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的、有针对性地训练和引导ꎬ特别是当学生遭遇失

败和挫折时ꎬ帮助学生科学分析失败的内外因素ꎬ鼓
励学生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学业的成败ꎬ远离习得性无

助ꎬ尽早预防学习倦怠的产生ꎬ可以有效减少消极心

理状况的出现ꎬ助力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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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侨留守儿童主要分布在我国浙江、福建、广东

等沿海地区ꎬ该群体相对特殊ꎬ而且数量庞大并逐年

增加ꎬ其父母一方或双方长居国外ꎬ与其他留守儿童

相比ꎬ虽有相对优越的经济条件ꎬ但缺少家庭教育资

源ꎬ更缺乏与父母的心理互动[１] ꎮ 孤独感是他们报告

最多的内在情绪体验[２] ꎮ 以往研究认为ꎬ留守经历对

他们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处于弥漫性的、消极的心

理状态可能会导致适应不良[３] ꎮ 然而ꎬ一定程度的孤

独体验可能对青少年的成长有积极作用ꎮ 此外ꎬ适应

也不应该只是被动的ꎬ尤其是有负性成长经历的留守

儿童ꎬ如果缺乏面向未来的积极适应观ꎬ将对其成长

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４] ꎮ 研究发现ꎬ心理弹性、安全

感、自尊、心理控制等积极的心理因素对留守儿童的

适应产生积极影响[５－６] ꎮ 本研究探索华侨留守儿童孤

独感与积极心理品质、前瞻适应的关系ꎬ为促进华侨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１１ 月ꎬ在浙南地区青田

县、莲都区调查了 ４ 所侨乡小学 ４８５ 名三至五年级华

侨留守儿童ꎮ 由 ２ 名心理学博士带领 ２ 名本科生ꎬ在
征得学校、监护人及学生本人的同意下ꎬ发放问卷和

知情同意书ꎮ 以年级为单位集体施测ꎬ共发放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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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５ 份ꎬ回收 ４８５ 份ꎬ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 １００％ꎮ 其

中三年级学生 １１３ 名ꎬ四年级 １９１ 名ꎬ五年级 １８１ 名ꎻ
男生 ２５８ 名ꎬ女生 ２２７ 名ꎮ 年龄为 ９ ~ １４ 岁ꎬ平均

(１０ ５３±０ ７８)岁ꎮ 调查者当场对问卷施测过程中的

疑问进行解释ꎬ并当场回收所有问卷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儿童孤独感量表 　 该量表由 Ａｓｈｅｒ 等于 １９８４
年编制[７] ꎬ共有 ２４ 个条目ꎬ其中 １６ 个条目用于评定孤

独ꎬ８ 条是为了营造轻松测试氛围的插入项目ꎮ 量表

采用 １(一直这样) ~ ５(绝非这样)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记分ꎬ总
分为 １６ ~ ８０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孤独感越强ꎻ按照总分

可分为:低孤独水平(≤２７ 分)、一般孤独水平(２８ ~ ３６
分)、高孤独水平(３７ ~ ４５ 分)、严重孤独水平( ≥４６
分)ꎮ 在本研究中ꎬ与孤独相关的 １６ 条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５ꎮ
１.２.２　 青少年前瞻适应量表　 该量表由缪佩君[８] 于

２００９ 年编制ꎬ包括学习前瞻、适应前瞻 ２ 个维度ꎬ每个

维度各有 １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１(非常不符合) ~ ４(非常符

合)Ｌｉｋｅｒｔ ４ 点评分ꎬ总分为 ２０ ~ ８０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

前瞻适应越好ꎮ 在本研究中ꎬ量表总分及 ２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５ꎬ０.６４ꎬ０.６６ꎮ
１.２.３　 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 　 该量表由官群

等[９]于 ２００９ 年编制ꎬ共 ６１ 个条目ꎬ包含创造力、求知

力、思维与观察力、真诚、执着、爱、友善、领导力、合作

力、宽容、谦虚、持重、心灵触动、幽默风趣、信念与希

望 １５ 个品质ꎬ并组成智慧与知识、勇敢、人性、公正、节
制、超越 ６ 个维度ꎮ 问卷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从 ５(非
常像我) ~ １(非常不像我)ꎮ 在本研究中ꎬ量表总分及

６ 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５ꎬ０.７８ꎬ０.７８ꎬ
０.７４ꎬ０.８１ꎬ０.８０ꎬ０.７９ꎮ
１.３　 统计方法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描述统计、方差

分析、相关分析ꎻ采用 ＡＭＯ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中介效应

分析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水平　 处于低孤独感水平

的华侨留守儿童有 ２３３ 人ꎬ占 ４８.０４％ꎻ一般孤独水平

的有 １０１ 人ꎬ占 ２０. ８３％ꎻ高孤独水平的有 ７６ 人ꎬ占

１５ ６７％ꎻ严重孤独水平的有 ７５ 人ꎬ占 １５ ４６％ꎮ ２(性

别) ×３(年级)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ꎬ孤独感在性

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１ꎬ４７８) ＝ ０ ２４ꎬＰ> ０ ０５]ꎻ在
年级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ꎬ４７８) ＝ ４ ９８ꎬＰ< ０ ０１]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三年级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

