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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因素有很多，抽取关于家庭对青少年抑郁的影

响，以便更好地从家庭角度理解青少年抑郁并提示可行的治疗。

资料来源：应用计算机检索 UEA7KI7Q%)("$"% 3 !""&$%" 关于家庭对青少

年 抑 郁 的 影 响 的 文 章 ， 检 索 词 为 “9P>E7AC7=;G P78:7AAI>=，?9<IEB，

89:7=;I=F”，并限定语言种类为英语。同时手工检索与青少年抑郁及其家

庭方面内容相关的书籍。

资料选择：对资料进行初审，纳入标准：青少年抑郁及其相关的家庭方

面的文献。排除标准：重复性研究。

资料提炼：共收集 2( 篇相关的文献，排除重复研究 %’ 篇，选择 %) 篇文

献用于综述，并采用了 2 本相关书籍的内容。

资料综合：家庭可以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影响：父母的遗传

影响青少年的抑郁倾向；父母的生育年龄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青少年的

情绪有着负性的影响；家庭的应激事件和青少年抑郁有着密切的相关；

父母抑郁，特别是母亲抑郁，会使得青少年抑郁的风险大幅提高；父母

以负性教养方式为主，缺乏正性的情感支持，则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可能

会增加。

结论：家庭可以从许多方面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提示针对家庭的干

预可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的发生。

主题词：青少年；抑郁；家庭关系

F 引言

青春期是在儿童期和成人期中间的一个人生转变

期。青少年在这个时期会受到许多心理问题的困扰，特

别是抑郁。如果将轻微的情况涵盖在内的话，抑郁是青

少年中最常见的问题。在儿童向青少年的过渡中，抑郁

的发病率会明显提高Z%[。家庭的互动对抑郁的发生起

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青少年抑郁的研究，特别是针对青

少年家庭互动的研究，可以为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

成长环境创造一个契机，使得青少年的心理更为健康

的发展，为此，作者应用计算机检索 UEA7KI7Q%)("$"%
3 !""&$%" 关于家庭对青 少 年 抑 郁 的 影 响 的 文 章 ，以

便更好地从家庭角度理解青少年抑郁并提示可行的

治疗。

G 来自遗传以及家庭基本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大量研究显示青少年抑郁和父母抑郁有着高度的

相关性，提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从

遗传角度出发，从双生子的研究表明：中重度的抑郁具

有中度的遗传性 Z![，行为遗传学的研究估计对于青少

年抑郁生物遗传的贡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Z2[。

在遗传的基础上，环境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侧

重于研究环境的作用机制从实用性角度可能更为重

要，因为基因是很难改变的，但是对于赖以生存的家庭

和社会环境却是可以做出对青少年成长有利的相应变

化的。

父 母 的 生 育 年 龄 对 孩 子 的 抑 郁 是 有 影 响 的 。

WI:>QAHB 等Z*[研究发现个体目前的抑郁与父母的教养

方式之间的关系和父母生第 % 个孩子的时间有关。如

果第 % 个孩子出生过早则提示这个孩子有着一个很

差的生命的开端，过早出生对青春期这个转变过程具

有破坏作用，长期的结果是影响情感的健康。在 !2 岁

之前生育的父母比在 !2 岁之后生育的父母，其孩子

出现抑郁的感觉和指征要多。女性在 2" 岁左右生育

的，其孩子的抑郁的发生率最低。回归研究显示推迟

第 % 个孩子的生育时间对心理有积极的影响，其原因

包括：首次婚姻推迟、获得更好的教育、在就业方面风

险较低、缺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风险降低、目前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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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状况良好。但是如果女性过度推迟首次生育，

