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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动力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陈灿锐 、 黄嘉健 、 尚鹤睿

【摘要】目的　研究老年人自性动力特点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　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

（LSRA）、UCLA 孤独感自评量表、曼陀罗绘画测试等调查 189 名广州老人院（平均年龄 65.32 岁）受

试。结果　（1）老年人的自性动力以整合阶段（35％）、保护阶段（23.3％）为主。（2）女性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曼陀罗整合特征、超越特征显著高于男性，而孤独感显著低于男性。（3）回归分析发现，

绘画平和可以预测 11％的生活满意度；绘画专注与外周颜色加重可以预测 26％的孤独感。结论  自

性动力影响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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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e of Self Motivation to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CHEN Canrui，HUANG Jiajian，SHAN Herui.Psychological Department，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18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fluence of Self motivation to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Method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UCLA）Loneliness Scale and Mandala Drawing Test were used to assess 189 aged people..Results　

（1）The main phase of Self motivation of the elderly were integration phase（35％），protection phase（23.3％）.（2）
Female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ife satisfaction，integration features，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 of Self motivation 

than male and lower loneliness than male.（3）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e drawing with a peaceful mood can explain 

11％ of life satisfaction；peripheral color increased and attention focused on painting can explain 26％ of loneliness. 

Conclusion　Self characteristics aff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Mandala drawing；Aged people；Life Satisfaction；Loneliness；Self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2JK209）；广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3G70）；广州医

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编号：2012C28）。

［作者工作单位］广州医科大学（番禺校区）普通心理系（广州，510182）。

［第一作者简介］陈灿锐（1983.3-），男，广东汕头人，博士，讲师，研究表达性艺术在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通讯作者］陈灿锐（Email：chencanrui2006@126.com）。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活满意度与孤独感与老年人的

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它分别从积极与消极情绪的角

度来描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1］，它们是老年人

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生活

满意度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性相关［2］。学者

通过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应

对方式等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较大影响［3］。

从心理分析角度，自性动力发挥顺畅与否是众

多影响心理健康的核心因素［4］。自性（Self）是心理

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荣格认为自性是人格的组织

者和协调者［5］。自性由自性动力、情感体验及自性

意象三个部分构成［6］。自性功能的紊乱会给个体的

心理健康带来极大影响。比如，当自性动力受阻则

人们会体验到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而其顺畅发

挥则个体会感受到更多的积极情绪［6］。

荣格认为自性动力是否受阻可以通过曼陀罗作

品呈现出来［7］。这是因为曼陀罗是自性典型意象，

它是自性动力的表现形式。有鉴于此，研究者建构

出与自性动力相应的曼陀罗绘画模板［8］。这些模板

能够有效投射出绘画者所处的自性动力阶段［4］。目

前，曼陀罗绘画已经被有效地运用于心理评估与心

理治疗之中［9-12］，也有学者将曼陀罗绘画运用于评估

老年痴呆患者的严重程度［13］。但自性动力影响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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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理健康的实证研究还很少。心理分析关于心理

健康状况受自性动力影响的理论假设能否获得实证

的支持？这个问题不仅对心理分析关于心理病理观

的模型建构具有理论意义，同时对评估与提升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实践价值。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曼陀罗绘画来研究老年人

