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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特征及其背景影响因素ꎬ为学习困难儿童的心理与教育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江西省 ３ 城市 ６ 所小学 １ ３５４ 名四 ~ 六年级小学生ꎬ采用学习障碍儿童筛查量表、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自我意识量表和自编问卷进行测评ꎮ 结果　 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得分低于正常儿童( ｔ ＝ －１３.２０ꎬＰ<０.０１)ꎬ自我意识总

分偏低者(得分<４６ 分)比例高达 ６４.７９％ꎮ 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总分方面ꎬ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ｔ ＝ － ２.３２ꎬＰ<
０.０５)ꎬ母亲民主型教养方式高于权威型、专断型和溺爱型家庭(Ｆ ＝ －２.３２ꎬＰ<０.０１)ꎬ自我意识总分在性别、生源地、是否留

守儿童、父母文化水平及父亲教养方式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ꎻ自我意识量表行为因子得分上非独生子女、非留守儿童高

于独生子女与留守儿童( ｔ 值分别为－２.０１ꎬ －２.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自我意识量表智力与学校情况因子得分上父母大专及以

上文化水平的儿童得分高于其他文化水平的儿童(Ｆ＝ －３.８６ꎬＰ<０.０５)ꎻ自我意识量表焦虑因子得分上男生、城镇生源、非独

生子女的学习困难儿童高于女生、农村生源、独生子女的儿童( ｔ 值分别为 ４.９８ꎬ２.５７ꎬ－３.０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母亲民主型教

养方式的儿童高于其他教养方式的儿童(Ｆ＝ ３.２１ꎬＰ<０.０５)ꎻ自我意识量表合群因子得分上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ｔ ＝ －
２.８８ꎬＰ<０.０１)ꎬ父亲民主教养方式、母亲民主教养方式高于父母其他教养方式儿童(Ｆ 值分别为 ３.２４ꎬ２.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
自我意识量表幸福与满足因子得分父母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高于其他文化水平、母亲民主型教养方式高于其他教养方式

(Ｆ 值分别为 ３.７０ꎬ８.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ꎬ母亲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的因素(Ｂ
＝ ２.５８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亟待提高ꎬ母亲教养方式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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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１２ＹＪＡ１９００１７)ꎻ江西省

２０１２ 年高校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ＸＬ１２０３)ꎻ江西省社

会科学研究“十二五”(２０１３ 年)规划项目(１３ＪＹ４４)ꎮ
【作者简介】 　 刘小珍(１９８５－　 )ꎬ女ꎬ江西省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学校心理卫生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ꎮ
【通讯作者】 　 唐宏ꎬＥ￣ｍａｉｌ:ｐｓｙｔｈ＠ １６３.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０.０１９

　 　 伴随国家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群体文化水平的提

高ꎬ社会大众对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不断深入ꎮ 学习

困难儿童自我意识是学习困难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

个重要方面ꎮ 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我、自我与他人

关系的知觉和认识ꎬ是影响个体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影

响因素[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１０ ~ １５ 岁是个体自我意识发

展的关键期[２] ꎬ小学生个体自我意识与学习成绩、家
庭关系等存在重要相关[３－５] ꎬ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

４０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３７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１０



各方面低于正常儿童[６－８] ꎮ 但有部分研究表明ꎬ学习

困难儿童自我意识除了与学业有关的因子如智力与

学校情况、行为上低于普通儿童ꎬ在躯体外貌与属性、
幸福与满足等方面研究各结果不一致[９－１１] ꎮ Ｄｕｒｒａｎｔ
等研究同样支持了该研究结果ꎬ表明不存在行为混乱

的学习困难儿童的朋辈自我概念水平与普通儿童并

无差异ꎮ 笔者通过调查小学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

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以期为学习困难儿童的心理

与教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抽取

江西省南昌市、赣州市、宜春市 ６ 所小学四~六年级学

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城市 ３ 所ꎬ农村 ３ 所ꎬ每所学校

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班级所有在校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共
计 １ ４８０ 名学生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３５４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４９％ꎮ其中男生 ７４６ 名ꎬ占 ５５.１％ꎻ女生 ６０８ 名ꎬ占
４４.９％ꎮ 独生子女 ２０９ 名ꎬ占 １５.４％ꎻ非独生子女 １ １４５
名ꎬ占 ８４.６％ꎮ 城镇户口学生 ４６７ 名ꎬ占 ３４.５％ꎻ非城

