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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童年期心理素质的变化趋势及其性别差异ꎬ为提升小学生心理素质提供实证参考ꎮ 方法　 以广

州中山和四川达州 ４０３ 名小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ꎬ采用修编的心理素质问卷(儿童版)进行为期 １８ 个月的纵向追踪ꎬ共收

集到 ４ 组数据ꎮ 结果　 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呈分段线性增长趋势ꎮ 在四年级上学期的发展速度较快(ｅｔａ１ ＝ ３.６４)ꎬ随后时间

内发展速度趋于平稳(ｅｔａ２ ＝ １.８７)ꎬ且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具有一定稳定性( ｒ＝ ０.６１ ~ ０.８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女生心理素

质的初始水平高于男生(β＝ －８.９８ꎬＰ<０.０１)ꎬ然而在四年级上学期ꎬ男生心理素质的发展速度快于女生(β＝ ３.２１ꎬＰ<０.０５)ꎬ
但在随后的时间内ꎬ男、女生的心理素质发展速度趋于同步(β＝ ０.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小学生心理素质的成长呈现出发展

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特点ꎬ且发展存在显著性别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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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阶段是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ꎬ
随着自身发展和外在环境的影响ꎬ心理发展也表现出

明显的协调性和过渡性等特点[１] ꎮ 童年期心理素质

发展规律及其特征的探查是小学阶段心理素质研究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ꎬ既往研究多是基于心理素质的年

级差异来推测发展特征ꎬ但所得结论在心理素质的自

评和他评研究中均有所不同[２－６] ꎮ 本研究拟采用纵向

追踪的方法ꎬ考察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及其性

别差异ꎬ以期为我国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提供

有意义的实证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广州中山火炬开发区某小学和四川达

州通川区某小学三年级学生中ꎬ随机选取 ４７６ 名学生

作为追踪样本ꎮ 在追踪研究开始之前ꎬ课题组所在伦

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研究的实施ꎮ 由班主任在家长

会上向学生家长宣讲了此次追踪调查ꎬ并征得家长同

意ꎮ 因转学、不愿参加测验等原因ꎬ第 ２ ~ ４ 次施测时

分别流失学生 ４０ꎬ１８ 和 １５ 名ꎬ最终所得有效样本为

４０３ 名ꎬ有效率为 ８４.６６％ꎬ其中男、女生分别为 １９６ 和

２０７ 名ꎬ城镇和农村学生分别为 ３５９ 和 ４４ 名ꎮ 参照文

献[７－８]ꎬ本研究采用 χ２ 检验和 ｔ 检验进行随机缺失

性检验ꎬ结果表明ꎬ缺失与非缺失学生在性别比( χ２ ＝
１.４０)及第一次测试的心理素质( ｔ ＝ １.２１)上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ꎬ 可认为研究中的流失被试均为随机

缺失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固定样本时间序列设计ꎬ进行为期

１８ 个月的纵向追踪测量ꎬ共收集到 ４ 组数据ꎮ 初次施

测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此后每间隔 ６ 个月进行 １ 次施

测ꎬ共施测 ４ 次ꎮ 采用课题组修编的儿童版心理素质

量表ꎮ 该量表包括认知、个性和适应性 ３ 个分量表ꎬ其
中认知分量表包括元认知和创造性ꎻ个性分量表包括

抱负、自信心、自制力、独立性、乐观性ꎻ适应性分量表

包括人际适应、情绪适应、社会适应、学习适应ꎮ 共 ３６
个题项ꎬ采用 ５ 级计分方式ꎬ从“１ ＝ 完全不像我”到“５
＝完全就是我”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该量表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９] ꎮ 本研究中ꎬ４ 次施测的小学生心理素质量

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０.８５ꎬ０.８３ꎬ０.８９ꎬ０.９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进行数据的差异检验、相关分析和潜变量增长分

析ꎮ 本研究采用潜变量增长模型探索小学生儿童心

理素质的纵向发展轨迹ꎮ 此外ꎬＫ－Ｓ 检验的结果表

明ꎬ第 ３ 次施测的心理素质呈非正态分布ꎬ参照王孟

成[１０]和王济川等[１１] 的建议ꎬ本研究对小学生心理素

质潜发展模型的分析拟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

(ＭＬＲ)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分析　 首先ꎬ本研究

构建了小学生心理素质的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ꎮ 其

次ꎬ本研究构建了心理素质发展的二阶条件潜发展模

型ꎬ采用二阶变化函数分析小学生心理素质向上或向

下曲线偏离(ｃｕｒｖｅ ｕｐ ｏｒ ｃｕｒｖｅ ｄｏｗｎ)线性发展曲线发

现ꎬ潜变量协方差矩阵非正定ꎬ说明二阶多项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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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适合于拟合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ꎮ 最后ꎬ本研

究构建了心理素质发展的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ꎬ
将心理素质的发展过程分为 ２ 段:第 １ 段为自基线调