则会因为健康状况的下降而限制其在养育子女中情

感的收益。

生活中的应激事件会增加青少年患抑郁的风险。

例如，家庭中的一些应激事件是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的

因素。01234121567489 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近期搬家是

女孩子患抑郁的危险因素，而父母失业是男孩子抑郁

的危险因素。搬家做为应激事件是需要青少年重新适

应新的人际关系的事件，父母失业则可能会直接威胁

到青少年的安全感和对生活的控制感，这些都会影响

到人的情绪，导致人的情绪低落、抑郁。另外，一些急

性应激，如自然灾害等，也容易导致抑郁，因面对灾害

会让人产生无助感，进而发生抑郁。

此外，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缺乏社会支持 <包括来

自父母、同伴和老师的支持=等也会使抑郁风险增高:(;。

! 父母抑郁对孩子的影响

近些年来，父母的心理问题和孩子心理行为问题

之间的关系是一直受到密切的关注的。其中一部分的

兴趣集中在母亲抑郁对青少年行为问题和抑郁的影

响上:%;。大量的研究显示抑郁母亲的孩子比非抑郁母

亲的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问题和注意力缺陷，母亲抑

郁其孩子抑郁发生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高:&;。

>7?@ABB98 等:&;的研究显示女孩子的抑郁和母亲有

显著的相关，但和男孩子的抑郁相关不显著。研究还

发现青少年抑郁和家庭的社会地位、父母的矛盾、婚

姻的不和谐以及家庭生活事件有着显著的相关。当把

这些因素进行回归时发现，母亲的抑郁和孩子的抑郁

相关不显著，和家庭事件、婚姻矛盾、家庭社会地位相

关显著。也就是说母亲的抑郁不是和孩子的抑郁直接

相关的，而是以间接的方式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个研

究没有具体描述出抑郁是通过怎样的家庭成员之间

的互动起到的作用。

虽然大量的研究显示孩子的抑郁和母亲更为相

关，但是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家

庭是一个大的系统，婚姻关系构成了一个家庭的基

石，夫妻之间的互动对孩子是有着影响的。而且夫

妻 间 长 期 的 相 处 ， 彼 此 的 心 理 也 有 着 相 互 的 影 响 ，

特别是抑郁这种情绪在夫妻间是怎样相互作用是值

得考察的。

人际理论认为知觉到的敌意是产生抑郁的一个

重要因素。负性的情感和行为，如敌意、攻击和批评已

经发现是抑郁者婚姻关系中特有的成分:C;，尤其抑郁的

女性比抑郁的男性更容易表现出这种情感和行为 :C，);。

在 D74EFG18 等 :$-;的研究中还发现男性和女性的抑郁

都与他们是否参与家庭活动以及他们所知觉的自身

的敌意和配偶的敌意有关。

由于抑郁患者在婚姻中存在的敌意，从中可以推

测：和一个抑郁的配偶一起生活是令人压抑的，在心理

上是感到沉重的，对个体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是有着负

性的影响的:$-;。一些研究证实夫妻之间的情绪是相关

的，和一个抑郁的人生活在一起会成为其配偶患抑郁

的危险因素 :$$;。同样的家庭气氛也会影响孩子，而由

于抑郁的女性更容易表述出敌意的情感和行为，这可

能是母亲抑郁比父亲抑郁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的原因

之一。

" 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抑郁的影响

父母与孩子的负性互动模式通常被认为会引起抑

郁:$*;。从人际的观点看，一个人若缺少重要他人的亲密

关系可能会降低其维持亲密关系的能力，进而增加其

抑郁的可能性:$H;。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是他们的

重要他人。如果父母和孩子的互动是冷淡的和负性的，

孩子在长大后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I48398 等 :$,;认为父母的抚养模式包括两个方面：

