用于不同年龄群体抑郁心

的高中低三组间抑郁得分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袁 支持

情的评价遥 悦则燥灶遭葬糟澡爷泽 琢 系数为 园援怨 以上袁说明量表

利用度高中低三组间抑郁得分差异显著 渊表 圆冤袁说

有较好信度和效度遥 抑郁评价的得分越高袁说明被
试者抑郁程度越高遥

表 圆 失独群体社会支持系统对情绪状态的方差分析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按照心理测验程序施测袁 并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进

行统计学处理遥 数据以均数依标准差渊曾 依 泽冤表示袁组
间比较采用 贼 检验和方差分析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明支持利用水平的差异影响失独群体情绪状态遥

果

渊一冤失独群体的社会联系对情绪状态的影响
失独群体社会联系的 质和量对情绪抑郁的结
果显示院高支持质量组抑郁得分为渊圆远援苑 依 怨援怨冤分袁
中支持质量 组为 渊圆苑援苑 依 怨援苑冤分 袁低 支持 质量 组为

渊圆怨援怨 依 怨援员冤分袁方差分析结果为 云越猿援园愿袁孕 约 园援园员曰
高支持数量 组抑 郁得 分渊圆远援远 依 怨援苑冤分袁中支 持数

量 组 渊圆愿援源 依 怨援苑冤 分 袁 低 支 持 数 量 组 渊圆怨援员 依 怨援园冤
分袁方差分析结果为 云越员援远源袁孕 跃 园援园缘遥 说明失独群

影响因素
社会支持
高
中
低
客观支持
高
中
低
主观支持
高
中
低
支持利用度
高
中
低

抑郁得分渊分袁曾 依 泽冤

云值

孕值

圆愿援远 依 怨援源园
圆愿援远 依 愿援怨园
圆远援源 依 员园援猿

员援苑远

园援员苑

圆怨援圆 依 怨援园园
圆远援苑 依 员园援缘
圆苑援愿 依 怨援源园

员援远怨

园援员愿

圆愿援苑 依 怨援缘
圆愿援源 依 怨援圆
圆苑援园 依 怨援愿

园援怨员

园援源园

圆怨援源 依 怨援愿
圆愿援苑 依 怨援园
圆远援源 依 怨援缘

圆援怨园

园援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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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促进社会的稳定融合遥
研究结果表明帮助失独群体建立良好的社会支

渊一冤失独群体的社会联系

持平台袁注重社会联系网络的质量袁重点关注朋友的

调查结果显示袁失独群体社会联系质量在情绪

深层交流袁加强他们的社会休闲活动等社会参与袁促

抑郁症状有显著性差异而数量则无显著性差异曰朋

进积极情绪的调整袁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袁能对他们

友社会联系质量高比婚姻质量高的失独群体情绪更

的社会融合与适应产生良好影响遥

积极袁朋友和亲人袁婚姻与亲人无显著性差异遥 高社

渊二冤失独群体的社会支持

会参与的失独群体的情绪状态比低社会参与更积

调查结果显示袁社会支持总分及客观支持尧主观

极遥

支持两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袁 说明失独群体在
创伤事件后袁失独群体失去原有的社会联系网

