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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究农村初中生寄宿与心理健康现状及相互关系ꎬ为促进农村寄宿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选取陕西 ７ ９４７ 名农村初中生为研究样本ꎬ运用自制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和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ＭＨＴ)进行调查ꎮ 通过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村初中生的寄宿和心理健康现状ꎬ通过 ＯＬＳ 回归分析探究目前是否寄宿、
寄宿起始年级、是否寄宿过与心理健康的关系ꎮ 结果　 农村初中生严重心理问题检出率为 ２.０％(１６２ / ７ ９４７)ꎬ单项倾向检

出率为 ７１.８％(５ ７０７ / ７ ９４７)ꎮ 目前是否寄宿、寄宿起始年级与 ＭＨＴ 得分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β 值分别为 ０.３６７ꎬ０.２７５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ꎻ是否寄宿过与 ＭＨＴ 得分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β＝ ０.４６１ꎬＰ<０.０１)ꎮ 性别、留级和师生关系与农村初中生心

理健康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是否寄宿过与农村初中生的心理健康关系显著ꎬ女生、留级生、师生

关系差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差ꎮ 需要更加关注有寄宿经历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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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５ＣＪＬ００５)ꎻ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

计划项目(Ｂ１６０３１)ꎮ
【作者简介】 　 梅自颖(１９９３－　 )ꎬ女ꎬ云南大理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农村儿童心理健康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４

　 　 伴随农村学校改扩建撤并的布局调整和外出务

工劳动力的增加ꎬ寄宿学生问题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

会的关注[１] ꎮ 目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寄宿学生主

要面临安全、课余生活贫乏、心理健康 ３ 个核心问

题[２] ꎬ其中心理健康关乎农村寄宿生是否能在寄宿环

境中获得良好适应ꎬ与学习、生活和人际关系等方面

的成长息息相关[３－４] ꎮ
寄宿学生成长于封闭式和隔离式的学校系统中ꎬ

远离家庭系统的支持ꎮ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ꎬ寄宿学

生承受来自学习、同伴关系、师生关系、社会、学校和

家庭等方面的压力[５－６] ꎬ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ꎮ
此外ꎬ寄宿学生正处于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ꎬ环
境变化和困难挫折会对人格和心理适应性的发展产
生冲击[７] ꎬ因此需要寄宿学生以积极的、适应性的方
式应对上述压力ꎮ 有研究发现ꎬ我国农村寄宿学生比
非寄宿学生更容易引发心理问题ꎬ在抑郁、焦虑、强
迫、过敏等因子上存在更高的风险[８－１１] ꎮ 本文试图探
究农村初中生的寄宿与心理健康现状及二者相关关
系ꎬ为促进农村寄宿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数据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
研究所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调查项目ꎬ该项目数据采
集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完成ꎮ 项目前期对调研员进行了严
格的选拔和培训ꎬ保证数据采集严格遵循标准化的施
测语言和施测流程ꎬ同时按照要求保质保量收回调研

３６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４



问卷ꎮ 该项目通过分层抽样方法ꎬ在西北某市以经济

收入水平抽取 ８ 个县为样本县ꎬ再从中随机抽取 ７５ 所

样本学校ꎬ得到初中七、八年级学生共 ９ ２５０ 名ꎬ有效

人数 ７ ９４７ 名ꎬ有效率为 ８５ ９１％ꎮ 其中男生 ４ ２４２ 名

(５３ ４％)ꎬ女生 ３ ７０５ 名(４６ ６％)ꎻ七年级学生 ４ １５４
名(５２ ３％)ꎬ八年级学生 ３ ７９３ 名(４７ ７％)ꎻ独生子女

９７４ 名(１２ ３％)ꎬ非独生子女 ６ ９７３ 名(８７ ７％)ꎻ单亲

家庭子女 ６０２ 名(７ ６％)ꎬ非单亲家庭子女 ７ ３４５ 名

(９２ ４％)ꎻ父母至少一方初中以上学历的 ４ １３４ 名

(５２ ０％)ꎬ 父母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的 ３ ８１３ 名

(４８ ０％)ꎻ家庭规模在 ５ 名以上的 １ ４４８ 名(１８ ２％)ꎬ
家庭规模在 ５ 名及以下的 ６ ４９９ 名(８１ ８％)ꎮ 年龄 １０
~ １９ 岁ꎬ平均年龄(１３ ５±１ １)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自制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该问卷包括学

