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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态度指学生对学校的积极或消极情感体验ꎬ
是学生对学校的主观感受[１] ꎮ 学校态度是影响学生

行为的重要变量ꎬ消极学校态度能正向预测学业不良

和问题行为[２－３] ꎬ与学生辍学、青少年犯罪问题存在密

切相关[４－５] ꎮ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是一种个体正确看待

问题、评价自己ꎬ并运用各种技能有效解决生活中的

真实问题ꎬ以促进自身良好适应的能力[６] ꎮ 问题解决

能力低下能负向预测攻击性行为[７] ꎮ 有研究者认为

问题行为是一种适应不良的问题解决方式[８] ꎮ 而问

题解决技能是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
个体在实际问题解决中所需要的技能[９] ꎮ

有研究发现ꎬ对学校抱有消极态度的学生缺乏良

好的师生、同伴关系ꎬ以及相应的社会支持[１０] ꎬ直接影

响问题解决技能中的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ꎬ也影响了

学生在学校环境中对问题解决技能的学习ꎬ使学生容

易采取如攻击、冲动或逃避等错误的方式解决问题ꎬ
从而增加问题行为的发生率ꎮ 本研究拟探讨中学生

学校态度、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与问题行为的关系ꎬ以
期为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下旬ꎬ采用分层整群取样

方法ꎬ分别选取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 ２ 座城市ꎬ即
北京、广州、武汉、哈尔滨、西安、昆明ꎮ 再选取 ６ 座城

市的初一、初二、高一和高二年级学生ꎬ各城市每个年

级抽取 ２ 个班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ꎮ 共调查

学生 １ ７５６ 名ꎬ剔除无效作答问卷后ꎬ有效问卷共

１ ６１１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７４％ꎬ其中初一学生 ４６８ 名ꎬ初
二学生 ４３１ 名ꎬ高一学生 ３９３ 名ꎬ高二学生 ３１８ 名ꎬ年
级信息缺失 １ 名ꎻ男生 ７４３ 名ꎬ女生 ８２５ 名ꎬ缺失性别

信息 ４３ 名ꎮ 年龄 １０ ~ １９ 岁ꎬ平均(１４.３±１.８)岁ꎮ
１.２　 方法　 首先对北京地区 ９００ 名中学生进行预试ꎬ
根据预试结果修订问卷ꎬ然后正式施测ꎮ 采用纸笔测

验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ꎮ 每班由 ２ 名主试共

同主持完成ꎬ统一指导语并予以解释说明ꎮ 施测前向

被试说明施测的内容和目的ꎬ并取得被试的同意ꎮ 本

调查通过了北京林业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ꎮ
１.２.１　 学校态度问卷　 采用 Ｌａｄｄ 等[１１] 、屈智勇等[１２]

修订的学校喜欢和回避量表ꎬ主要用于测量学生对学

校的喜欢或逃避程度ꎬ包括学校喜欢与学校回避 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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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ꎬ其中喜欢维度 ４ 个项目ꎬ回避维度 ６ 个项目ꎬ问
卷采用 ５ 级评分ꎬ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

记作 １ ~ ５ 分ꎮ 回避维度反向计分后加上学校喜欢维

度分ꎬ即为学校态度量表总分ꎮ 得分越高ꎬ学校态度

越好ꎮ ２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０. ８４ 和

０.８８ꎮ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８ꎬＮＮＦＩ ＝ ０.９７ꎬＧＦＩ ＝ ０.９７ꎬ项目因子载荷在 ０.５３ ~
０.８６ 之间ꎬ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ꎮ
１.２.２　 社会问题解决技能问卷　 采用杨颖[１３] 编制的

青少年社会问题解决技能问卷ꎬ用于评估个体在特定

的问题情境中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ꎬ通过人际互动实

现目标的能力ꎮ 包括计划制定、人际沟通和支持寻求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６ 题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ꎬ从“完全不符合”到

“完全符合”分别记 １ ~ ５ 分ꎬ按维度计算各题目的平均

分ꎮ 得分越高ꎬ个体社会问题解决技能越强ꎮ 问卷内

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７２ ~ ０.８６ 间ꎮ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６ꎬＣＦＩ＝ ０.９４ꎬＮＮＦＩ ＝ ０.９２ꎬ项目因子

载荷在 ０.５８ ~ ０.８１ 之间ꎬ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ꎮ
１.２.３　 问题行为问卷 　 采用方晓义等[１４] 编制ꎬ侯珂

等[１５]修订的青少年问题行为问卷ꎬ用于考察扰乱他人

并妨碍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日常行为ꎮ 按照问题行

为的性质ꎬ分为轻度问题行为(如不完成作业、抄作业

等)和重度问题行为(如离家出走、进出成人娱乐场

所、偷骗别人的财物等)２ 个维度ꎮ 修订后共 １９ 道题

目ꎮ 问卷采用 ５ 级评分ꎬ从“从未发生”到“总是”分别

记 １ ~ ５ 分ꎬ计算总平均分ꎮ 得分越高ꎬ表明个体的问

题行为越多ꎮ 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３ 和

０.８１ꎬ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１ꎬ
ＧＦＩ＝ ０.９５ꎬＮＦＩ ＝ ０.９１ꎬＮＮＦＩ ＝ ０.９０ꎬ符合心理测量学

标准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软件

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ꎮ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进

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１６] 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分析变

量间的相关关系ꎮ 在 Ｍｐｌｕｓ ７.０ 中进行结构方程模型ꎬ
检验变量间的中介效应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分析后