镇户口学生 ８８７ 名ꎬ占 ６５.５％ꎮ 留守儿童 ３０６ 名ꎬ占
２２.６％ꎻ非留守儿童 １ ０４８ 名ꎬ占 ７７.４％ꎮ 父母文化水

平(以父母中较高文化水平一方为准)为小学及以下

的学生 ２２７ 名ꎬ占 １６.８％ꎻ父母文化水平为中学或中专

文化水平的学生 ９４７ 名ꎬ占 ６９.９％ꎻ父母文化水平为大

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学生 １８０ 名ꎬ占 １３.３％ꎮ 父亲教

养方式为权威型学生 ６２８ 名ꎬ占 ４６.４％ꎻ教养方式为专

断型学生 ４０６ 名ꎬ占 ３０.０％ꎻ教养方式为溺爱型学生

２３３ 名ꎬ占 １７. ２％ꎻ教养方式为忽视型学生 ８７ 名ꎬ占
６.４％ꎮ母亲教养方式为权威型学生 ４８２ 名ꎬ占 ３５.６％ꎻ
教养方式为专断型学生占 ３５.０％ꎻ教养方式为溺爱型

学生 ３１３ 名ꎬ占 ２３.１％ꎻ教养方式为忽视型学生 ８５ 名ꎬ
占 ６.３％ꎮ 年龄为 ８ ~ １３ 岁ꎬ平均年龄(９.９６±１.０３) 岁ꎮ
通过瑞文智力测验[１２] 与学习障碍儿童量表筛选出学

习困难儿童 １４０ 名(１０.３％)ꎮ
学习困难儿童入选标准:(１)瑞文智力测验在 ９０

分以上ꎻ(２)学习障碍量表得分≤６５ 分ꎻ(３)上学期期

末考试语文、数学成绩位于班级第 １０ 百分位及以下ꎻ

(４)无躯体疾病和精神障碍等其他严重病症ꎮ
１.２　 方法　 主试在学校的帮助下ꎬ取得家长的知情同

意ꎬ发放相关问卷ꎮ 学习障碍筛查量表( ＰＲＳ)经由班

主任接受统一培训后根据量表情况对儿童进行逐一

评定ꎮ 瑞文智力测验和 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自我意识量表由

心理学专业高年级学生担任主试进行统一测验ꎬ所有

问卷严格按照规定标准进行评分ꎮ
１.２. １ 　 学习障碍儿童筛查量表 ( Ｐｕｐｉ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ＰＲＳ) 　 共

２４ 条项目构成ꎬ每项采用 １ ~ ５ 分评分ꎮ 该量表包含

听觉的理解和记忆、语言、时间和方位的判断、运动能

力、社会行为 ５ 个功能区ꎮ 其中前 ２ 项合并为言语性

分量表ꎬ后 ３ 项合并为非言语性分量表ꎮ 言语性分量

表≤２０ 分、非言语性分量表≥４０ 分则为言语型学习困

难儿童ꎬ非言语性量表≤４０ 分且言语性量表≥２０ 分则

为非言语型学习困难儿童ꎬ总量表得分≤６５ 则为综合

型学习困难儿童ꎮ 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０.９０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１３] ꎮ
１.２.２　 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ｃａｌｅꎬＰＨＣＳＳ) 　 该量表包含 ８０ 个项目ꎬ共计

６ 个因子ꎬ即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
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ꎬ量表得分越高表明自我评价

越好ꎮ 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０.８１８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８[１４] ꎮ
学习困难儿童影响因素赋值为生源地:１ ＝农村ꎬ２

＝城市ꎻ是否独生子女:１ ＝是ꎬ２ ＝否ꎻ父母亲教养方式:
１ ＝专制型ꎬ２ ＝放任型ꎬ３ ＝ 溺爱型ꎬ４ ＝ 民主型ꎻ父母文

化水平:１ ＝小学及以下ꎬ２ ＝ 中学或中专ꎬ３ ＝ 大专及以

上ꎻ是否留守儿童:１ ＝是ꎬ２ ＝否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５.０ 软件进行描述统

计、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习困难儿童与正常儿童自我意识得分比较　
学习困难组儿童在自我意识各项得分均低于普通儿

童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习困难儿童与正常儿童自我意识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行为 智力 躯体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总分
学习困难 １４０ ９.７８±３.１２ ６.２８±２.７３ ４.４４±２.６１ ７.５９±３.０１ ６.８６±２.２３ ５.９５±２.０２ ４１.３８±１０.１４
正常 １ ２１４ １２.５３±２.６３ ９.６１±３.７ ６.３４±３.１４ ９.２８±２.７６ ８.４９±２.０６ ７.２８±１.７９ ５４.０６±１０.８３
ｔ 值 －１０.０６ －１３.１４ －８.１６ －６.８３ －８.７９ －７.４６ －１３.２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得