生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年级、民族、是否为独生

子女、目前是否寄宿、寄宿起始年级、是否寄宿过)、家
庭特征(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资产、家庭规模、是否

单亲家庭)及学校特征(师生关系)等多维度信息ꎮ 本

研究获取了研究相关的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信息ꎮ 师

生关系来自学生对自己与老师关系的评分ꎬ学生对师

生关系在 ０ ~ １０ 分之间进行评分ꎬ１ 分代表“非常不

好”ꎬ１０ 分代表“非常好”ꎮ 家庭资产得分由将 １４ 项家

庭资产的二值变量(如你家有电视吗? １ ＝ 有ꎬ０ ＝ 没

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转化得到ꎮ
１.２.２　 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采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

学教授周步成[１２] 修订的心理健康诊断测验(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ｅｓｔꎬＭＨＴ)ꎮ 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 ９１ꎬ共 １００ 个条目ꎬ包括 １ 个全量表和 １ 个效度量

表ꎮ 全量表划分为 ８ 个内容量表ꎬ分别是学习焦虑、对
人焦虑、孤独倾向、自责倾向、过敏倾向、身体症状、恐
怖倾向和冲动倾向ꎮ 计分方式为选择“是” 得 １ 分ꎬ
“否”得 ０ 分ꎮ 内容量表分数相加为量表总分ꎬ总分越

高则心理健康水平越低ꎮ 量表总分>６５ 分ꎬ视为存在

严重心理问题ꎻ单项内容量表分数>８ 分为单项维度上

存在某种倾向ꎮ ２ 种情况都需制定个人指导计划ꎮ 该

量表信度和效度较高ꎬ是研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最常

用的工具之一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进行数据清理和数

据分析ꎮ 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ꎬ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ꎮ 采用 ＯＬＳ 回归模型分析寄宿与农村初中生心

理健康的关系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初中生寄宿和心理健康现状　 在目前寄宿

状态上ꎬ７０.１％的学生(５ ５８５ 名) 寄宿ꎬ２９.９％ (２ ３６２
名)非寄宿ꎻ其中ꎬ１９.５％(１ ５５３ 名)从未寄宿ꎮ 三、七
年级是寄宿状态变化的高峰期ꎬ分别占 ２３.０％(１ ２８６ /
５ ５８５)ꎬ２４.７％(１ ３７７ / ５ ５８５)ꎮ

心理健康量表总分>６５ 分的学生有 １６２ 名ꎬ检出

率为 ２.０％ꎻ单项内容量表>８ 分的有 ５ ７０７ 名ꎬ检出率
为 ７１.８％ꎮ 样本总体各内容量表的得分排序为:学习
焦虑(８.４８±３.０４)、自责焦虑(５.３１ ± ２.３４)、过敏倾向
(５.２９±２.１７)、身体症状(５.１３±２.７８)、对人焦虑(４.２５±
２.２５)、恐怖倾向(３.７０±２.６６)、冲动倾向(２.８７±２.２５)、
孤独倾向( ２. ６９ ± ２. ０３)ꎮ 其中学习焦虑检出率高达
６３.５％ꎬ且均分超过 ８ 分ꎮ
２.２　 寄宿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分析　 分别将目前是
否寄宿、寄宿起始年级和是否寄宿过作为自变量ꎬ
ＭＨＴ 总分作为因变量(１ ＝是ꎬ０ ＝否)ꎬ以学生性别(１ ＝
女ꎬ０ ＝男)、年龄(１０ ~ １９ 岁)、年级(１ ＝ 七年级ꎬ０ ＝ 八