查到第 ２ 次追踪ꎬ此阶段心理素质的发展趋势明显ꎻ第
２ 段为从第 ２ 次施测到第 ４ 次施测ꎬ此段心理素质的

发展趋势趋于平稳ꎮ 考虑到模型识别的需求ꎬ在各个

拟合模型中均纳入年龄(已中心化)、家庭所在地(０ ＝
农村ꎬ１ ＝ 城镇)和是否独生子女(０ ＝ 非独生子女ꎬ１ ＝
独生子女)等时间恒定协变量ꎬ最终所得的线性和分

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拟合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小学生心理素质线性和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　 　 　 　 　 　 　 χ２ 值 ＣＦＩ ＴＬＩ ＳＲＭＲ ＲＭＳＥＡ
线性条件潜发展　 　 ２８.６９ ０.９７ ０.９６ ０.１５ ０.１１
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 １６.８０ ０.９９ ０.９５ ０.０１ ０.０８

　 　 相对于线性条件模型ꎬ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

的 χ２ 值更低ꎬＣＦＩ 和 ＴＬＩ 值更高ꎬ而 ＳＲＭＲ 和 ＲＭＳＥＡ
值也均在可接受的范围内ꎬ决定接受分段线性条件潜

发展模型来拟合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ꎮ
在接受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的基础上ꎬ最终

所得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表明ꎬ基线调查时学生心理

素质的均分为 １３６.１０ 分ꎬ第一阶段线性斜率因子估计

值为正(ｅｔａ１ ＝ ３.６４)ꎬ第二阶段线性斜率因子也为正

(ｅｔａ２ ＝ １.８７)ꎮ 说明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曲线为上

升的非线性曲线ꎬ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步上升趋势ꎮ
即在四年级上半学期ꎬ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速度较

快ꎻ而在四年级期中到五年级期中的时间段里ꎬ小学

生心理素质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ꎮ
在模型中ꎬ本研究控制了年龄等恒定协变量的影

响ꎬ结果表明ꎬ基线调查时ꎬ年龄对心理素质的影响无

统计学意义( β ＝ － １. ５９ꎬＰ > ０. ０５)ꎬ但独生子女( β ＝
４.６７)和城镇学生( β ＝ ５.９４) 的初始心理素质水平更

高ꎬ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所在地对第 １ 阶段的线

性斜率因子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 β 值分别为 －
１.３３ꎬ－１.４３ꎬ－２.８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对于第 ２ 阶段的线

性斜率因子而言ꎬ年龄效应无统计学意义(β＝ ０.５２ꎬＰ>
０.０５)ꎬ但独生子女心理素质增长的速度快于非独生子

女(β＝ ２.２４ꎬＰ<０.０１)ꎬ城镇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速度

慢于农村学生(β＝ －４.０４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稳定性分析　 参照已有

研究的方法[１２－１３] ꎬ采用相关分析法考察心理素质发展

的稳定性ꎬ４ 次施测的相关结果见表 ２ꎮ
　 　 在 １８ 个月的时段里ꎬ小学生心理素质的两两相关

系数在 ０.６１ ~ ０.８０ 之间ꎬ且均达到统计学水平ꎬ说明小

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或者跨时间

稳定性)ꎮ 此外ꎬ第 １ 次与第 ２、第 ３ 次的相关系数在

０.６４ ~ ０.６４ 之间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第 ２ 次与第 ３、第

４ 次的相关系数上升到 ０.６７ ~ ０.７０ 之间ꎬ说明心理素

质的稳定性在逐步变强ꎮ

表 ２　 小学生心理素质 ４ 次测试结果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４０３)

测试时间
第 １ 次

总体 男 女

第 ２ 次

总体 男 女

第 ３ 次

总体 男 女
第 ２ 次 ０.６４ ０.６０ ０.６６
第 ３ 次 ０.６４ ０.６３ ０.６４ ０.７０ ０.７１ ０.６８
第 ４ 次 ０.６１ ０.５９ ０.６２ ０.６７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８１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４ 次施测中ꎬ男生心理素质的相关系数在 ０.５９ ~
０.７８之间ꎬ女生在 ０.６２ ~ ０.８１ 之间ꎬ说明男、女生的心

理素质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学
生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逐步变强ꎮ 总体而言ꎬ小学生

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具备稳定性特征ꎬ且稳定性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ꎮ
２.３　 小学生心理素质发展轨迹的性别差异　 鉴于小

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为分段线性ꎬ为揭示心理素

质在初始水平、第一发展阶段和第二发展阶段的性别

差异ꎬ以分段线性条件潜发展模型为基础ꎬ将性别因

素(０ ＝女ꎬ１ ＝男)作为时间恒定协变量纳入模型中ꎬ所
得模型拟合指数为 χ２ ＝ １６.９１ꎬＣＦＩ ＝ ０.９９ꎬＴＬＩ ＝ ０.９６ꎬ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１ꎮ 提示性别协变量的纳入

