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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驿站对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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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适宜干预方法ꎬ为改善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心理健

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通过创建“亲情驿站”ꎬ对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中心小学 １０５ 名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进行社会

情感教育活动干预ꎬ干预措施包括团体活动和个体心理辅导ꎮ 团体活动每日 １ 次ꎬ共 １０ 期ꎬ个体心理辅导每人每周 １ 次ꎬ
每人共 ４０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ꎮ 并采用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Ｐｕｐｉｌꎬ ＭＨＲＳＰ)评价干预效果ꎮ
结果　 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总均分为( ４８.００± １８.５６)分ꎬ心理健康水平总分≥６５ 分的学生检出率为

１９.０５％ꎻ至少单一维度得分≥１０ 分的学生检出率为 １００％ꎮ 各维度检出率由高到低排在前 ５ 位的依次为性格缺陷 ５１ 人

(４８.５７％)、学习障碍 ４６ 人(４３.８１％)、情绪障碍 ２７ 人(２５.７１％)、社会适应障碍 １９ 人(１８.１０％)、品德缺陷 １２ 人(１１.４３％)ꎮ
干预后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ꎬ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障碍、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检出率及得分均低于干预前(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０.６０ꎬ６.０５ꎬ４３.５８ꎬ１０.９９ꎬ１２.７３ꎬｔ 值分别为 ４.００ꎬ３.３１ꎬ３.２５ꎬ３.３１ꎬ２.５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农村特殊家庭寄宿

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ꎬ社会情感教育应成为家长、学校、社会各界及政府关注的焦点ꎮ “亲情驿站”活动的社会情感教

育可提高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ꎬ值得进一步推广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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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宁教高办

[２０１６]３８ 号)ꎮ
【作者简介】 　 李玉(１９９４－　 )ꎬ女ꎬ天津市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向

为临床护理ꎮ
【通讯作者】 　 李胜玲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ｓｈ＿ｌｉ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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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农村教育资源的高效使用ꎬ国家实施撤乡

并校ꎬ在农村建立寄宿制学校[１] ꎮ 小学生作为寄宿制

的特殊群体ꎬ相对较少的亲子互动频率、局限的活动

空间、薄弱的社会实践以及封闭的信息接收量也从某

种程度限制了孩子的身心发展ꎬ使小学寄宿生在心理

健康方面存在极大的隐患[２] ꎬ尤其是特殊家庭的儿

童[３－５] ꎬ其中特殊家庭包括父母离异家庭、父母一方死

亡家庭、服刑或劳改的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父母分居

家庭、父母外出打工而随祖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生活的

留守儿童家庭或以上几种现象并存的家庭等[６] ꎮ 有

研究表明ꎬ特殊家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劣于普通家

庭子女[７] 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中心

小学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ꎬ并通

过创建“亲情驿站”活动进行社会情感学习干预ꎬ为改

８５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第 ４０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６



善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宁夏盐池

县高沙窝中心小学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特殊家庭寄

宿小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一至六年级在

校寄宿生ꎻ(２)来自特殊家庭ꎻ(３)学生、班主任老师及

家长知情同意ꎻ(４)小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Ｐｕｐｉｌꎬ ＭＨＲＳＰ)至少有 １ 个维度

得分≥１０ 分[８] ꎮ 干预前后ꎬ采用集中填写问卷的方

式ꎬ由调查员以统一指导语对问卷进行解读后ꎬ小学

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当场独立填写ꎬ一、二年级学

生由 １ 名调查员现场读题使其理解后进行作答ꎮ 问卷

填写完毕后ꎬ当场收回并核对ꎮ 共纳入研究对象 １０５
人ꎬ有效人数 １０５ 人ꎬ有效率 １００％ꎮ 其中ꎬ女生 ５５ 名ꎬ
男生 ５０ 名ꎻ一~三年级学生 ４２ 名ꎬ四 ~ 六年级 ６３ 名ꎻ
家庭结构:再婚家庭 ３５ 名ꎬ单亲家庭 ３０ 名ꎬ留守家庭

２５ 名ꎬ父母服刑家庭 １０ 名ꎬ父母双亡家庭 ５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亲情驿站活动的理论依据　 “社会情感学习与