年级)、独生子女(１ ＝是ꎬ０ ＝否)、父母受教育程度(１ ＝
父母至少一方初中以上学历ꎬ０ ＝父母都是初中及以下
学历)、家庭资产、家庭规模(１ ＝ >５ 人ꎬ０ ＝ ≤５ 人)、单
亲家庭(１ ＝是ꎬ０ ＝否)、师生关系(０ ~ １０ 分)作为控制
变量ꎬ建立 ＯＬＳ 回归分析模型ꎬ结果显示ꎬ目前是否寄
宿与 ＭＨＴ 总分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１. ６１ꎬ Ｐ ＝
０.１１２)ꎬ回归方程的解释率为 ７.６％ꎻ寄宿起始年级与
ＭＨＴ 总分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３９ꎬＰ ＝ ０.６９９)ꎬ回
归方程的解释率为 ７.７％ꎻ是否寄宿过与 ＭＨＴ 总分相
关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３８ꎬＰ<０.０１)ꎬ回归方程的解释
率为 ７.７％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　 见表 １ꎮ

表 １　 初中生寄宿与 ＭＨＴ 量表总分的 ＯＬＳ 回归分析(ｎ ＝ ７ ９４７)

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标化偏回归

系数
目前是否寄宿 ０.５９ ０.３７ １.６１ ０.１１ ０.３７
　 年龄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１２ ０.９１ －０.１８
　 性别 ４.６５ ０.３４ １３.７６ <０.０１ ０.３４
　 年级 ０.０３ ０.４７ ０.０６ ０.９５ ０.４７
　 留级 １.８７ ０.３７ ４.９８ <０.０１ ０.３８
　 独生子女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１２ ０.９０ －０.４５
　 父母文化程度 －０.５１ ０.２７ －１.９０ ０.０６ －０.２７
　 家庭资产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３８ ０.７１ －０.４０
　 单亲家庭 ０.５０ ０.５８ ０.８６ ０.３９ ０.５８
　 家庭规模 －０.１３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７５ －０.４０
　 师生关系 －１.０９ ０.０７ －１５.４２ <０.０１ －０.０７
寄宿起始年级 ０.１１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７０ ０.２８
　 年龄 －０.１０ ０.２０ －０.５１ ０.６１ －０.２０
　 性别 ４.９４ ０.３８ １３.１７ <０.０１ ０.３８
　 年级 ０.１９ ０.４９ ０.３８ ０.７１ ０.４９
　 留级 １.８３ ０.３８ ４.８６ <０.０１ ０.３８
　 独生子女 ０.３１ ０.４９ ０.６４ ０.５２ ０.４８７
　 父母文化程度 －０.５３ ０.３０ －１.８０ ０.０８ －０.３０
　 家庭资产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７５ －０.１５
　 单亲家庭 ０.１３ ０.６７ ０.１９ ０.８５ ０.６７
　 家庭规模 －０.２４ ０.４４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４４
　 师生关系 －１.１０ ０.０７ －１５.９２ <０.０１ －０.０７
是否寄宿过 １.５６ ０.４６ ３.３８ <０.０１ ０.４６
　 年龄 －０.０７ ０.１８ －０.４０ ０.６９ －０.１８
　 性别 ４.６４ ０.３４ １３.７２ <０.０１ ０.３４
　 年级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２ ０.９９ －０.４６
　 留级 １.８７ ０.３７ ５.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７
　 独生子女 －０.０２ ０.４４ －０.０５ ０.９６ －０.４４
　 父母文化程度 －０.４７ ０.２７ －１.７４ ０.０９ －０.２７
　 家庭资产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９５ －０.１３
　 单亲家庭 ０.４３ ０.５８ ０.７５ ０.４６ ０.５８
　 家庭规模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６８ －０.４１
　 师生关系 －１.０９ ０.０７ －１５.４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ＯＬＳ 回归结果显示ꎬ在目前是否寄宿为自变量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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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ꎬ控制变量性别、留级、师生关系与 ＭＨＴ 总分具