失独的重大创伤事件之后袁 对获得他人帮助和扶持

络袁产生自我封闭袁回避亲人朋友袁出现拒绝与他人

的感受能力降低袁对情绪状态没有显著性影响袁这可

交往等社会脱节现象袁社会联系资源减少袁担心在社

能由于长期在传统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袁 受到养儿防

会交往中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袁沉浸在失独带来的

老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和影响袁 失独事件让他们内

伤痛中袁缺乏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袁就此造成社会联

心闭锁导致产生孤独无助的感受袁 认为自己已经被

系的缺失及逆社会化的行为袁使家庭功能全面受损遥

世界所抛弃袁不愿参与正常的社交活动遥即使在获取

调查结果说明应该关注失独群体社会联系的质量袁

外界主客观的社会支持时也不愿主动与人交往袁不

仅仅停留在社会联系的数量上袁对其情感创伤复原

主动袒露心扉袁从而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尧寂寞袁当他

没有实质性帮助袁因此要注重失独群体社会联系的

们遭遇到生活中的困难时袁更容易悲观尧孤独袁降低

多元化袁真正从内心深层次地感受到他人的关心尧转

积极情绪体验遥

移注意力袁重构社会联系的交往功能袁使他们重新发

支持利用维度在情绪状态有显著性差异袁 这个

掘自我价值袁获得自我满足感袁在有质量的关爱中维

研究结果符合心理原认知取向的社会支持论袁 支持

护个体自尊感和生活控制感以促进情绪调节袁维护

利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发现和利用袁 只有在失独者

心理健康遥

本身认为具有能令他感到满足的支持时才能构成实

朋友的深层交往对失独群体的情绪有积极的促

质上的社会支持袁 将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优化为支

进作用遥 夫妻虽然彼此在生活中互相扶持袁精神上

持系统的利用行为袁不仅获得一种支持能量袁同时将

互相慰藉袁但是子女离世之后夫妻对望袁经常会激发

支持的能量转换为个体的心灵资源袁 减轻心理应激

共同的创伤回忆袁直接影响到婚姻中的相处袁这样的

反应袁缓解精神压力袁即高支持利用的失独群体更善

交流方式加剧消极情绪袁影响了夫妻的情感维系袁更

于去调动他们的社会支持平台袁唤醒认知系统资源袁

易引起精神危机遥 因此不能仅仅依托配偶的社会关

将自己从抑郁情绪状态中解脱出来袁 激活积极的情

系袁应鼓励失独群体转向朋友的情感支持及日常生

绪体验袁达成情感体验和认知系统的协调统一袁提升

活支持袁获得精神上的更广泛依托遥 今后如何提高

自我价值感袁维持个体社会支持中的良好资源袁拓展

失独群体的社会联系质量水平袁丰富失独群体的社

为内在储备的积极能量袁促进心理健康遥

会联系是实现他们情绪调节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举
措袁也将成为目前进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切入点遥

社会活动不仅提高了社会支持尧社会联系袁与情
绪问题和健康状态密切相关袁 其活动本身的特性也

广泛参与各种社会休闲娱乐对其情绪有积极的

能促进心理健康遥帮助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平台袁构

促进作用遥 一方面由于增加了社会活动的范围袁与

建适合中国的心理咨询实践服务的流派体系的可操

他人一起参与休闲娱乐尧集体活动和宗教活动袁能转

作方案 咱愿暂袁能对失独群体的社会融合与适应产生积

移注意力袁分散失独的巨大心理创伤袁进行积极的自
我情绪调节曰另一方面失独群体来自子女的社会联

极影响袁从而寻找走出心理困境的对策袁帮扶失独群
体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改良情绪状态遥

系资源流失之后袁利用积极的社会参与更新丢失的

文章通过量表调查失独群体的社会关系对情绪

资源袁以转移消极的应激反应袁在多种休闲娱乐活动

状态的影响袁 发现失独群体的情绪影响因素中社会

中提高交往频率袁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袁从而拓展更

联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袁 广泛地参与各种社会休

多的社会支持来源遥 因而在社会关系上袁社会参与

闲娱乐袁 且有朋友的深层交往的失独群体对其情绪

程度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袁有助于减轻消极情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曰 社会支持在情绪上有显著性差

绪袁缓冲心理创伤袁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异袁应注重提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袁善于将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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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优化为支持系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情绪体验遥
这些结论说明袁在实际的心理干预实践中袁应当注重

咱猿暂

利用的方式袁善于发掘失独群体生活中的各种资源袁
系资源的积累袁形成失独群体有质量的社会联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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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袁制定相应的措施和方法袁调动失独群体的主观能
动性袁促进自我融合袁形成多种心理援助合作的方
式袁最终达到改善失独群体情绪状态袁社会融合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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