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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家庭因素对农民工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影响ꎬ为该群体的教育和社会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抽取上海市四~九年级 １ ６２３ 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生ꎬ进行家庭因素和问题行为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父亲学历、母亲学历、
现居住房屋面积、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住房类型对学生问题行为总分无影响(Ｂ 值分别为－０.２００ꎬ－０.４８６ꎬ－０.２０２ꎬ０.０１５ꎬ
０.３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男生问题行为总分高于女生ꎬ高年级随迁子女问题行为总分高于低年级ꎬ每周零花钱与问题行为总

分呈正相关ꎻ合住的家人、父母的教养方式对问题行为总分有影响(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家庭关系、家庭教养方式比家庭

经济条件对随迁子女学生问题行为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ꎬ应重视发展合理的家庭关系和教养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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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ꎬ农民工举家迁移成为常

态ꎬ随迁子女的规模急速增长ꎬ成为教育界最为关注

的特殊群体之一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

中农民工随迁子女有 １ ２９４.７３ 万ꎬ占整个义务教育学

生比例的 ９.３８％ꎬ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保持

在 ８０％[１] ꎮ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成长和教育ꎬ不仅是农民工工

作的重点ꎬ更是推进教育乃至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ꎮ
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ꎬ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各种心理、
行为问题高发的群体[２－４] ꎻ在户籍等制度性影响因素

之外ꎬ家庭文化是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关键变量[５] ꎮ

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港湾ꎬ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异

地生活、家庭成员的不同时在场、缺乏户籍保障等)会

给随迁子女的学习、生活适应带来诸多影响ꎬ甚至导

致问题行为[６] ꎮ 研究家庭因素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

之间的关系ꎬ有助于深入把握问题的发生机制ꎬ可以

为该群体的学习、生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ꎬ也是促进

该群体健康成长和城市融入、保障教育公平的认识

前提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在上海外

来人口比较集中的闵行、浦东、松江、宝山、奉贤、虹

口、嘉定、普陀、青浦、杨浦和闸北 １１ 个区县内各抽取

随迁子女较集中的小学、初中各 １ 所ꎬ从四~九年级中

每个年级抽取 １ ~ ２ 个班级的 ５０ 名学生ꎮ 共发放问卷

３ ５３４ 份ꎬ回收 ３ ５２３ 份ꎬ随迁子女有效问卷 １ ６２３ 份ꎮ
其中男生 ９２７ 名ꎬ女生 ６９６ 名ꎻ四年级学生 ２６９ 名ꎬ五

５２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年级 ２２８ 名ꎬ六年级 ３６７ 名ꎬ七年级 ２６４ 名ꎬ八年级 ２５４
名ꎬ九年级 ２４１ 名ꎻ父亲学历小学或以下的占 １７.５％ꎬ
初中占 ５４.８％ꎬ高中以上的占 ２７.７％ꎮ 母亲学历小学

或以下的占 ３２. ８％ꎬ初中占 ４７. ０％ꎬ高中以上的占

２０.１％ꎮ平均年龄(１２.９２±１.８２)岁ꎬ在上海平均生活时

间是(８.６８±３.４８)年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调查对象的基本

信息(性别、年龄、年级、在上海生活时间等)ꎻ(２)家庭

因素ꎬ包括父母亲学历、住房情况(住房数量、住房面

积)、在上海同住的家庭成员、每周零花钱、家庭耐用

消费品情况、父母的教养方式等变量ꎻ(３)随迁子女问

题行为调查量表ꎮ 该量表由笔者在前期调研的基础

之上、参考相关文献[２ꎬ６－７] 、结合随迁子女的生活实践

自制而成ꎮ 该量表为里克特式量表ꎬ共包括健康危险

行为、安全危险行为、违纪行为、冲突 / 攻击行为、消极

休闲行为 ５ 个分量表ꎻ每个分量表包含 ４ 个题项ꎬ共计

２０ 个题项ꎻ每个题项调查 １ 种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ꎬ
各题项设置相同的 ５ 个答案ꎬ分别是“从不” (１ 分) ~