有相关性(β 值分别为 ０.３３８ꎬ０.３７５ꎬ－０.０７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ꎻ在寄宿起始年级为自变量条件下ꎬ性别、留级、
师生关系与 ＭＨＴ 总分具有相关性 ( β 值均 ０. ３７５ꎬ
０.３７７ꎬ－０.０６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在是否寄宿过为自变量

条件下ꎬ性别、留级、师生关系与 ＭＨＴ 总分具有相关

性(β 值分别为 ０.３３９ꎬ０.３７４ꎬ－０.０７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即
女生、留级生、师生关系差的学生ꎬ心理健康水平低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寄宿制学校已成为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的主要办学方式ꎬ寄宿是农村初中生的主要上

学选择ꎮ 农村初中生中需要进行个别化心理指导的

学生比例为 ７１.８％ꎬ与 Ｗａｎｇ 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

致ꎬ略低于丁嫄等[１４]在贫困地区小学调查中的检出率

(７７.８％)ꎬ可能由地区和取样差异造成ꎮ 说明样本总

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处于良好状态ꎬ但在个体心理因素

的差异下ꎬ存在单项倾向的学生比重较大ꎬ需要针对

农村初中生的心理问题进行个别化心理指导ꎮ 学习

焦虑是唯一 １ 项均分>８ 分的内容量表ꎬ表明在激烈的

升学和应试压力下ꎬ学习焦虑是目前农村初中学生共

同面临的最突出的心理问题[１５] ꎮ
寄宿与心理健康的 ＯＬＳ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目前

是否寄宿及寄宿起始年级与农村初中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无相关性ꎬ是否寄宿过与农村初中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相关ꎬ即是否有寄宿经历是造成农村寄宿初中生

心理健康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ꎮ 另外ꎬ性别、留级和

师生关系与农村初中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均有统计学

意义ꎮ 女生仍然是贫穷农村地区的脆弱群体ꎬ农村地

区的均衡发展应该更关注性别差异[１６] ꎮ 女生比男生

的心理健康差ꎬ更可能成为引发心理问题的易感人

群ꎮ 师生关系有助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人际沟

通和情感交流的心理联系ꎬ亲密的师生关系与学生心

理健康状况相关[１７] ꎮ 改善师生关系是促进农村初中

生心理健康发展的良好突破口ꎬ尤其是寄宿学校ꎬ寄
宿生与老师接触时间更长、次数更加频繁ꎬ师生关系

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更显著ꎮ 留级生多由于学习成

绩差和学校生活适应不良而不得不降级ꎬ在学习和人

际关系的压力下更可能引发心理问题ꎮ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ꎬ首先ꎬ要促进农村学生心理

健康发展ꎬ需着力解决农村学生尤其是寄宿生的心理

问题ꎬ提供有针对性的个体化心理指导ꎻ此外ꎬ要考虑

复杂的寄宿情况对学生心理健康带来的持续性和长

期性影响ꎬ除了基于目前寄宿状态分类出的寄宿学

生ꎬ有寄宿经历的学生是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ꎻ

最后ꎬ关注脆弱群体的心理健康ꎬ寄宿生中的女生、留
级生、师生关系差的学生更可能引发心理问题ꎮ 虽然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多维度探索了寄宿与心理健康的

相关性ꎬ但依旧局限于横截面数据的分析ꎬ对寄宿学

生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ꎬ探索时间因素下寄宿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将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ꎮ 此外ꎬ需要更

加深入性别、留级、师生关系与农村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的关系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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