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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二孩家庭”中出生顺序及 ２ 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对学龄儿童情绪行为的影响ꎬ为父母更合理地生

育和养育二孩提供参考ꎮ 方法　 在广州市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４８２ 名二至五年级来自“二孩家庭”的小学生(排除双胞

胎)为研究对象ꎬ采用«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症状问卷»调查其情绪行为ꎮ 结果　 长子女的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及多动指

数得分较幼子女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β 值分别为－０.０９ꎬ－０.１６ꎬ－０.０９ꎬ－０.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与长子女 ０ ~ ３ 岁的年龄

差相比ꎬ６~ <９ 岁的年龄差时长子女的品行行为和多动指数得分最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β 值分别为 ０.２０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对于幼子女ꎬ不同年龄差间各因子得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二孩家庭”的学龄期儿童

中ꎬ长子女的情绪行为状况较幼子女差ꎮ 二孩间的年龄差对长子女有影响ꎬ但对幼子女无明显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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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ꎬ２０１７ 年全年二孩数量上

升至 ８８３ 万人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１６２ 万人[１] ꎬ２０１８ 年新

出生二孩所占比重明显高于一孩ꎮ 出生顺序指儿童

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ꎮ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ꎬ阿德

勒提出出生顺序会影响儿童的情绪行为ꎮ 情绪行为

问题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学习、认知、社会交往等方

面产生重要影响[２－７] ꎮ Ｂｏｃｃｉｏ 等[８] 调查发现ꎬ幼子女

的情绪行为状况更好ꎮ Ｄａｍｉａｎ 等[９] 对 ３７ ７００ 名美国

高中生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ꎮ 而 Ｍｉｃｈａｌｓｋｉ

等[１０]研究发现ꎬ与后来出生的子女相比ꎬ长子女的情

绪行为状况更好ꎮ 因我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长达 ３０
年ꎬ所以对“二孩家庭”中子女出生顺序的影响未得出

一致结论ꎮ 宋玉凤等[１０]对 ４２８ 名小学生进行研究ꎬ发
现不同出生顺序对情绪影响不显著ꎮ 而吴颖等[１１] 对

本科生的研究发现ꎬ幼子女的安全感最高ꎬ其次为长

子女ꎬ中间子女的安全感最低ꎮ 本研究以广州市二至

五年级小学生中的“二孩家庭”子女为研究对象ꎬ探究

出生顺序及年龄差对学龄期儿童情绪行为的影响ꎬ为
父母更合理地生育和养育二孩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在广州市用

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５ 所小学ꎬ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 ５
所小学二至五年级 ２ ０５７ 名学生进行调查ꎬ最终回收

７５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问卷 ２ ０２６ 份ꎬ剔除 ３６５ 份不完整数据ꎬ剩余有效问卷

１ ６６１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２.０％ꎮ 其中ꎬ符合“二孩家

庭”(排除双胞胎儿童)的 ４８２ 名ꎬ包括长子女 ２８０ 名ꎬ
幼子女 ２０２ 名ꎻ 男生 ２５３ 名 ( ５２. ５％)ꎬ 女生 ２２９ 名

(４７.５％)ꎮ 本研究已获得中山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

准ꎬ所有的测试均获得被试儿童家长的支持ꎬ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 　 自行设计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问题ꎬ内容包括儿童姓名、性别、年级、年龄、父母

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态等ꎮ 问卷中设置了如下几个

问题确定儿童的出生顺序:您的孩子是否为独生子

女? １ 代表是ꎬ２ 代表否ꎻ您的孩子有几个兄弟姐妹?
他(她)是孩子的? 他(她)的年龄? 依据以上答案确

定“二孩家庭”及“二孩家庭”儿童的出生顺序ꎮ 根据

年龄排除双胞胎子女ꎬ并确定长子女与幼子女的年龄

差ꎬ将年龄差分为 ０ ~ < ３ꎬ３ ~ < ６ꎬ６ ~ < ９ꎬ≥９ 岁 ４ 个

组别ꎮ
１.２.２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症状问卷(Ｐａｒｅｎ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ａｉｒｅꎬＰＳＱ) [１２] 　 ＰＳＱ 是由 Ｃｏｎｎｅｒｓ 编制ꎬ经过中国

修订的用于父母对儿童行为进行评定的量表ꎮ 要求

父母根据孩子平时或一贯表现的情况填写ꎬ主要用来

评估儿童情绪行为现况ꎮ 共包括 ４８ 个条目ꎬ归纳为品

行行为、学习问题、心身问题、冲动多动、焦虑 ５ 个因子

和多动指数ꎬ适用于 ３ ~ １７ 岁儿童ꎮ 每个问题录入时ꎬ
“程度”项的计分法为 ０ ＝没有ꎬ１ ＝偶尔ꎬ２ ＝经常出现ꎬ
３ ＝非常多ꎮ 统计分析时ꎬ把各因子条目得分相加除以