分比较　 对学习困难儿童背景因素进行比较发现ꎬ不
同性别学习困难儿童在自我意识总分、行为、智力与

学校情况、合群、幸福与满足上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躯体与外貌属性得分男生高于女生ꎬ焦虑得分女

生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不同生源地学习困难儿

童除焦虑得分农村高于城市外ꎬ其他得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ꎮ 非独生子女在自我意识总分、行为、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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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群得分均高于独生子女(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他因

子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是否留守儿童除行为

得分非留守儿童高于留守儿童之外ꎬ其他因子得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父母不同文化水平学习困难儿童

在智力、幸福与满足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他得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父亲不同教养方式学习困难

儿童在合群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其他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ꎮ 母亲教养方式在自我意识总分、焦

虑、合群、幸福与满足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在智力与

行为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 ~ ４ꎮ

表 ３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行为
智力与

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

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

满足
总分

性别 男 ９４ ９.６２±３.３４ ６.２２±２.８２ ４.０７±２.５５ ８.４０±２.７０ ７.１５±１.９９ ５.９６±１.９７ ４１.９５±１０.７８
女 ４６ １０.１１±２.６１ ６.３９±２.５６ ５.１７±２.５９ ５.９１±２.９５ ６.２８±２.５５ ５.９３±２.１４ ４０.２２±８.６７

ｔ 值 －０.９６ －０.３４ －２.３７ ４.９８ ２.０２ ０.０６ ０.９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生源地 农村 １００ ９.６６±３.０９ ６.１３±２.６７ ４.３４±２.５３ ８.００±２.８５ ６.７９±２.２４ ５.９５±１.８０ ４１.５３±９.３４
城市 ４０ ９.９７±３.１９ ６.６７±２.９０ ４.７２±２.８４ ６.５６±３.２２ ７.１３±２.１８ ６.００±２.５２ ４１.１０±１２.０７

ｔ 值 －０.５４ －１.０４ －０.７７ ２.５７ －０.８１ －０.１３ ０.２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７ ８.３５±２.９６ ６.７１±２.５７ ４.５９±２.９８ ５.５３±３.０６ ５.４７±２.０３ ５.５３±２.３２ ３６.１８±１０.９４
否 １２１ ９.９５±３.０８ ６.２３±２.７７ ４.４４±２.５８ ７.８６±２.８９ ７.０８±２.１７ ６.０１±１.９８ ４２.１２±９.７５

ｔ 值 －２.０１ ０.６７ ０.２２ －３.０９ －２.８８ －０.９２ －２.３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是否留守儿童 是 ３１ ８.６５±３.０４ ６.３９±２.１２ ４.９４±２.９８ ７.５８±３.４５ ６.３９±２.４７ ６.１６±１.７５ ４０.２２±８.４９
否 １０９ １０.１０±３.０８ ６.２４±２.８８ ４.２９±２.４９ ７.５９±２.８９ ７.００±２.１４ ５.８９±２.０９ ４１.７１±１０.５７

ｔ 值 －２.３３ －０.２５ １.２１ －０.０１ －１.３６ ０.６６ －０.７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４　 不同文化水平和教养方式父母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行为
智力与

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

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

满足
总分

父母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 ３８ ８.９２±３.１７ ５.３４±２.２６ ３.９７±２.３４ ７.６１±３.１２ ６.６１±２.１９ ５.３２±２.０９ ３９.０３±９.８５
中学或中专 ７７ １０.０１±２.９５ ６.４６±２.８５ ４.５１±２.６７ ７.３２±２.９６ ６.７７±２.１０ ６.０３±１.９９ ４１.３６±９.４２
大专及以上 ２５ １０.３６±３.３９ ７.１６±２.６９ ４.９２±２.７７ ８.３６±２.９８ ７.５６±２.６０ ６.６８±１.７５ ４５.００±１１.９２

Ｆ 值 ２.１３ ３.８６ １.０６ １.１２ １.５７ ３.７０ ２.６８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父亲教养方式 权威型 ５０ ９.４０±３.３６ ６.４４±２.３５ ４.５０±２.５７ ７.６４±３.１５ ６.３２±２.１７ ５.８０±１.７０ ４０.３２±９.０４
专断型 ４６ ９.７１±３.１２ ５.８９±３.０３ ４.０９±２.７１ ７.８５±２.７１ ７.２１±２.１０ ５.９１±２.３０ ４０.９３±１０.４２
溺爱型 ２４ １０.４２±２.３０ ７.０８±２.４５ ５.２１±２.５５ ６.７１±２.９０ ６.４６±１.９１ ６.７１±１.８３ ４３.５０±９.７２
民主型 ２０ １０.１０±３.３９ ５.８０±３.１１ ４.１５±２.５２ ７.９０±３.４５ ７.９０±３.４５ ５.５±２.１９ ４２.５０±１２.６１