自性动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包括：老年人的自

性主要处于那些阶段？老年人的自性动力特点是否

存在性别差异？曼陀罗绘画是否可以预测老人的孤

独感与生活满意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广州市老人院的 189 名老人进行调查，

其中剔除无效问卷 8 份，共 181 名。平均年龄为

65.32 岁，其中男性 61 名，女性 120 名。

1.2　研究工具

1.2.1　生活满意度量表（LSIA）　由爱德华 . 达

纳于 1980 年编制，共 20 道题，采用 0、1 两点计分

法。该量表所得总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评

分者信度为 0.78。

1.2.2　UCLA 孤独感自评量表　由 Russell 编制，

共 20 道题，该量表采用 4 级评分方式。该量表所得

总分越高则孤独感越强。应用于老人的测验时，内

部一致性为 0.89，重测信度为 0.73。

1.2.3　曼陀罗模板　从陈灿锐［7］、高艳红编写

的《心灵之路：曼陀罗成长自愈本》173 幅曼陀罗中，

分别选取代表自性 6 个动力阶段的曼陀罗模板。这

些模板能够有效投射出绘画者的自性动力阶段。

1.2.4　曼陀罗特征量表　采用由陈灿锐［4］编制

的曼陀罗特征量表，共 28 道题。该量表采用 5 级评

分方式，分别从绘画的结构、颜色、线条、意象及

绘画时的情绪来分析曼陀罗作品的特征。量表分为

安全感、秩序感、凝聚感、整合感、神圣感等五个

因素。因子得分越高则意味着绘画者相应的自性动

力越强。

1.2.5　绘画工具　中华牌 24 色彩色铅笔，中华

牌铅笔 1 支、橡皮一块，转笔刀 1 只。

1.3　施测过程

采取一对一现场测试的方式。被试首先要完成

生活满意度量表和 UCLA 孤独感自评量表，接着进

行曼陀罗绘画测试（被试按要求在 6 幅曼陀罗模板中

任意选择一幅自由进行涂色并写下绘画思考）。在被

试完成涂色后，主试根据曼陀罗作品和被试涂色时

的感受及绘画思考填写曼陀罗特征量表。整个测试

过程持续 60 分钟左右。绘画分析者均是心理分析专

业人员，接受过曼陀罗绘画分析的专业训练。

1.4　数据处理

全部数据输入 SPSS13.0 进行描述性统计、t 检

验、卡方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老年人的自性阶段及命名特点

对老年人曼陀罗作品的自性阶段及命名进行分

析，结果见表 1 和表 2。

研究发现，在自性阶段上，老年人主要多处

于整合阶段（35％）、保护阶段（23.3％），凝聚阶

段（15％），而超越阶段仅占了 5％。在曼陀罗作

品的命名分布上，老年人主要以花（30％）、星星

（21.7％）和太阳（13.3％）进行命名。
表1　老年人自性动力六阶段的分布情况（％）

保护阶段 分化阶段 凝聚阶段 整合阶段 指引阶段 超越阶段

次数 42 15 27 63 24 9

比例 23.33 8.33 15.00 35.00 13.33 5.00

表2　老年人曼陀罗作品命名中主要意象的分布情况（％）

花 太阳 轮子 星星 自然 其它

次数 54 24 12 39 15 36

比例 30.00 13.30 6.70 21.70 8.30 20.00

2.2　老年人的曼陀罗特征、生活满意度、孤独

感的性别差异检验

对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在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

曼陀罗特征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

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整合感、神圣感显著高于

男性，而孤独感则显著低于男性。
表3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孤独感与曼陀罗特征的性别差异

（n=180）

因素 总分 女性 男性 t

安全感 7.13±1.62 7.38±1.58 6.65±1.57 2.90

秩序感 31.38±5.31 32.10±5.13 29.95±5.33 2.62

凝聚感 30.77±4.63 31.38±4.78 29.55±3.99 2.55

整合感 31.10±5.12 32.23±5.36 28.85±3.68 4.39**

神圣感 6.55±1.41 6.83±1.23 6.00±1.56 3.87*

生活满意度 13.01±3.59 13.49±3.42 11. 93±3.74 4.72***

孤独感 37.48±8.54 36.40±8.74 39.95±7.51 -4.70****

注：P *<0.05，P **<0.01，P ***<0.001，以下同

2.3　曼陀罗绘画特质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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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老年人的自性动力特点

研究发现，老年人的自性阶段主要多处于整合

阶段（35％）、保护阶段（23.3％），凝聚阶段（15％）。

自性动力处于整合与保护阶段的比例较高，这意味

着多数的老年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协调各种冲突

并且追求安全感的满足上。该结果与李敏等人所发

现的老年人在躯体化、焦虑、人际敏感等方面均显

著高于全国常模的结果相吻合［14］。访谈过程中，发

现处于整合阶段的老年人常常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

关系，如：婆媳关系、隔代教育、是否入院（老人院，

养老院）等。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击下，这些

矛盾冲突显得十分激烈。访谈还发现保护阶段的老

年人，他们死亡焦虑较为明显。此外，老年人较少

处于超越阶段（5％）。可能的原因是自我超越需要

付出更多的努力，但老年人更倾向于安享晚年而非

拼搏奋斗。

对曼陀罗作品的命名分布上，老年人主要是花

（30％）、星星（21.7％）和太阳（13.3％）。花是植

物的生殖器，它象征着自性的保护阶段［15］。该结果

与老年人主要处于保护阶段的结果相互一致。此外，

老年人也通过星星与太阳来命名曼陀罗作品，与大

学生的研究结果类似［11］。荣格认为自我与自性的关

系可以通过地球与太阳的隐喻来表达，因此太阳与

星星是曼陀罗常见的意象［16］。

3.2　老年人的曼陀罗绘画特征、生活满意度及

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研究发现，女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男