项数得到各因子最终得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儿童情绪、
行为状况越不好ꎮ 其中ꎬ任一因子评分>( ｘ±２ｓ)者为

行为异常ꎬ多动指数≥１.５ 认为有多动症可能ꎮ Ｃｏｎ￣
ｎｅｒｓ 父母症状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３ꎬＳｐｅｒ￣
ｍａｎ￣ｂｒｏｗｎ 分半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０ꎬ重测相关系数为

０.５９[１３]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
对分类变量进行频数和百分比的描述ꎬ对于连续型变

量采用(均值±标准差)进行描述ꎮ 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

同出生顺序间的社会人口学差异ꎬ通过多重回归分析

出生顺序及年龄差与学龄儿童情绪行为之间的关系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在 ４８２ 名学龄儿童中ꎬ长子女的父母

文化程度均高于幼子女ꎮ 在年龄差分层方面ꎬ长子女

的年龄差多集中在 ３ ~ <６ 和 ６ ~ <９ 岁组ꎬ而幼子女的

年龄差在 ４ 组中分布较均匀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出生顺序对学龄儿童情绪行为的影响　 简单线

性回归分析发现ꎬ长子女的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多动

指数得分均高于幼子女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控制性别、年级、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

程度、父母婚姻状态后ꎬ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ꎬ长子女

的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和多动指数得分仍

高于幼子女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学龄儿童基本情况构成长子女与幼子女间比较

变量 人数
长子女

(ｎ ＝ ２８０)
幼子女

(ｎ ＝ ２０２)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５３ １３７(４８.９) １１６(５７.４) ３.４０ ０.０７
　 女 ２２９ １４３(５１.１) ８６(４２.６)
年级
　 二 １２８ ６９(２４.６) ５９(２９.３) ５.３１ ０.１５
　 三 １１３ ７４(２６.４) ３９(１９.３)
　 四 １３２ ８０(２８.６) ５２(２５.７)
　 五 １０９ ５７(２０.４) ５２(２５.７)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４５ ６７(２３.９) ７８(３８.６) １８.１１ <０.０１
　 中专及高中 １３６ ７５(２６.８) ６１(３０.２)
　 大专及以上 ２０１ １３８(４９.３) ６３(３１.２)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１５５ ６８(２４.３) ８７(４３.１) ２５.９７ <０.０１
　 中专及高中 １５７ ９０(３２.１) ６７(３３.２)
　 大专及以上 １７０ １２２(４３.６) ４８(２３.７)
父母婚姻
　 原生家庭 ４６４ ２７１(９６.８) １９３(９５.５) ０.５０ ０.４８
　 其他家庭 １８ ９(３.２) ９(４.５)
年龄差 / 岁
　 ０~ <３ ９４ ４９(１７.５) ４５(２２.３) ２２.６０ <０.０１
　 ３~ <６ １７８ １１８(４２.１) ６０(２９.７)
　 ６~ <９ １５４ ９５(３３.９) ５９(２９.２)
　 ≥９ ５６ １８(６.５) ３８(１８.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学龄儿童出生顺序与 ＰＳＱ 各因子得分的回归分析(ｎ ＝ ４８２)

自变量　
简单线性回归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多重回归分析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品行行为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０１
学习问题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２６~ －０.０６) ０.００
心身问题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８９
冲动多动 －０.０６(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５
焦虑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６
多动指数 －０.０７(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２.３　 年龄差对长子女情绪行为的影响　 以 ＰＳＱ 各因

子得分为因变量ꎬ以年龄差为自变量ꎬ同时控制性别、
年级、父母亲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态等因素ꎬ经多重

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与 ０ ~ ３ 岁的年龄差相比ꎬ年龄差

在 ６ ~ <９ 岁时ꎬ长子女的品行行为、冲动多动和多动指

数方面的得分更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年龄差对幼子女情绪行为的影响　 以 ＰＳＱ 各因

子得分为因变量ꎬ以年龄差为自变量ꎬ同时控制性别、
年级、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父母婚姻状态等

因素ꎬ经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不同年龄差的幼子

女情绪行为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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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各年龄差长子女的 ＰＳＱ 得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２８０]

年龄 / 岁 品行行为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３~ <６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６~ ０.２６)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２３)
６~ <９ ０.２０( －０.０８~ ０.３３) ∗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１８(０.００~ ０.３５) ∗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２１(０.０７~ ０.３４) ∗

