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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影响
——坚毅的调节作用
刘玉敏
（潍坊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山东潍坊 261061）
摘要：为探讨坚毅在高中生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运用未来时间洞察力量表、简式坚毅量表、学业

拖延量表对山东某市属普通高中 658 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坚毅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业拖延
呈显著性负相关；
坚毅和学业拖延均呈显著性正相关；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高中生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坚毅对学

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相比低坚毅，
高坚毅水平更能增加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负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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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it
LIU Yu-min
（Institute of Education，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
China）

Abstract：T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i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658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th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Scale，12-ItermGrit Scal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Th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grit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2）The gri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3）The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gri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was moderated by grit. The negatively predictive effect of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on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ir level of g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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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拖延是指学生将学习任务延后、推迟完
成的行为或行为倾向［1］。学业拖延现象在学生群
体极为常见，不仅降低了学习效率，影响学习成
绩和学业发展，还会产生焦虑、沮丧、不安等负性
情绪，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导致消极的自我
形象及低自尊，对身心健康产生一定损害［2-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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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阶段是学习任务最为紧张的时期，当高中生巨
大的压力无法排解时容易引发焦虑、厌烦、抑郁
等消极情绪，形成学业无助感，出现学业拖延现
象，
影响学习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时间动机理
论来研究拖延现象。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个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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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来时间的认知、体验和行动倾向的一种人格
特质，是个体对未来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特别
是 对 自 我 发 展 可 能 性 的 认 知 、情 感 和 行 为 倾
向［5］。未来时间洞察力高的个体在跨期选择中能
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更着眼于长远
利益［6-7］，有着更强时间透视能力，能敏锐地感知
未来事件的重要性，进而做出更理性的思考判断
和行为选择。
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一种认知动力变量，也是
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
业拖延行为。首先，从认知角度来说，Seijts 认为
未来时间洞察力是一个认知概念，是个体对未来
生活的思考和规划，个体有能力形成对未来的信
念［8］。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对未来目标的赋值
也就越高，越能意识到现在行为对将来目标达成
的重要性。另外，从人格特征角度来说，未来时
间洞察力作为个体对未来的认知和行为倾向的
一种人格特质，体现了个体对未来目标的认识。
个体无论处于何种情境，其时间洞察力始终会有
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强化后就成为一种相对稳定
的特征，能预测个体的日常行为［9］。未来时间洞
察力好比探照灯，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强，对
未来的认知和预见性就越清晰，并为实现目标制
定具体的可行计划。
研究表明，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习表现呈
显著相关［10］，未来时间洞察力有助于促进学习
投入［11］，降低学习倦怠［12］和拖延行为［13］。未来
时间洞察力强的高中生对未来有明确的认知和
具体的计划，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学习活动关系
到未来目标的实现，进而促使在学业上会更加
积极主动，提高学习效率，从而规避和减少了拖
延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另外，从时间感知模型
角度来讲，高水平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个体把“将
来”作为参照点，将延迟时间知觉为更短，因此
对行动目标的时间折扣较低，进而减少了拖延
行为［14］。由此可见，未来时间洞察力可能会缓
冲学业拖延行为。
虽然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之间的关
系被证实，但是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的作
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已有研究就两者之
间的可能存在中介变量进行了探讨，发现自我效
能感、学业延迟满足、时间折扣等在未来时间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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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力与拖延行为关系之间存在中介作用［15-17］。但
是关于两者之间调节变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
现，因此在本研究中将着重探讨未来时间洞察力
与学业拖延关系之间的调节机制。
当下教育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话题——坚毅，
作为预测学生学业表现，促进学业发展的重要非
认知变量在此值得探讨。坚毅（GRIT）指的是个
体对于长期目标的持久热情和不懈努力的个性
品质，由持久兴趣和坚持努力两个维度组成［18］。
研究发现，坚毅水平越高的学生高中顺利毕业的
可能性越大，学习成绩更好、学业责任心、学习动
机和学校归属感更强，学校适应和生活满意度更
高［19-20］。高坚毅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内在动机，这
会促使个体在面对学业困难时坚持不放弃，有利
于学习的持续性［21］。坚毅人格正向预测学业投
入，与学业倦怠和学业拖延成负相关，并且对学
业拖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22-23］。具体来看，
坚毅的持久兴趣维度关注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
水平，内在动机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学业拖延［24］；
坚毅的坚持努力维度则关注学生对学习目标坚
守和执着，这需要减少拖延行为并加强自我调
控，
专注于目标［25］。
另外，根据性格优势理论，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性格优势，善于利用性格优势可有效促进
个体的成功［26］。数年研究表明，坚毅比责任感、
智力、外貌等更可能预测个体未来的成功。强调
持久热情和努力的坚毅人格，作为一种积极的人
格特质，能够使学生在追求学业成功的过程中发
挥其性格优势作用，对学业目标持续投入热情并
保持不懈的努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挫折和挑
战，克服学习倦怠、拖延等学业问题，促进学业的
积极发展。
同时，根据心理弹性保护模型理论［27］，当个
体处于风险环境下时，保护性因素能够有效缓冲
风险性因素对其发展的消极影响。而研究发现，
积极人格特质可以有效降低不良因素对个体心
理和行为的消极影响［28］。坚毅作为一种优秀的
人格特质，是个体身处困境时的保护因子，可帮
助个体有效应对和克服难关，使个体较少受到消
极情绪的困扰，增进幸福感［29］。坚毅水平高的个
体注重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在遇到问题时更
倾向于积极乐观的解释风格，具有较高的延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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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能力［30］，即便在面临困难等消极情况下也仍继
续坚持，采用问题趋向的积极应对策略，及时有
效处理问题。相较于低坚毅的个体，高坚毅者能
较好地克服困难，具有较高的抗压力和自我效能
感［31］，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和对任务的期望，
从而提高效率和学习的坚持性。一般缺乏持久
兴趣和耐性的学生，在面对学习任务或遇到学习
困难时容易拖沓、回避，低效率，阻碍学习的积极
发展。可见个体坚毅水平的高低在学生的学业
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坚毅和未来时间洞察力都是一种相对稳定积
极的人格特质，
都是以未来长远目标为取向，
两者
［32］
之间存在积极的正向关系 。作为具有目标导向
功能的未来时间洞察力，能够促使个体对目标结
果付出更多努力，
在实现长远目标的过程中，
更加
富有激情。而坚毅人格充分发挥其性格优势作
用，
激发出个体更多的正能量和内在潜力，
更好地
抗衡各种阻力，
促进个体的积极发展。综上，
坚毅
可能在未来时间洞察与学业拖延的关系中具有调
节效应，未来时间洞察力可能会随坚毅水平的提
升，
更加有助于降低学业拖延行为。