提高了模型的拟合程度ꎮ 就性别差异而言ꎬ在初始截

距上ꎬ男生心理素质的初始平均水平要低于女生(β ＝
－８.９８ꎬＰ<０.０１)ꎻ在第一阶段的斜率因子上ꎬ男生心理

素质的发展速度快于女生(β ＝ ３.２１ꎬＰ<０.０５)ꎻ在第二

阶段的斜率因子上ꎬ两者之间的发展速度差异消失(β
＝ ０.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表明女生初始心理素质水平高于男

生ꎬ但男生心理素质在第一阶段的发展速度快于女

生ꎻ而到了发展的后期ꎬ男生和女生群体心理素质发

展速度的差异逐步消失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发展呈分段

线性增长的趋势ꎬ即小学生的心理素质在四年级上半

学期发展最快ꎬ而在之后的 １ 年中ꎬ心理素质的发展速

度放缓ꎮ 该结论符合张大均[１４] 对于心理素质的理论

探讨ꎬ即人的素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ꎬ素质的发展水

平也遵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ꎮ 从心理素质的

理论视角来看ꎬ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可能是缘于 ３ 个

方面的原因:(１) 生理条件ꎬ即儿童脑发育的逐步成

熟ꎮ 研究表明ꎬ４ ~ １２ 岁儿童的脑发育较为迅速ꎬ且与

高级神经活动有关的额叶在 ７ ~ １２ 岁显著增大[１５] ꎬ这
为心理素质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生理条件ꎮ (２)个体对

外部刺激的内化ꎮ 基于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ꎬ学校为

学生的发展提高了系统化的外在刺激ꎬ包括知识常

识、情境活动、情感刺激等ꎬ因而通过对这些外在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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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内化ꎬ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水平也会逐步提

高ꎮ (３)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ꎮ 在以形成策略为核心

内容的心理素质形成过程模式中ꎬ自我意识的不断成

熟是学生心理素质品质形成的重要前提[１６] ꎮ 小学是

儿童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阶段ꎬ儿童会更加注重对自

身内在品质的评价ꎬ如自我批判的出现等[１７] ꎮ 并随之

出现相应的自我意识情绪ꎬ会推动儿童规范自身的思

想、情感和行为ꎬ以及逐步形成较为积极的内在品质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儿童心理素质在四年级上学期的

发展速度要快于其他时期ꎬ 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

同[４－５] ꎬ可能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造成的ꎮ 以往的

研究多采用横断调研的方式描述心理素质的发展ꎬ由
于每个年级的学生所面临的生长和生活背景因素均

有所不同ꎬ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易受同辈效应( ｃｏｈｏｒ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的影响[１８] 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小学四年级(１０ ~ １１
岁)是儿童思维发展的“关键期”ꎬ此阶段内儿童的思

维逐步从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１] 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心理素质发展的性别差异呈现一

定的动态变化ꎬ即在四年级上半学期ꎬ男生心理素质

的发展速度快于女生ꎬ而在随后的时期内ꎬ两者心理

素质的发展速度趋于同步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主要是源

于脑发育的差异:一方面ꎬ各项心理功能的完善与个

体的大脑发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１９－２１] ꎮ Ｌｅｎｒｏｏｔ
等[２２]研究发现ꎬ女性全脑体积在 １０.５ 岁达到峰值ꎬ但
男性则在 １４.５ 岁才能达到峰值ꎮ 女生较高初始水平

的心理素质可能是源于脑生理的早熟ꎬ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ꎬ男、女生脑发育的差异逐步减小ꎬ使心理素质的

发展速度趋于同步ꎮ 另一方面ꎬ纵向追踪的研究设

计ꎬ使得男、女生 ２ 个群体所面临的家庭环境和学校教

育等外部因素呈现出纵向的相对稳定ꎬ在一定程度上

控制了环境因素的变化对于男、女生心理素质发展差

异的影响ꎮ 因而心理素质发展的性别差异动态变化

可能主要是源于男、女性脑发育的差异ꎮ
总体而言ꎬ本研究的结论对于童年期儿童心理素

质的干预和深入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但也存在

一定的不足:(１)在被试的选择上ꎮ 本研究主要采用

方便取样ꎬ使被试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不足ꎮ 未来的

研究可考虑进一步扩大样本量ꎬ以增加研究的推广效

度ꎮ (２)在统计分析上ꎮ 本研究主要分析了个体层面

上心理素质的发展轨迹ꎬ但没有在群体层面上对心理

素质的发展类型差异进行探讨ꎮ 未来的研究可考虑

采用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ꎬ来探讨不同类别群体心理

素质的发展特征ꎮ (３)在变量选择上ꎮ 本研究主要探

讨了童年期心理素质这一单一变量的发展特征ꎬ而缺

少对于心理素质发展前因和后果变量的探讨ꎮ 未来

的研究可考虑探讨心理素质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共变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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