性而孤独感则显著低于男性。郭娓娓等人研究也发

现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社会交往，而且女性老年

人更能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情感。因此女性在生活

满意度及孤独感方面均优于男性［3］。

相对于男性，女性老年人所拥有高生活满意度

和低孤独感的状况，这是否与自性动力相关？为了

研究该问题，我们进一步分析老年人在曼陀罗绘画

特征上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女性老年人在曼陀

罗绘画作品中的整合感和神圣感显著高于男性。进

一步分析曼陀罗作品，发现女性老年人在曼陀罗作

品画面中的和谐完整的程度、画面内外联系程度、

冷暖色调的平衡、意象与色彩匹配等整合特征的项

目均显著高于男性，且在画面有宗教性事物等超越

特征的项目高于男性老年人（P<0.01）。这些项目投

独感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和曼陀罗作品

五个特性做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老年人曼陀罗中

所体现的秩序感、凝聚感、整合感与生活满意度存

在显著正相关；老年人曼陀罗安全感、秩序感、凝聚

感及整合感均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见表 4：
表4　曼陀罗特性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孤独感的相关

安全感 秩序感 凝聚感 整合感 神圣感

生活满意度 0.05 0.20** 0.23** 0.19** 0.06

孤独感 -0.26** -0.30** -0.35** -0.37** -0.09

为了进一步，研究自性动力对老人生活满意度

及孤独感的影响，分别以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孤

独感作为因变量，曼陀罗绘画特质作为自变量进行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5、表 6。

由表 5 可知曼陀罗绘画时情绪平和对老年人的

生活满意度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它可以解释生

活满意度 11％的变异量，回归方程为生活满意度

=0.375* 绘画情绪平和 +5.10。

根据表 6 可知，曼陀罗绘画时注意专注及外圈

加重对老年人的孤独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它们可

以解释 26％的孤独感变异量。回归方程为孤独感

=-0.60* 绘画专注 +0.33 外圈加重 +61.51。

表5　曼陀罗绘画特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非标准系数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P 相关系数R 决定系数R2 调整后R2

常量 5.10 2.40 2.13 0. 036 0．35 0.12 0.11
绘画平和 1.77 0.55 0.35 3.19 0.002

表6　曼陀罗绘画特征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非标准系数B 标准误差 标准系数 t P 相关系数R 决定系数R2 调整后R2

常量 61.51 5.38 11.18 0.000
0.52 0.28 0.26

绘画专注 -7.44 1.42 -0.60 -5.24 0.00

外圈加重 2.92 1.01 0.33 2.88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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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出女性老年人更容易发挥自性整合动力［14］。在实

际生活中，她们更擅长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或者

通过信仰来获得对困境的超越。

3.3　老年人曼陀罗绘画特征与生活满意度、孤

独感的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曼陀罗中所体现的秩序感、凝

聚感、整合感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曼陀罗

作品的秩序感、凝聚感、整合感、安全感均与孤独

感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该结果基于与心理分

析自性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假设相吻合。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活满意度 =0.375* 绘画

情绪平和 +5.10。绘画情绪平和可以解释生活满意

度 11％的变异量。这是因为绘画情绪平和意味着绘

画者在绘画时能较为自如地处理绘画过程中的各种

关系（冷暖色调、趋中与发散，心理意象与实际画

面的差异），它投射出绘画者拥有较高的自性整合动

力［14］。有研究发现，较高的整合动力又会促进个体

的自我和谐［15］。因此，可以理解为自性整合动力的

正常发挥是老年人高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此外，曼陀罗绘画时注意专注及外圈加重对老

年人的孤独感有较好的预测作用，孤独感 =-0.60* 绘

画专注 +0.33 外圈加重 +61.51。它们可以解释 26％

的孤独感变异量。这是因为外圈加重是绘画者保护

动力较弱，安全感较低的行为习惯，它投射出绘画

者的自性保护动力受阻［14］。相反，绘画专注则意味

着绘画者能够集中注意力应对生活中的事件，它是

自性凝聚动力顺畅的指标。因此，自性保护动力的

不足，注意力无法集中可能是形成老年人孤独感的

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性动力对老年

人的心理健康（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在内的）具

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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