一、方 法

0.71，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4，0.60，
0.87，
0.78，
0.85。
2. 坚毅
采用谢娜等翻译修订的 Duckworth 等编制的
十二项坚毅量表［33］，该量表由不懈努力（6 题项）
和持久热情（6 题项）两个维度共 12 题构成。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坚毅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测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其中，不懈
努力维度为 0.83，
持久热情维度为 0.83。
3. 学业拖延
本研究采用的是由左艳梅编制的学业拖延
［34］
量表 ，该量表由延迟计划、延迟完成、延迟补救
和延迟总结四个维度共 17 道题目构成，采用 Likert5 点计分，对部分题目进行反向计分。本研究
中测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各维度内部一
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
0.82，
0.89，
0.78。
（三）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5.0 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首
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然后通
过分层回归作调节效应分析，并通过简单斜率分
析生成坚毅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二、结 果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对山东省
淄博市某普通高中学校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658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4.0%，
其中，
男
生 295 人（44.8%），女生 363 人（55.2%）；高一 373
人（56.7%），
高二 285 人（43.3%）。
（二）测量工具
1. 未来时间洞察
采用宋其争编制的一般未来时间洞察力量
［5］
表 ，该量表由未来意象、目的意识、未来效能、远
目标定向、行为承诺 5 个维度共 20 道题项构成。
采用 Likert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未来时间洞察
力越强，本研究中测得的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对可能存在的共
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将所有变量进行未旋转
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
子有 8 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 38%，低于
40%的临界值［35］，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
方法偏差。
（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未来时间洞察与坚毅呈显著正相关，与学业
拖延呈显著负相关；坚毅与学业拖延呈显著负
相关。

