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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 １４ 岁及以下单独生活的留守儿童社交焦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有效缓解留守儿童社

交焦虑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贵州省 ８９ 个行政村≤１４ 岁儿童 ３ ９０２ 名进行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问卷调查ꎮ 结果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与苦恼和社交焦虑总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４.３７ꎬ１５.２５ꎬ５.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害怕否定评价、社交回避

与苦恼、社交焦虑总得分与其他生活类型留守儿童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性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社

交焦虑回避与苦恼得分与其他生活类型女性儿童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４.３０ꎬＰ<０.０５)ꎮ 以社交焦虑害怕否定评价

(Ｙ１ )、社交焦虑回避与苦恼( Ｙ２ )、社交焦虑总得分( Ｙ３ )为因变量ꎬ以年龄( Ｘ１ )、与父母团聚间隔时间( Ｘ２ )、与父母关系

(Ｘ３ )、好朋友数(Ｘ４ )和每月生活费(Ｘ５ )为自变量指标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ꎬ回归方程:Ｙ１ ＝ －０ ９１７Ｘ３ －０ ６９４Ｘ４ －０ ５０２
Ｘ５ ＋１１ ６１４ꎻＹ２ ＝ －０ ３１３Ｘ４ ＋４ ６０４ꎻＹ３ ＝ －１ ０２８Ｘ３ －１ ００２Ｘ４ －０ ７５６Ｘ５ ＋１７ ２７８ꎮ 结论　 独自留守生活对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会

产生一定影响ꎬ特别是对女性独自生活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影响更为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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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友( １９６４－　 )ꎬ男ꎬ安徽省人ꎬ硕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儿少与妇幼卫生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７

　 　 目前留守儿童问题仍然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

焦点问题ꎬ研究显示ꎬ长期留守生活对留守儿童会带

来不利的影响[１] ꎮ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

状况研究报告”显示ꎬ在我国 ６ ０００ 万留守儿童中ꎬ单
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 ３.３７％ꎬ而单独

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高达 ２０５.７ 万[２] ꎮ 为了解贵

州省单独生活的留守儿童社交焦虑情况及其影响因

素ꎬ特进行本次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采用分层抽样方法ꎬ在贵

州省范围内以市、县、乡、村行政区域为分层因素ꎬ共
随机抽取全省 ８ 个地市自治州 ８９ 个行政村ꎬ研究对象

为年龄≤１４ 周岁的儿童(最小年龄为 ６ 岁)ꎬ共计调查

适龄儿童 ３ ９９６ 名ꎬ获得有效问卷 ３ ９０２ 份ꎬ有效率为

６７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９７ ６５％ꎮ 其中非留守儿童 １ ７８５ 名(４５ ７％)ꎬ平均年

龄(１１ ２６± ２ ３０) 岁ꎬ男童 ９２８ 名(５１ ２％)ꎬ女童 ８５７
名(４８ ０％)ꎻ留守儿童 ２ １１７ 名( ５４ ３％)ꎬ平均年龄

(１１ ２５±２ ３４)岁ꎬ男童 １ ０７７ 名(５０ ９)ꎬ女童 １ ０４０ 名

(４９ １)ꎮ 留守儿童中随父亲或母亲生活的 ７５７ 名

(１９ ４％)ꎬ随亲戚或祖父母生活的 １ ２６６ 名(３２ ４％)ꎬ
独自生活的 ９４ 名(２ ４％)ꎮ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性别

构成、平均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员为医学院临床专业大二学生ꎬ以临

床、口腔、基础等专业二年级研究生为调查队指导老

师ꎬ在正式调查前对本项目所有参与人员进行系统的

培训ꎬ使指导人员明确本项目的调查方法、意义、调查

中的注意事项、出现问题时的应对措施ꎬ以及如何复

核ꎮ 对抽取到的行政村进行逐村逐户调查ꎬ直到村中

所有符合条件的儿童全部调查完毕ꎮ 调查过程中明

确告之调查对象本次调查的目的ꎬ在调查对象或监护

人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ꎮ 考虑到问题理解和知识水

平ꎬ年龄≥８ 岁的儿童采用自填问卷ꎬ<８ 岁者由调查

员阅读问卷、被调查者回答代为填写的方式ꎬ每位适

龄儿童调查结束后当场回收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
(１)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ꎬ包括性别、年龄、民族、父
母外出打工、父母文化程度、目前生活类型等基本信

息ꎮ (２)儿童社交焦虑量表(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量表共 １０ 个条目ꎬ使用 ３ 级评分制(０ 为从

不是这样ꎻ１ 为有时是这样ꎻ３ 为一直是这样)ꎬ包含害

怕否定评价和社交回避及苦恼 ２ 个因子[３] ꎮ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０.７６ꎬ效度为 ０.５７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收集完成后ꎬ由录入组采用 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双录入后比对ꎬ比对后

查阅原始问卷再修改ꎬ无误后导出至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数

据进行处理ꎬ多组数值型变量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分
类变量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并采用多因素回归分析儿童

社交焦虑及其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分比较　 留守儿

童在害怕否定评价因子、社交回避与苦恼因子和社交

焦虑总得分上均高于非留守儿童(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分比较(ｘ±ｓ)

是否留守 人数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回避与苦恼 总分
是 ２ １１７ ５.０９±２.４８ ３.３１±１.７５ ８.４０±３.７１
否 １ ７８５ ４.７４±２.４６ ３.０２±１.７０ ７.７６±３.７２
ｔ 值 ４.３７ ５.２５ ５.４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独自生活与其他生活类型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

分比较　 不同生活类型儿童之间的害怕否定评价、社

交回避与苦恼因子和社交焦虑总得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７.４８ꎬ１０.７４ꎬ１１.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
独自生活留守儿童的害怕否定评价因子、社交回避与