高于五年级学生ꎮ
２.２　 不同孤独感水平华侨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和

前瞻性适应的差异　 结果发现ꎬ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及

各维度、前瞻适应总分及各维度在孤独感水平上差异

均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基于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算法的 Ｐｏｓｔ￣Ｈｏｃ 检验结果表明ꎬ智慧与知识维度在低

水平孤独感和高水平孤独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
勇敢、人性和节制 ３ 个维度及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在低

水平和高水平、严重孤独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
公正维度在低水平孤独感和严重孤独感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ꎻ超越维度和前瞻适应总分及其 ２ 个维度

在低水平和一般水平、高水平、严重孤独感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孤独感水平华侨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和前瞻适应得分比较(ｘ±ｓ)

孤独感 人数
积极心理品质

智慧与知识 勇敢 人性 公正 节制 超越 总分

前瞻适应

学习 适应 总分
低 ２３３ ２４.４４±７.６３ ２８.７５±６.７７ １７.４２±５.８５ ２１.２９±７.３９ １８.３２±６.２９ ２０.１９±６.０５ １３０.３９±３４.６７ ２１.９３±４.９３ １９.４７±４.２３ ４１.３９±８.３３
一般 １０１ ２６.５５±７.７７ ３０.０１±６.９９ １８.９４±５.５５ ２１.９２±６.９５ １９.９７±６.５１ ２２.６６±６.１２ １４０.０６±３３.４５ ２４.９７±４.６９ ２２.３４±３.９０ ４７.３１±７.４９
高 ７６ ２８.４５±６.０６ ３１.８９±６.４３ ２０.１７±４.８３ ２３.２８±６.２７ ２２.３３±６.７５ ２３.８８±６.３６ １５０.００±２８.８０ ２６.８０±４.８０ ２３.２１±３.６４ ５０.０１±７.５９
严重 ７５ ２６.７３±７.２２ ２９.７５±７.２２ １９.５３±６.１９ ２４.０３±７.００ ２１.０９±６.５０ ２５.０７±７.４３ １４６.２０±３３.２０ ２６.９７±６.３１ ２３.７３±４.６８ ５０.７１±１０.２１
Ｆ 值 ６.６６ ４.１９ ６.０１ ３.５９ ９.０２ １４.７６ ８.９７ ３０.１３ ３１.１５ ３７.２３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积极心理品质和前瞻性适

应的相关分析　 见表 ２ꎮ

表 ２　 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和前瞻

适应与积极心理品质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４８５)

变量　 　
智慧

与知识
勇敢 人性 公正 节制 超越 总分

前瞻适应 学习 ０.２３２ ０.１８３ ０.２４４ ０.２５１ ０.２１０ ０.３３０ ０.２８６
适应 ０.２９３ ０.２４６ ０.３２９ ０.２９４ ０.２６８ ０.３７７ ０.３５６
总分 ０.２８２ ０.２３０ ０.３０６ ０.２９３ ０.２５６ ０.３８１ ０.３４５

孤独感　 ０.１８２ ０.１３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４ ０.２３６ ０.３１７ ０.２４５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及前瞻适应与积极心理品

质各维度及总分之间均存在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
孤独感与前瞻适应各维度及总分亦均存在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７７ꎬ０.３８１ꎬ０.４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　 华侨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对前瞻适应的影

响ꎬ以及积极心理品质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ꎬ根据

研究假设建立结构方程模型ꎬ以孤独感为外因潜变

量、积极心理品质为中介潜变量、前瞻适应为内因潜

变量ꎮ 见图 １ꎮ 模型的拟合指数为:χ２ / ｄｆ ＝ ３.５４５ꎬＧＦＩ
＝ ０.９６０ꎬＮＦＩ ＝ ０.９６４ꎬＩＦＩ ＝ ０.９７４ꎬＣＦＩ ＝ ０.９７４ꎬＰＣＦ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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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７６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７３ꎮ 各指标都达到了测量学的要

求ꎬ表明此模型拟合度良好ꎮ 路径分析发现ꎬ引入积

极心理品质变量后ꎬ孤独感对前瞻适应仍具有预测作

用ꎬ效应大小为 ０.３７ꎻ通过积极心理品质ꎬ孤独感对前

瞻适应产生了间接预测作用ꎬ效应大小为 ０.０８ꎮ 表明

华侨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在孤独感与前瞻适应

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ꎬ效应比为 ２２.４９％ꎮ

图 １　 华侨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在孤独感与前瞻适应间的中介效应

３　 讨论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ꎬ孤独感得分在一般水平及以

上的华侨留守儿童占总样本的 ５１.９６％ꎬ高孤独感和严

重孤独感的占 ３１.１３％ꎬ说明华侨留守儿童普遍感到孤

独且水平较高ꎮ 华侨留守儿童大多与祖辈或者是亲

戚生活在一起ꎬ缺少父母的亲情关爱ꎬ遇到令人烦恼

的事情大多藏在心里ꎬ导致他们感到内心孤独、无

助[１０] 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与其他学者对国内留守儿童

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１] ꎬ华侨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随年级增