学校管理改进” 教育项目以“促进学生对自我、他人

与集体的认知与管理的意识、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为

理论框架ꎬ旨在通过学校管理、教育教学、家校合作等

支持性环境的建设ꎬ在校内外形成“相互尊重、理解和

支持”的人际关系与积极氛围ꎬ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

责任意识ꎬ使其形成良好的情感和道德品质ꎬ有效面

对成长过程中的挑 战ꎬ 促 进 身 心 的 全 面 协 调 发

展[９－１０] ꎮ
１.２.２　 亲情驿站团队成员　 由 ３ 名宁夏医科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成员ꎬ６ 名班主任老师及获国家心理咨询

师的 ２ 名心理辅导老师组成ꎮ
１.２.３　 亲情驿站活动宗旨 　 以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

为依托ꎬ以社会情感学习的管理为导向ꎬ综合全面提

升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ꎮ
１.２.４　 亲情驿站活动方案 　 包括团体活动及个体心

理辅导ꎮ 团体活动形式丰富ꎬ包括厨艺大比拼、生活

小能手、聊与学、实践小活动等系列活动ꎮ 个体心理

辅导包括积极关注、用心倾听、心理辅导ꎮ
１.２.４.１　 团体活动　 团体活动每月 １ 次ꎬ共 １０ 期ꎬ见
表 １ꎮ 每次活动期间均开展视频、电话直播环节与家

长进行互动ꎮ
１.２.４.２　 个体心理辅导　 依据每个儿童的家庭结构特

征ꎬ及测评所呈现的个体心理健康问题ꎬ心理辅导老

师针对具体心理问题实施一对一的个体化辅导ꎮ 个

体心理辅导每人每周 １ 次ꎬ每人共 ４０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
３ 个环节见表 ２ꎮ

１.２.５　 测评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ꎮ 自行设计ꎬ
包括姓名、学校、性别、年级、年龄、家庭住址、班干部

与否、独生子女与否、和谁一起生活、父母关系、父母

健康与否、与父母见面时间、父母职业等情况ꎮ (２)小

学生心理健康评定量表(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ａｔｅ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Ｐｕｐｉｌꎬ ＭＨＲＳＰ) [８] ꎮ 该量表包括学习障碍、情绪障碍、
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不良习惯、行为

障碍和特种障碍 ８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各有 １０ 个条目ꎬ
共计 ８０ 个条目ꎬ各条目均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３ 级计分法(０ ＝
没有ꎬ１ ＝偶尔ꎬ２ ＝ 经常)ꎬ累计得分越高ꎬ说明存在的

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ꎮ 若单一维度得分≥１０ 分ꎬ认为

存在该方面的心理健康问题ꎮ 各维度得分之和即为

量表总分ꎬ总分≥６５ 分认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１１] ꎮ
该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９４[１２] ꎮ