“频繁”(５ 分)ꎮ
调查问卷的制订征求了多位专家的意见ꎬ并经过

２ 轮试发放ꎮ 依据调查结果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量表

进行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的 ５ 个公因子与 ５ 个

分量表的结构设置基本相符ꎻ各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在 ０. ５２８ ~ ０. ７０４ 之间ꎬ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为

０.８５７ꎮ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

信度ꎮ
１.３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建立数据库ꎻ采用多

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家庭因素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

的关系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问题行为　 学生违纪行为得分中位

数为 ６.５９ 分(满分 ２０ 分ꎬ其他类别相同)ꎬ健康危险行

为 ６.２９ 分ꎬ冲突 / 攻击行为 ７.６８ 分ꎬ安全危险行为 ５.４８
分ꎬ消极休闲行为 ９.８９ 分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调查对象问题行为发生频次构成(ｎ ＝ １ ６２３)

分类 具体问题行为 从不 很少 偶尔 经常 频繁
违纪行为 缺课 １ １１２(６８.８) ３８７(２３.９) １０２(６.３) ５(０.３) １１(０.７)

上课不认真听讲 ５６２(３５.１) ５７９(３６.１) ３６８(２３.０) ６６(４.１) ２８(１.７)
乱插队 １ ００９(６３.１) ４４１(２７.６) １１７(７.３) １３(０.８) １９(１.２)
乱穿马路 ８６８(５３.７) ４８７(３０.１) １９９(１２.３) ３６(２.２) ２６(１.６)

健康危险行为 不吃早餐 ７０６(４３.７) ４４３(２７.４) ３０４(１８.８) １１２(６.９) ５１(３.２)
熬夜 ６８３(４２.６) ４６５(２９.０) ２９９(１８.７) １１１(６.９) ４４(２.７)
吸烟 １ ５４２(９５.５) ４６(２.８) １８(１.１) ２(０.１) ７(０.４)
饮酒 １ ３０５(８１.４) ２１３(１３.３) ７１(４.４) ６(０.４) ９(０.６)

冲突 / 攻击行为 争吵 ４１８(２６.０) ６５８(４０.９) ４４６(２７.７) ６５(４.０) ２１(１.３)
打架 １ ０７３(６６.９) ３８０(２３.７) １１６(７.２) １９(１.２) １５(０.９)
说脏话 ４０８(２５.３) ６３３(３９.２) ４３５(２７.０) １００(６.２) ３７(２.３)
给别人起外号 ６７３(４２.１) ５６７(３５.５) ２４５(１５.３) ７７(４.８) ３５(２.２)

安全危险行为 走路低头玩手机 １ ０７６(６６.７) ２８７(１７.８) １７９(１１.１) ４９(３.０) ２２(１.４)
骑自行车不扶把手 １ ２１７(７６.１) ２０４(１２.８) １１５(７.２) ３８(２.４) ２５(１.６)
伤害自己 １ １８５(７３.４) ２６６(１６.５) １２１(７.５) ２３(１.４) ２０(１.２)
离家出走 １ ４６０(９１.１) ９９(６.２) ３１(１.９) ２(０.１) １０(０.６)

消极休闲行为 长时间玩电子游戏 ６８６(４２.５) ４６５(２８.８) ２６２(１６.２) １５０(９.３) ５０(３.１)
长时间上网 ５８６(３６.３) ５１３(３１.８) ３００(１８.６) １５４(９.５) ６０(３.７)
睡懒觉 ５９９(３７.１) ４４５(２７.６) ２７５(１７.０) ２５０(１５.５) ４５(２.８)
长时间看电视 ３８９(２４.０) ７７３(４７.６) ２９９(１８.４) １２７(７.８) ３５(２.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信息存在数据缺失ꎮ

２.２　 调查对象家庭因素对问题行为的影响　 以调查

对象的家庭因素(父母的学历、父母的教养方式、住房

情况、同住的家人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的种类数量

等)为自变量ꎬ以问题行为为因变量ꎬ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ꎮ 见表 ２ꎮ
　 　 男生在安全危险行为、违纪行为、冲突 / 攻击行

为、消极休闲行为以及问题行为总分上均高于女生ꎮ
高年级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高于低年级ꎮ 年龄、在上