关心与过度保护，这两个方面都是有两级化的因素。关

心的一个极端，它的组成有以下几个方面：情感方面的

一个极端是爱、情感的温暖、共情与亲密，在另一个极

端是情感冷淡、淡漠和拒绝。过度保护的一个极端包

括父母的控制、过度保护、干涉、过度的亲密、阻止独

立的行为，另一个极端是促进独立和自治。I48398 等

发现缺乏爱以及有过度保护和控制都与孩子的抑郁

有关。而且两者以没有爱的过度控制的组合会提高抑

郁的风险。

其他的研究也发现抑郁者和健康对照组相比对父

母的描述是更为拒绝和过度保护，且在情感上更缺少

温暖:$(;。J7?2BG1 等:$(;认为母亲的拒绝对女性抑郁比男

性的抑郁影响更大。这种现象在跨文化的研究中是比

较一致的。

I4A 等 :$*;的研究发现被试的抑郁风险的提高和父

母关心的缺乏、父母的冷淡、来自父母更多的是负性信

息而不是正性信息有关。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父母的

关心’冷淡这个维度与孩子的抑郁分数相关，而自治

和过度保护则没有明显的预测效应。缺乏父母的关心

是抑郁的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而批评或父母的干涉

性的控制排第二，但却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研究者认

为中国人是关系取向的，在家庭成员里中国人强调维

持爱的或者情感的联系，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干涉不太

可能导致问题，但父母和孩子的过度的距离感会导致

抑郁。

/18K92L 等 :$%;的研究表明个体功能失调的态度和

父母的教养问题有关，特别是批评性的父母教养方式

以及过度的父母的期待。M88B 等:$&;研究证实严厉的父

母教养方式（其特点为批评性的、过度期待、缺乏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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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保护）会导致产生不良的信念（在这项研究中是

非适应性的完美主义信念），进而使得个体产生对抑

郁的易感性。

此外，儿童学会评价他们自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其他人怎样看待他们。通过人际的交往，孩子从他人

那里获得关于自己和他人的信息，特别是从重要他人

如父母那里获得。如果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反馈一

直是负性的，那么负性的自我感觉就可能形成，进而

提高对抑郁的易感性0$12。34567895 等0$)2发现孩子经常从

母亲那里得到的是言语的批评，就会在负性事件时做

出负性的自我归因。

":4;9 等 0*-2的研究提示孩子的对自我的认识是通

过每天和父母的交流而受到父母的影响的。自我概念

的 图 式 涉 及 到 每 一 个 个 体 的 绝 大 多 数 的 经 验 ，

<578=>46 等 0$-2认为它和所有的人的抑 郁 水 平 都 是 相

关的。

! 青少年抑郁的干预

治疗青少年抑郁和治疗成人抑郁相似。临床工作

者可以使用很多种方法，包括使用抗抑郁药物的生物

治疗，关注改变脑内生化物质的含量；心理治疗，帮助

抑郁青少年了解其抑郁的根源，提高其应对能力，改

变认知；家庭治疗，关注于改变家庭的关系模式，不良

的模式可能是导致症状的因素。

鉴于综述中提到的家庭互动对青少年的影响，针

对家庭的治疗和指导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

更为深远的影响。?4@ABC 等0*$2作为家庭治疗师在耶鲁

大学指导针对抑郁的治疗。她认为儿童的抑郁症状可

以被理解为家庭功能失调的反应。其工作的一个主要

特点是将家庭系统的观点应用于儿童抑郁。在她的干

预设计中，不是直接关注症状，而是发现症状是否会

在家庭其他的问题解决后减轻。

D5E46: 等0**2是将以患者为中心的人本疗法和系统

家庭理论相结合的家庭治疗师，他将这些治疗的内

容扩大，用于心理教育。他的工作是将重点放在预防

和发展，并且关注的是父母的教养方式。他从 $)&(
年开始积极从事这种支持和干预项目，并且发展出

一套培训父母的模式，如交流技巧 （站在孩子的立

场，交流自己的观点），矛盾的化解，问题的解决。但

是这个项目不是针对青少年抑郁，而是相当于心理

健康普及的课程。

?4@ABC 等 0*$2和 D5E46: 等 0**2的 工 作 提 供 了 一 些 值

得借鉴的内容，但是还需要对中国家庭的互动有比较

深刻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干

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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