苦恼因子、社交焦虑总得分和其他生活类型留守儿童

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生活类型男女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生活类型 人数 统计值
害怕否

定评价

社交回避

与苦恼
总分

男 父或母 ３８５ ５.０６±２.４２ ３.１５±１.７２ ８.２１±３.５６
亲戚或祖父母 ６４０ ５.２１±２.５７ ３.３９±１.７２ ８.６０±３.８０
独自 ５２ ５.０４±２.７８ ３.１５±１.９３ ８.１９±４.４０

Ｆ 值 ０.４４ ２.５０ １.３８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女 父或母 ３７２ ４.８５±２.４９ ３.２７±１.８５ ８.１３±３.８３
亲戚或祖父母 ６２６ ５.１２±２.３８ ３.３３±１.７１ ８.４５±３.５５
独自 ４２ ５.１４±２.５２ ３.９５±１.８６ ９.１０±３.７６

Ｆ 值 １.５２ ２.７８ １.８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合计 父或母 ７５７ ４.９６±２.４５ ３.２１±１.７９ ８.１７±３.７０
亲戚或祖父母 １ ２６６ ５.１７±２.４８ ３.３６±１.７２ ８.５２±３.６８
独自 ９４ ５.０９±２.６５ ３.５１±１.９３ ８.６０±４.１３

Ｆ 值 １.６５ ２.３３ ２.３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不同性别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１９ꎬ１.８７ꎬ１.０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独自生活的男性留守儿童与其他类型留守儿童

社交焦虑各因子及总得分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性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社交回避

与苦恼因子得分与其他生活类型儿童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 ＝ ４.３０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回归预测模型　 见表 ３ꎮ

表 ３　 单独生活留守儿童社交

焦虑与可能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９４)

因素 害怕否定评价 社交回避与苦恼 总分
年龄 ０.２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５３
与父母团聚间距时间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４９
与父母的关系 －０.３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２１４∗

好朋友数 －０.３４９∗∗ －０.２０７∗ －０.３２１∗∗

每月生活费 －０.１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８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对单独生活的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可能影响因

素做多因素相关分析ꎬ以相关系数 Ｐ≤０.０５ 为标准ꎬ确
立自变量指标ꎬ以害怕否定评价因子( Ｙ１ )、社交回避

与苦恼因子(Ｙ２ )、社交焦虑总得分( Ｙ３ )为因变量ꎬ以
年龄(Ｘ１)、与父母团聚间隔时间( Ｘ２ )、与父母关系

(Ｘ３)、好朋友数( Ｘ４ )和每月生活费( Ｘ５ )为自变量进

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ꎬ以 ０.０５≤Ｐ≤０.１ 的剔除标准

逐步向后分析ꎬ社交焦虑害怕否定评价最终留在模型

中的变量为好朋友数、生活费与父母关系ꎻ社交焦虑

回避与苦恼最终留在模型中的变量只有好朋友数ꎻ社
交焦虑总得分最终留在模型中的变量为好朋友数、生
活费与父母关系ꎮ 回归预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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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１ ＝ －０.９１７Ｘ３ －０.６９４Ｘ４ －０.５０２Ｘ５ ＋１１.６１４
Ｙ２ ＝ －０.３１３Ｘ４ ＋４.６０４
Ｙ３ ＝ －１.０２８Ｘ３ －１.００２Ｘ４ －０.７５６Ｘ５ ＋１７.２７８

３　 讨论

研究显示ꎬ留守儿童的主观生活质量总体水平低

于非留守儿童ꎬ 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ꎬ父母关爱多者

表现出的各种幸福或者优越感ꎬ可能让留守儿童产生

自卑或不愉快的体验[４] ꎮ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程度

如果受到家庭环境的负面影响ꎬ其行为问题检出率增

加[５] ꎮ 不同留守类型的儿童学业、自由和环境的满意

度以及总体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双亲外

出的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低于单亲外出的留守儿

童[６] 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在社交焦

虑方面与其他监护类型留守儿童的水平基本相似ꎮ
产生以上结果的原因可能与留守儿童独自生活形成

的较强的生活能力有关ꎮ 本次调查对象大部分为贵

州省山区农村留守儿童ꎬ经济水平、交通便利程度较

低ꎬ留守与非留守儿童贫富差距不大且居住环境易于

交流ꎬ因而留守儿童间的互相交流比较多ꎬ同时由于

贫困山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对外面世界了解不多ꎬ思想

比较纯朴ꎬ容易满足自己的生存状态ꎬ因而独自生活

的留守儿童与其他类型的留守儿童在社交焦虑方面

差异性不大ꎮ 有研究显示ꎬ小学生社交焦虑检出率无

性别差异[７] ꎮ 但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女性留守儿童社

交焦虑各因子及总得分均高于其他生活类型的儿童ꎮ
可能与同伴交流没有男性留守儿童活跃ꎬ依从性较男

生强有关ꎮ 父母都外出严重影响了孩子与父母的亲

子联结水平[８] ꎬ一项调查显示社交焦虑总分及各维度

均与父母依恋、同伴依恋总分及各维度和自我概念相

关[９] ꎬ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与父母的交流有利

于留守儿童感受父母亲情ꎬ提高信心ꎬ勇与面对社会

关系ꎮ 社会支持能够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生活满意度ꎬ
良好的社会支持不仅能为留守儿童在面对逆境时提

供保护ꎬ还能通过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负面情绪的产

生[１０] ꎻ社会支持与希望水平存在正相关ꎬ个体得到的

社会支持越多ꎬ越有利于提升其希望水平[１１] 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单独生活对留守儿童的社交

焦虑产生一定的影响ꎬ独自生活的留守儿童是较为特

殊的群体ꎬ独自生活的影响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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