海生活的时间与问题行为之间关联无统计学意义ꎮ
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住房类型、现居住房屋面

积、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与问题行为之间的关联无统

计学意义ꎮ 每周零花钱与健康危险行为、安全危险行

为、消极休闲行为和问题行为总分之间呈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父亲学历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各维度之间关联

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是母亲学历与随迁子女的冲突 / 攻
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之间呈负相关ꎮ 与家人同住的

方式对问题行为存在一定影响ꎬ相比与父亲、母亲同

住而言ꎬ只与父亲同住或者与不包括父母在内的其他

家人同住则会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ꎮ 相比民主

型的教养方式ꎬ溺爱型、专制型、忽视型和其他类型均

会增加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发生频度ꎮ

６２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表 ２　 家庭因素对学生问题行为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Ｂ 值ꎬｎ ＝ １ ６２３)

常数与自变量 健康危险行为 安全危险行为 违纪行为 冲突 / 攻击行为 消极休闲行为 问题行为总分
常数 ３.９８０∗∗ ３.４７０∗∗ ６.０５２∗∗ ７.７３３∗∗ ７.８８６∗∗ ２９.２６６∗∗

性别 －０.１６６ －０.４０８∗∗ －０.８４６∗∗ －１.０８６∗∗ －０.９９４∗∗ －３.５０９∗∗

年龄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０５
年级 ０.３６７∗∗ ０.１４５∗ ０.３２９∗∗ ０.３５６∗∗ ０.３０８∗∗ １.５６７∗∗

在上海生活时间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７
父亲学历 －０.１４０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７ －０.２００
母亲学历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２９１∗∗ －０.１７２∗ －０.４８６
每周零花钱 ０.１４５∗∗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８ ０.３１２∗∗ ０.７６４∗∗

住房类型 －０.１２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１２ ０.２５１ ０.３１４
现居住房屋面积 －０.０７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１ －０.２０２
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５
合住的家人
　 只与父亲合住 １.１７８∗∗ ０.９２７∗∗ ０.５１８ ０.９７２∗ ０.４５８ ４.８００∗∗

　 只与母亲合住 ０.９８８∗ ０.４８０ －０.１１０ ０.６１９ ０.８７９ ２.５０５
　 与多个家人合住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６０ ０.２２９ ０.４１６∗∗ ０.９８４∗

　 其他合住方式 ０.３３４ ０.６５６∗ ０.２６５ ０.９１２∗ ０.６６２∗ ３.２６６∗∗

父母教养方式
　 溺爱型 ０.４２４∗∗ ０.４６９∗∗ ０.４２４∗∗ ０.５９９∗∗ ０.５２３∗∗ ２.５３４∗∗

　 专制型 ０.９５２∗∗ ０.７８２∗∗ ０.６９５∗∗ １.２４２∗∗ ０.６７９∗∗ ４.４１８∗∗

　 忽视型 ０.７７５∗∗ ０.５０７∗ ０.４４４∗ １.１４３∗∗ ０.７２８∗∗ ３.６１６∗∗

　 其他教养方式 ０.５４２∗∗ ０.３５１∗ ０.３５４∗ ０.２８７ ０.４３４∗∗ １.９３８∗∗

　 注:∗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ꎻ合住的家人以只与父母合住为参照ꎬ父母教养方式以民主型为参照ꎮ

３　 讨论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是反映该群体健

康状况、生活适应以及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ꎮ “问题

行为”不仅属于越轨范畴ꎬ也带有病理色彩[６－７] ꎮ 在 ５
个问题行为类别中ꎬ发生频度由高到低依次是消极休

闲行为、冲突 / 攻击行为、违纪行为、健康危险行为和

安全危险行为ꎮ
在父母学历、父母教养方式、住房类型、现居住房

屋的面积、同住的家人情况、家庭耐用消费品情况等

家庭因素当中ꎬ父母教养方式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的

影响最为突出ꎬ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抵制问题行为的效

应最好ꎻ与家人同住情况对随迁子女问题行为也有一

定影响ꎬ随迁子女与父母同住更有助于降低问题行为

的发生ꎻ父母双方的学历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之间整

体无关联ꎬ但母亲学历高更有助于减少随迁子女的冲

突 / 攻击行为、消极休闲行为ꎻ家庭经济条件对随迁子

女问题行为无影响ꎬ但是家庭给予子女零花钱的多少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ꎮ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８] ꎬ父母教养方