表 １　 亲情驿站团体活动

期次 频次 时长 / ｍｉｎ 目的 内容
１ １ ９０ 使儿童感受来自学校的关怀 与老师们一起过中秋

２ １ ６０ 让儿童感受到亲情的温暖 缝沙包ꎬ扎小辫

３ １ ６０ 使儿童接受到社会情感教育ꎬ
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

学会感恩ꎬ与爱同行

４ ５ ６０ 激发儿童推理思考能力ꎬ增进

手眼协调能力ꎬ提高挫折忍受

度ꎬ提升观察力、专注力ꎬ培养

儿童耐心

ＤＩＹ 益智拼图比赛

５ １ ９０ 使儿童在继承传统中体会到家

的快乐

冬至包饺子

６ １ ６０ 培养儿童劳动实践以及团队合

作能力ꎬ增强儿童的在校归属

感与自信心

打扫我们共同的家

７ １ ６０ 让儿童养成讲卫生、健康生活

的好习惯

学习卫生保健小知识

８ １ ６０ 培养儿童勇敢表达爱和表现爱

的能力ꎬ形成知感恩、爱父母的

意识

为母亲折枝花

９ １ ９０ 绘画可以缓解儿童消极的心理

压力ꎬ有益心理健康

制作最酷炫海报

１０ １ ６０ 一起分享读书后的感受 读书分享交流会

表 ２　 亲情驿站个体心理辅导

辅导方式 辅导措施 预期效果
积极关注 心理辅导老师每 ２ 周向学生的班主任老

师咨询他们的近期在校表现ꎮ 每次团体

活动后ꎬ收集学生的反馈ꎬ针对问题学生

做出谈心谈话个案记录ꎮ

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信任关

系ꎬ鼓励学生真实表达内心

需求和动机、情绪、情感ꎬ形

成个案动态心理变化记录ꎮ
用心倾听 活动室内设有“悄悄话信箱”ꎮ 心理辅导

老师认真倾听ꎬ尊重并保护学生隐私ꎬ灵
活采用提问、复述等引导方式ꎬ加以鼓励

以及情感认同ꎮ

切实敏锐地捕捉学生存在的

主要心理问题ꎮ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老师有针对地进行学生自我意

识发展、学习方面、认知与情绪、行为养

成和矫正的辅导ꎮ

运用专业知识与技巧帮助学

生应对挫折、解决困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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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ｘ±ｓ)ꎬ计数资料采用频

数、百分率进行描述ꎮ 干预前后的数据采用配对 ｔ 检
验和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干预前心理健康状况

干预前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 ＭＨＲＳＰ 总均分为

(４８.００±１８.５６)分ꎬ其中总分≥６５ 分的学生 ２０ 名ꎬ检
出率为 １９.０５％ꎻ至少单一维度得分≥１０ 分的学生 １０５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００％ꎮ 各维度检出率由高到低排在前 ５
位的分别为性格缺陷、学习障碍、情绪障碍、社会适应

障碍、品德缺陷ꎮ 见表 ３ꎮ

２.２　 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干预前后心理健康问

题检出率及 ＭＨＲＳＰ 得分比较　 干预后农村特殊家庭

寄宿小学生的 ＭＨＲＳＰ 总均分为(３４.２９±１５.２８)分ꎬ其
中总分≥６５ 分 ０ 人ꎻ至少单一维度得分≥１０ 分 ３０ 人ꎬ
检出率为 ２８.５７％ꎬ各单一维度得分≥１０ 分的维度分

别是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缺陷、社会适应障碍、
行为障碍、特种障碍ꎮ 干预后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均低于干预前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３ꎮ 干预后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

ＭＨＲＳＰ 总分以及学习障碍、情绪障碍、性格障碍、社
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 ５ 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干预前(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干预前后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学习

障碍

情绪

障碍

性格

缺陷

社会适

应障碍

品德

缺陷

不良

习惯

行为

障碍

特种

障碍

总分

≥６５ 分

至少单一维

度得分≥１０ 分
干预前 １０５ ４６(４３.８１) ２７(２５.７１) ５１(４８.５７) １９(１８.１０) １２(１１.４３) ６(５.７１) １０(９.５２) １０(９.５２)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０５(１００.００)
干预后 １０５ １５(１４.２９) １３(１２.３８) ８(７.６２) ４(３.８１) ０ ０ ３(２.８６) ３(２.８６) ０ ３０(２８.５７)
χ２ 值 ２０.６０ ６.０５ ４３.５８ １０.９９ １２.７３ ６.１８ ４.０２ ４.０２ ２１.１０ １１６.６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４　 干预前后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 ＭＨＲＳＰ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人数 学习障碍 情绪障碍 性格缺陷 社会适应障碍 品德缺陷 不良习惯 行为障碍 特种障碍 总分
干预前 １０５ ７.２４±４.４２ ７.３３±３.０７ ８.００±３.２６ ６.２９±４.１０ ４.１９±３.４６ ４.２９±２.９５ ５.９５±２.７１ ４.７１±４.３５ ４８.００±１８.５６
干预后 １０５ ４.１４±３.３２ ５.６７±３.１６ ５.４３±２.７９ ４.４３±２.６２ ２.６２±２.７１ ３.４３±３.０１ ４.８６±２.２４ ３.７１±２.８０ ３４.２９±１５.２８
ｔ 值 ４.００ ３.３１ ３.２５ ３.３１ ２.５４ １.４９ １.８５ １.５６ ４.６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００

３　 讨论

心理学研究表明ꎬ亲子关系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在个体早期发展中ꎬ父母的爱、支
持和鼓励容易使其建立信任感和安全感[１３] ꎮ 本研究