≥９ －０.０３(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４４)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０７( －０.１４~ ０.２８)
　 注:自变量以 ０ ~ ３ 岁年龄差为参照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４　 各年龄差幼子女 ＰＳＱ 得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２０２]

年龄 / 岁 品行行为 学习问题 心身问题 冲动多动 焦虑 多动指数
３~ <６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２８) －０.０５(０.１８~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６~ <９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２９)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１６)
≥９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０５) －０.１１( －０.３４~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８~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２７~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二孩家庭”的学龄期儿童中ꎬ长子

女品行行为、学习问题、冲动多动和多动指数得分均

高于幼子女ꎮ 说明长子女的情绪行为问题较幼子女

严重ꎬ与 Ｂｏｃｃｉｏ 等[７－８ꎬ１５－１７] 研究结果一致ꎮ 原因可能

为:(１)家庭环境改变ꎮ 在幼子女未到来前ꎬ父母及家

中的其他长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长子女身上ꎬ
而当幼子女到来时ꎬ父母及长辈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照顾幼子女[１８] ꎬ从而疏忽了长子女ꎬ而此时长

子女年龄较小ꎬ其心智未发育成熟ꎬ可能无法很好地

适应ꎬ容易出现情绪行为方面的问题ꎮ (２)父母的养

育经验ꎮ 长子女作为家里的第 １ 个孩子ꎬ父母也初为

家长ꎬ对于抚养和教育孩子缺乏相应的经验ꎬ当幼子

女到来时ꎬ父母已经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表现等方面

有了一定了解[１９] ꎬ积累了一定的经验ꎬ相对于长子女

来说ꎬ教育幼子女的方法可能更加科学ꎬ对于儿童的

情绪行为问题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法ꎬ因此幼子女的情

绪行为状况也较好ꎮ (３)父母对待长子女和幼子女的

期望不同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ꎬ长子女总是肩负着更

多的责任和使命[２０] 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也可能

会灌输这种理念ꎬ因此长子女可能会对自身有更高的

要求ꎮ 当这种要求和年龄或者实力不相符时ꎬ他们很

容易产生对自己的怀疑ꎬ从而导致情绪行为方面的问

题ꎮ (４)父母对子女的喜爱程度不同ꎮ 有研究表明ꎬ
父母往往更加喜欢最晚出生的孩子[２１] ꎮ 学龄期儿童

是很敏感的ꎬ对于这些差异能敏锐地察觉到ꎬ但由于

生活经历和知识有限ꎬ面对这种情况心理上容易失

衡ꎬ长久累积便易产生情绪行为方面的问题ꎮ 提示在

养育二孩家庭中ꎬ需要更加关注长子女的情绪行为问

题ꎬ帮助其更好地过渡和接纳自己不再是家里的核心

这个事实ꎮ
儿童不同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ꎬ其对父母的

依恋程度也有所不同ꎮ 本研究发现ꎬ对于长子女而

言ꎬ与年龄差在 ０ ~ ３ 岁比ꎬ年龄差在 ６ ~ <９ 岁时长子

女的品行行为、冲动多动和多动指数得分最差ꎮ 而对

于幼子女ꎬ年龄差不会影响其情绪行为ꎮ 推测可能是

由于长子女 ６ ~ <９ 岁时正是上学阶段ꎬ这个阶段离开

父母时间较长ꎬ又要适应学校生活ꎬ回家父母更多会

关心其学习ꎬ因弟弟妹妹出生使父母对其情感的关注

明显减少从而容易产生更多的情绪行为问题ꎮ 对于

幼子女来说ꎬ无论与长子女的年龄相差多少ꎬ父母对

于其关爱都始终保持一致ꎬ所以年龄差对幼子女并无

影响ꎮ 以上推测需今后给予实证研究证实ꎮ
综上所述ꎬ“二孩家庭”的学龄期儿童中ꎬ长幼次

序和年龄差都会对长子女的情绪行为产生影响ꎬ长子

女情绪行为状况较幼子女差ꎬ特别是 ６ ~ <９ 岁的年龄

差最差ꎮ 该研究结果初步对家长养育和学校教育提

供了参考ꎬ在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ꎬ需要给予长

子女更多关注ꎬ帮助他们顺利过渡角色的转变ꎬ调整

好情绪和行为ꎮ 特别是对年龄差在 ６ ~ <９ 岁的长子

女ꎬ可能不仅需要帮助他们适应弟妹的出生ꎬ还需要

帮助其对学校生活的适应ꎮ 因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
样本量有限ꎬ以上研究结论仍需加大样本量采用队列

研究给予证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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