式对儿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ꎬ包括智商[９] 、学业

自我效能[１０] 、心理健康[１１] 、学业成绩[１２] ꎮ 不合理的

教养方式可能导致儿童出现过度的攻击行为[８] 、学习

不良[１３] ꎬ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更容易采用消极的应对

方式[１４] ꎬ加重儿童的创伤症状[１５] 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ꎬ民主型教养方式对儿童的问

题行为有较好的抵制效果ꎬ而能够采用民主型教养方

式的农民工父母只占 ３２.８％ꎮ 由于农民工平时大多忙

于生计ꎬ无暇顾及子女ꎬ很少与子女沟通ꎬ容易产生矛

盾[１６] ꎬ再加上多数农民工学历程度有限ꎬ缺乏对子女

实施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技能基础ꎬ从而难以形成

合理的教养方式ꎮ
本文在大样本抽样调查基础之上ꎬ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方法ꎬ对家庭因素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行为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ꎬ发现在与随迁子女问题行为

有关的家庭因素当中ꎬ家庭关系(父母的教养方式、与
家人的同住情况)要比经济因素(住房情况、家庭耐用

消费品情况)和文化资本(父母的学历)对随迁子女的

问题行为具有更直接而深刻的影响ꎮ 提示对随迁子

女的研究以及随迁子女的教育、社会工作实践要进一

步关注家庭关系ꎬ回归日常生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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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４ ８２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９２.１０％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ｖｅｎ
ｄａｙｓ. ４３.２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ｏｕｒ ｈｏｕｒｓ ａ ｄａ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ｕｒ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 ｄａｙｓ
ｗａｓ ｕｐ ｔｏ ９２.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ＯＲ ＝ １.５７８ꎬ
９５％ＣＩ＝ １.２２１－２.０３９)ꎬ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ｅｄ(ＯＲ ＝ １.５２９ꎬ ９５％ＣＩ ＝ １.１４４－２.０４２)ꎬ ｓｍｏｋｉｎｇ￣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ＯＲ ＝ １.３８４ꎬ ９５％ＣＩ ＝ １.０８７－
１.７６)ꎬ ｂｅｅｎ ｂｕｌｌｉｅｄ(ＯＲ＝ １.６３８ꎬ ９５％ＣＩ＝ １.２４８－２.１４)ꎬ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Ｒ ＝ ３.７３２ꎬ ９５％ＣＩ ＝ ２.９８４－４.６６８)ꎬ ｇａｍｂｌｉｎｇ
(ＯＲ＝ １.５９５ꎬ ９５％ＣＩ＝ １.２６４－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ｅｅｌｉｎｇ ｌｏｎｅｌｙꎬ ｕｎｈａｐｐ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Ｒ
＝ １.８５６ꎬ ９５％ＣＩ＝ １.３５８－２.５３８) ａｎｄ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ｓａｄ (ＯＲ＝ ２.１８２ꎬ ９５％ＣＩ＝ １.６９３－２.８１２) ｒａｉｓｅｄ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ꎻ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ꎻ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ꎻ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网络成瘾亦称网瘾ꎬ是指由于长时间习惯性地沉

浸在网络中ꎬ对互联网产生强烈的依赖ꎬ以至于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自我解脱的行为和心理状态的

一种现象[１] ꎮ 网络成瘾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ꎬ是
家庭、学校乃至社会不可忽视的现象ꎮ 研究表明ꎬ沉
迷于网络的学生学习成绩更差ꎬ有更多的轻生念头、
烦躁不安、闷闷不乐等情绪变化ꎬ甚至出现自杀事

件[２－３] ꎮ 为了解深圳市青少年学生网络成瘾情况ꎬ笔
者于 ２０１３ 年在深圳市开展为期 ０.５ 年的调查研究ꎬ为

８２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第 ３７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