显示ꎬ干预前宁夏地区某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心

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为 １９.０５％ꎬ至少单一维度得分≥
１０ 分检出率为 １００％ꎬ说明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突出ꎮ 首要心理问题性格缺陷检出率

为 ４８.５７％ꎬ且干预前性格缺陷检出率及得分均高于干

预后ꎬ可能因再婚、单亲、留守、服刑家庭以及父母双

亡家庭的儿童得不到父母双方共同的照顾和关爱ꎬ加
上寄宿制生活以及与祖父母之间的代沟隔阂ꎬ很容易

使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形成自卑、敏感脆弱、缺
乏安全感的性格ꎮ 干预前学习障碍、情绪障碍的检出

率及得分均高于干预后ꎬ与父母不能及时关注农村特

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的学习问题、随时扶正思想道德观

念有关[７] ꎮ 由于寄宿生活较为单调局限ꎬ寄宿伙伴不

能自由选择、娱乐活动及物质享受得不到满足ꎬ加之

缺失父母的监护ꎬ潜移默化地也会加剧他们社会适应

障碍及品德缺陷ꎮ 本研究也证实ꎬ农村特殊家庭寄宿

小学生参加亲情驿站活动前社会适应障碍、品德缺陷

检出率及得分均高于干预后ꎮ
父母在儿童成长和心理健康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极其重要ꎬ而特殊家庭的结构导致父母和儿童不能经

常见面ꎬ使得儿童缺失必要的亲情与关爱ꎬ必将给儿

童身心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１４－１５] ꎮ 学校是教育

的关键ꎬ教师不仅要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ꎬ更应注意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１６－１７] ꎮ 而心理健康教育应与社

会情感学习互相交织、互为补充、共同关注[１８] ꎬ在“社

会情感学习与学校管理改进”项目中提出让学生认识

和管理与自我、他人、集体关系的态度、知识和能力的

发展可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提升[１９－２０] ꎬ基于此理

论框架并结合心理健康教育方法ꎬ亲情驿站团体活动

通过“缝沙包ꎬ扎小辫”“冬至包饺子”“学会感恩ꎬ与爱

同行”等活动让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体验与老师

一起手工制作的乐趣ꎬ“感恩角”鼓励表达感恩ꎬ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ꎬ“学习卫生保健小知识” “制作最

酷炫海报”“ＤＩＹ 益智拼图比赛”等活动营造了轻松的

学习氛围ꎬ帮助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体验学习的

乐趣、提升学习能力ꎬ改善学习障碍ꎮ “为母亲折枝

花”“读书分享交流会”活动让他们自由表达爱ꎬ增加

沟通能力ꎻ“打扫我们共同的家” “与老师们一起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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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活动则营造了温暖、欢快的环境氛围ꎮ 借助形式

多样的团体活动帮助学生建设快乐学习、健康生活、
情感教育的支持性环境ꎬ使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促进

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ꎮ 在活动过程中让小学生体

验到不同的情绪情感、家的意识ꎬ提升校园归属感ꎬ降
低了情绪障碍及社会适应障碍ꎮ

本次研究通过亲情驿站的团体活动为小学生提

供了学习、开展丰富课外活动的平台ꎬ以动手制作、讲
授生活常识为主ꎬ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ꎬ使小学生

感受到亲情关怀而变得开朗、互助、友爱、自信ꎮ 开设

“悄悄话信箱”ꎬ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对每位小学生进

行亲情驿站个体心理辅导ꎬ通过咨询班主任老师了解

其在校表现情况ꎬ经由专业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辅导、
学习心理辅导、认知与情绪辅导、行为养成和矫正的

辅导ꎬ辅导老师能够及时发现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ꎮ 贯穿每次团体活动始终ꎬ协助学生与家长视频、
电话互动、开展直播平台环节ꎬ连结了寄宿生与其父

母不能经常见面的纽带ꎬ建立积极的家校合作关系ꎬ
实现家校之间的双向沟通ꎮ

综上所述ꎬ亲情驿站活动可改善农村特殊家庭寄

宿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ꎬ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ꎬ是促

进农村特殊家庭寄宿小学生社会情感教育的有效方

法之一ꎬ值得进一步推广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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