表 1 各变量间相关关系（n=658）

**

M±SE

未来时间洞察力

未来时间洞察力

5.65±0.86

1

坚毅

3.53±0.66

0.65**

1

学业拖延

2.14±0.74

-0.75

-0.70**

p＜0.01

**

坚毅

学业拖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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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关
系中的调节作用
首先，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将主要研究变量
作数据中心化处理。其次，将性别、年级作为控
制变量，以未来时间洞察力、坚毅以及未来时间
洞察力 x 坚毅作为自变量，以学业拖延作为因变
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性别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11，p＞0.05），年级对学业拖延的预测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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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14，p＜0.05）。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
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37，p＜0.001），
坚毅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27，p＜0.001）；在加入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坚毅
的交互项之后，回归方程解释了学业拖延变化的
64%，新增解释量△R2 为 1%，且交互项对学业拖
延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84，p＜0.001），
说明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的关系
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表 2 未来时间洞察力、
坚毅对学业拖延的分层回归分析（n=658）

B
第一层

β

t

R2
0.02

性别

0.11

0.08

1.96

年级

0.14

0.09

2.36*

第二层
未来时间洞察力

-0.37

-0.51

-16.05***

坚毅

-0.27

-0.36

-11.45***

-0.10

-0.84

-3.75

第三层
未来时间洞察力 x 坚毅

△R2

F

0.01

4.82*

0.63

0.63

282.75***

0.64

0.64

233.52***

***

*
注：
P＜0.05，***P＜0.001

为更加清晰地揭示坚毅对未来时间洞察力
和学业拖延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简单斜率分
析 法 ，以 坚 毅 得 分 平 均 值 加 减 一 个 标 准 差 ，将
被试的坚毅得分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以考
察两组被试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影
响。结果显示，无论是在低坚毅组还是高坚毅
组，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皆具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Bsimple=-0.39，t=-13.89，p ＜0.001；
Bsimple=-0.53，t=-14.56，p ＜0.001）。 但 是 相 对 于
低 坚 毅 组 ，高 坚 毅 组 的 简 单 效 应 更 为 显 著 ，高
坚毅水平的预测力比低坚毅水平的预测力更
强。详见图 1。
3