发现ꎬ特征值大于 １ 的公因子有 ２４ 个ꎬ且第 １ 个公因

子只解释了方差的 ２０.４３％ꎮ 由此可见ꎬ共同方法偏差

对本研究结果并未造成太大影响ꎮ
２.２　 中学生学校态度、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和问题行为

的关系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分析发现ꎬ各维度或变

量间两两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其中轻度问题行为

和重度问题行为与其他维度呈负相关ꎬ学校态度、计

划制定、人际沟通与支持寻求呈两两正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学生学校态度社会问题

解决技能和问题行为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１ ６１１)

变量 学校态度 计划制定 人际沟通 支持寻求
轻度问

题行为
计划制定 ０.３４
人际沟通 ０.３２ ０.５７
支持寻求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８
轻度问题行为 －０.４４ －０.２９ －０.１８ －０.１１
重度问题行为 －０.３０ －０.１１ －０.０８ －０.１４ ０.５６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在学校态度对问题行

为预测时的中介作用　 以学校态度为预测变量、社会

问题解决技能 ３ 个维度为中介变量ꎬ问题行为 ２ 个维

度为结果变量ꎬ做结构方程模型ꎮ 结果表明ꎬ各项拟

合指数分别为 χ２ / ｄｆ＝ ６.３６９ꎬＲＭＳＥＡ＝ ０.１０ꎬＮＦＩ ＝ ０.９４ꎬ
ＣＦＩ＝ ０.９５ꎬＮＮＦＩ ＝ ０.８９ꎬＧＦＩ ＝ ０.９７ꎬ达到心理测量学

标准ꎮ 学校态度可以负向预测问题行为(β ＝ －０.４２ꎬＰ
<０.０１)ꎬ也可以正向预测社会问题解决技能(β ＝ ０.４６ꎬ
Ｐ<０.０１)ꎬ社会问题解决技能负向预测问题行为(β ＝
－０.１２ꎬＰ<０.０１)ꎮ 同时ꎬ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在中学生

学校态度对问题行为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

应为( － ０. １２ × ０. ４６) / ( － ０. ４２ － ０. １２ × ０. ４６) ＝ １６. ０％ꎮ
见图 １ꎮ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检验发现ꎬ从学校态度到问题行为的标

准间接效应的 ９５％ＣＩ 为－０.１０ ~ －０.０２ꎬ区间不包含 ０ꎬ
Ｐ<０.０５ꎬ故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１７] ꎮ

图 １　 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技能

在学校态度对问题行为预测间的中介作用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中学生学校态度、社会问题解决技

能和问题行为之间相关有统计学意义ꎬ即学校态度越

积极ꎬ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就越强ꎬ问题行为越少ꎬ与以

往研究相似ꎮ 学校态度、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和问题行

为都可以看成是衡量学生学校适应的重要指标[１８－１９] ꎬ
可能是由于对学校抱有积极态度的学生ꎬ能从社会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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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或同伴关系中学习到恰当的社会问题解决技能ꎬ避
免了问题行为的发生ꎮ 还可能是由于存在问题行为

的学生倾向于使用冲动、暴力或回避的方式来应对问

题ꎬ未关注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习得ꎬ也容易在学校

中体验到消极环境ꎬ因此对学校抱有厌恶回避的消极

态度ꎮ 总的看来ꎬ３ 个变量间关系密切ꎬ但关系的方向

性还不确定ꎬ将在下一步研究中进行探讨ꎮ
本研究发现ꎬ中学生学校态度和社会问题解决技

能均能负向预测问题行为ꎬ学校态度还会通过社会问

题解决技能间接影响问题行为ꎬ即社会问题解决技能

在学校态度与问题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首先ꎬ学
校态度对问题行为有直接效应ꎮ 消极的学校态度是

对学校规则、环境的一种不认同ꎬ对学校抱有消极态

度的中学生更可能通过一些违反学校规则的行为来

表现对学校的抵触[２０] ꎮ 因此ꎬ有消极学校态度的学生

发生问题行为的概率更高ꎬ与以往研究相符[１] ꎮ 其

次ꎬ学校态度还会通过影响社会问题解决技能间接作

用于问题行为ꎮ 根据情绪扩展建立模型ꎬ积极情绪可

以扩展个体的认知和行为方式ꎬ增加反应灵活性和问

题解决方法[２１] ꎮ 有积极学校态度的学生能和老师、同
学建立起良好的人际互动ꎬ获得积极的交往经验ꎬ能
学习到更多的恰当的问题解决技能ꎬ较强的技能有助

于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概率ꎻ反之ꎬ学校态度消极的

学生可能难以融入到学校班级环境ꎬ更容易隐藏他们

的困难ꎬ减少了获得帮助和学习的机会ꎮ 另一方面有

可能与不良同伴建立关系ꎬ不仅阻碍了恰当问题解决

技能的习得ꎬ还使他们发展出问题行为ꎮ 提示学校态

度对问题行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行为ꎬ还会通过

改变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水平进而表现出适应性行

为或问题行为ꎮ 但社会问题解决技能只起部分中介

作用ꎬ说明学校态度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多样的ꎬ可
能还受其他变量的影响ꎮ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１)学校态度测量的是个

体对学校的态度反映ꎬ强调的是学校环境作用于学生

之后学生的一种反应ꎬ并非是直接的学校环境ꎬ未来

研究可以考虑学校气氛、班级环境等学生直接体验到

的环境ꎮ (２)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断面研究ꎬ由于数据

本身的限制ꎬ探讨变量关系时ꎬ只是假设了一种理论

上最有可能的作用机制ꎬ依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变量

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ꎮ 因此ꎬ本研究提出的作用模式

还需要纵向研究或交叉滞后设计予以进一步证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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