高而递减ꎬ这可能得益于社会学习的结果ꎮ
在对华侨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和前瞻适应的

分析发现ꎬ积极心理品质总分及各维度、前瞻适应总

分及各维度在孤独感水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总

体呈现出积极心理品质和前瞻适应在高孤独感和严

重孤独感上的得分高于低孤独感的特点ꎮ 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ꎬ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积极心理品质、
前瞻适应总分及各维度均呈正相关ꎬ孤独感水平越

高ꎬ积极心理品质与前瞻性适应水平越高ꎮ 建立的以

孤独感为外因潜变量、积极心理品质为中介潜变量、
前瞻适应为内因潜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ꎬ路
径分析结果表明ꎬ积极心理品质在孤独感对前瞻适应

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按照埃里克森提出的发展阶段论ꎬ小学阶段是自

我成长最为关键的阶段[１２] ꎮ 在同伴竞争的压力下ꎬ儿
童的勤奋感增强ꎬ 在学习成绩、获取老师关注、体育比

赛等各方面与同龄人展开竞争ꎮ 儿童在这个过程中

的成功体验ꎬ不断形成积极的心理品质ꎬ对未来充满

希望ꎮ 本研究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ꎬ过去的研

究过度地关注了留守经历对儿童心理行为的负性影

响ꎬ而以上影响可能不是留守儿童独特的表现ꎬ而是

儿童的共性[１３] ꎮ
此外ꎬ社会支持是影响儿童孤独感的重要因

素[１４] ꎮ 华侨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好ꎬ且处于

经济发达地区ꎬ不管是学校的硬件条件、师资力量ꎬ还
是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ꎮ 因

此ꎬ他们更容易获得家庭外的社会支持ꎬ有助于他们

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ꎬ促进未来适应ꎮ
综上所述ꎬ华侨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对积极心理品

质、前瞻适应都有预测作用ꎬ且积极心理品质在孤独

感对前瞻适应的预测作用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提示

对待有负性成长经历的儿童ꎬ应以积极的眼光去发现

他们积极的方面ꎬ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何毅.侨乡留守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浙江青田县为例[ Ｊ] .

中国青年研究ꎬ２００８ꎬ１０:５３－５７.
[２] 　 赵景欣ꎬ申继亮.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抑郁、孤

独[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１ꎬ１９(４):５１５－５１７.
[３] 　 周宗奎ꎬ赵冬梅ꎬ陈晶ꎬ等.童年中期儿童社交地位、社交自我知觉

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Ｊ] .心理发展与教育ꎬ２００３ꎬ１９(４):７０－７４.
[４] 　 缪佩君ꎬ程奇.青少年前瞻适应现状研究[ Ｊ]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ꎬ２０１１ꎬ３３(６):３７－４０.
[５] 　 黄成毅ꎬ廖传景ꎬ徐华炳ꎬ等.华侨留守儿童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

安全感的作用[Ｊ] .中国卫生统计ꎬ２０１６ꎬ３３(１):１０２－１０４.
[６] 　 王楠ꎬ韩娟ꎬ丁慧思ꎬ等.农村在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

[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９):１３２０－１３２３.
[７] 　 汪向东ꎬ王希林ꎬ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Ｍ].北

京:心理卫生杂志社ꎬ１９９９:３０３－３０５.
[８] 　 缪佩君.青少年前瞻适应量表的编制及状况研究[ Ｄ].福州:福建

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９.
[９] 　 官群ꎬ孟万金.中国中小学生积极心理品质量表编制报告[ Ｊ] .中

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０９(４):７０－７６.
[１０] 范兴华ꎬ何苗ꎬ陈锋菊.父母关爱与留守儿童孤独感:希望的作用

[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４):７０２－７０５.
[１１] 段宝军.３－６ 年级留守儿童孤独感与社交焦虑关系研究[ Ｊ] .宁波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２０１４ꎬ３６(５):１５－１９.
[１２] 张万敏.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对中小学教育的启示[ Ｊ] .辽宁行

政学院学报ꎬ２００９ꎬ１１(２):６９－７０.
[１３] 李晓芸ꎬ班永飞.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心理品质的调查:基于一般儿

童的比较[Ｊ] .安顺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１６(６):１０６－１０８.
[１４] 张更立.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与社会适应的关系:感恩的中介作

用[Ｊ] .教育研究与实验ꎬ２０１７(３):２５－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５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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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