低坚毅水平
高坚毅水平

2.5
学业拖延

2
1.5
1
0.5
0
低未来时间洞察力

高未来时间洞察力

图 1 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
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讨论
（一）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
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高中生学业拖延具有负
向预测作用，未来时间洞察力越强，学业拖延行
为越少，这一结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相一致
的［36］。未来时间洞察力水平高的学生，由于对未
来抱有更多的积极期待，会设立更多目标促进学
习动机的产生，并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获得良好的
成绩［37］。因此，他们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较高，在
学习过程中会采用更深层和精细的加工策略［38］，
有着较高的学习投入水平，这有助于降低学习倦
怠，避免因学业困难、消极学业情绪等引发的学
业拖延行为［39］。未来时间洞察力越高，对未来时
间的认知越清晰，能意识到当前行为与未来目标
的紧密联系，从而激励自己制定合理的学习计
划，提高学习效率，避免因学业拖延阻碍目标的
实 现 。 本 研 究 结 果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Tabachnick，
Miller 和 Relyea 对 时 间 洞 察 力 的 认 知 角 度 的 论
证［40］，未来时间洞察不仅影响着个体当前的认
知，也影响了个体的行为选择、努力程度和持久
性，未来时间洞察力较高的个体因其认识到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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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有效性，能更好地启动当前行为，减少拖
延行为。
（二）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和学业拖延关
系中的调节效应
研究还发现，坚毅对高中生学业拖延具有显
著 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这 与 以 往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41］。即坚毅水平越高的学生，学业拖延行为的
可能性越小。高坚毅有助于提升学习投入和学
业成绩，学校适应能力更强，学校生活满意度更
高，可帮助减缓学习倦怠和拖延等消极学业行
为［42-43］。高坚毅水平的学生不仅能够坚守自己设
立长远目标，同时还能为了达成目标保持持久的
兴趣和激情，并为之付出持续不断的努力。而且
承载着坚持、激情和努力等积极特性的坚毅作为
一种优秀的人格特质，充分发挥其积极性格优势
的作用，提升了学生战胜学习困难的勇气和信
心，增强了学习效能感。因此，即便高中生面对
强大的学业压力，高坚毅水平的学生能够进行自
我调整，通过不断地努力战胜学习过程的阻力，
积极应对学习上的失利，化解负面学业情绪，从
而集中精力向着设定的目标前进，有效降低了出
现学业拖延的可能性。
另外，关于动机取向的研究认为，拖延是个
体缺乏动机而引发的计划与行动间的差距［3］。动
机和兴趣是促进行为发生的催化剂，培养学生对
学习的持久兴趣，唤醒内部动机十分必要。这一
点上坚毅的持久兴趣能起到帮助唤醒学习动机，
点燃学习热情的作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激
发，投入的努力也会增加，有助于应对和解决学
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促进学习行为的持续
性，减少拖延行为。可见，坚毅对降低学业延迟
起积极作用。
同时，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坚毅不仅对学业
拖延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而且在未来时间洞
察力与学业拖延关系中还具有调节效应。相对
于低坚毅水平的个体，未来时间洞察力通过高坚
毅人格对学业拖延产生的影响更大。高坚毅者
在对抗困境时有更多的积极心理资源，从而更加
自信和乐观地应对难关。当学生遭遇到学习拖
延时，坚毅人格通过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等处理
无助感、厌学等消极情绪和行为，从而缓冲学业
拖延。本研究结果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相

似［44］，同时也验证了弹性保护模型理论［27］。也就
是说，坚毅作为个体身处困境时的保护因子，能
够有效缓解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个体采用
积极应对策略，及时高效地处理问题。高坚毅者
具备两个核心特征：一是对长期目标的持久热情
和兴趣；二是为达成长期目标持续努力和韧性。
一方面，内在动机和兴趣是学习持续力的助推
剂，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预防了因学习困难而导
致的拖延行为。另一方面，高坚毅个体更关注长
期目标，愿意付出不懈的努力，这就能够最大限
度地减少对当前困境的关注，进而抑制了拖延行
为的发生。
另外，如前文所述，未来时间洞察力也被看
作一种积极的认知变量，蕴含积极的内驱力。而
坚毅人格具有“促进积极”的作用，充分发挥其性
格优势，激发个体内在能量，更加增加了未来时
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之间的抑制作用，激发个体
产生更多的心理资源来应对学业挫折，促使在学
业上更为投入和集中，缓解和抑制拖延的产生。
因此，坚毅不仅对学业拖延具有负向的预测作
用，同时还能增加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负
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
业拖延之间调节作用机制，验证了弹性保护模型
理论和性格优势理论，坚毅的调节效应提示我们
要设法提高学生的坚毅人格，坚毅人格是可以通
过培养和训练得以提升的。可通过刻意练习，赋
予学生能力相匹配的挑战性任务，激发和培养持
续的学习兴趣，
增加成功体验等方面展开。

四、结论
（1）未来时间洞察力对高中生学业拖延具有
负向预测作用。
（2）坚毅对学业拖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3）坚毅在未来时间洞察力与学业拖延关系
中具有调节作用。相对低坚毅人格，高坚毅人格
下，未来时间洞察力对学业拖延的负向预测作用
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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