Ｆ 值 ０.６５ １.２８ １.０７ ０.８７ ３.２４ １.５８ ０.６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母亲教养方式 权威型 ４４ ９.１６±３.２５ ５.７５±２.７４ ３.８２±２.９０ ７.０２±２.８０ ６.２７±２.１４ ５.４１±１.８７ ３８.１４±１０.０９
专断型 ５１ ９.３２±３.０６ ６.７３±２.６２ ４.９８±２.６０ ７.５５±３.０９ ６.９５±２.２６ ５.７０±２.１３ ４１.１２±９.３３
溺爱型 ９ １０.２２±３.４９ ５.９４±３.３７ ３.７２±２.７２ ６.８９±３.６１ ６.７２±２.６１ ５.２２±２.２４ ４０.０６±１２.２６
民主型 ３６ １０.９４±２.５２ ６.５６±２.４５ ４.９１±１.９１ ８.７４±２.６０ ７.５９±１.９２ ７.３５±１.１５ ４６.５３±８.１７

Ｆ 值 ２.５１ ０.８８ ２.０４ ３.２１ ２.７７ ８.６１ ５.５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影响因素分析　 以学习

困难儿童自我意识总分为因变量ꎬ以学习困难儿童人

口统计学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结果

表明ꎬ母亲教养方式与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存在正

相关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

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分析(ｎ ＝ １４０)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Ｂｅｔａ 值 ｔ 值 Ｐ 值
常数 ３３.０９ ６.１３ ５.４０ ０.００
性别 －１.４７ １.８１ －０.０７ －０.８１ ０.４２
生源地 －０.７２ １.８８ －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７０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６９ １.７４ ０.０３ ０.４０ ０.６９
父母文化水平 ２.１２ １.３１ ０.１４ １.６１ ０.１１
父亲教养方式 －０.２９ ０.８６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７４
母亲教养方式 ２.５８ ０.７７ ０.２９ ３.３５ ０.００
留守儿童 ０.３０ ２.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８９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总分及其各

维度得分均低于正常儿童ꎬ 与国内大多数研究一

致[３－５ꎬ１５] ꎬ表明学习困难儿童自我评价较低ꎬ更多地采

用消极的方式进行自我评价ꎮ 四~六年级的儿童正处

于学龄期ꎬ成绩是家庭、学校甚至社会环境对其评价

的重要指标ꎬ学习困难群体由于成绩差经常受到批

评、贬低和缺乏鼓励与赞许以及学业失败中不断地自

我否定ꎬ更容易产生焦虑、孤独和叛逆行为ꎮ 此外ꎬ该
阶段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ꎬ但由于心理发

育尚不成熟ꎬ自我评价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强ꎬ所以外

在消极的自我评价更容易内化为个体持久的心理评

价并且反作用于学习ꎬ使得学习成绩更加糟糕ꎮ
分析学习困难儿童自我意识背景因素差异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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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回归分析发现ꎬ男生较女生更容易产生焦虑ꎬ但是

躯体与外貌上表现更优ꎬ与李玲[１６]研究一致ꎮ 可能由

于女生生理发育较男生更早ꎬ女生对生理自我的关注

多于男生ꎮ 此外ꎬ本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江西ꎬ教育

相对更落后ꎬ家长对男童学习成绩的关注多于女生ꎬ
成绩落后的男生遭受了更多的家庭压力ꎬ焦虑随之升

高ꎮ 研究还提示ꎬ独生子女学习困难儿童在自我意识

总体状况、行为、焦虑与合群较非独生子女表现出更

多的问题ꎬ与徐丽华等[１７] 、肖富群[１８] 研究基本一致ꎮ
小学阶段的独生子女经常处于众人关怀下ꎬ与同伴交

往机会更少ꎬ在环环包围的学业压力下独生学习困难

儿童更容易衍生出消极自我意识及各种心理和行为

问题ꎮ 父母高文化水平的学习困难儿童更少表现出

学校适应问题ꎬ相对来说他们的幸福与满足感也更

高ꎮ 杨黎等[１９]调查发现ꎬ文化程度越高的父母更少因

为学习成绩去指责和贬低孩子ꎬ更倾向于客观与全面

地看待学习困难儿童ꎮ 父亲民主型教育利于儿童合

群之外ꎬ其他父亲教养方式无显著影响ꎬ而母亲民主

型教养利于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ꎬ与国内大多数研究

基本一致[２０－２１] ꎮ 调查发现ꎬ８０％以上的父亲由于忙于

工作参与教养的时间非常少甚至是缺位ꎬ这也是中国

当前家庭教育的重要现状ꎬ所以导致母亲教养方式与

儿童自我意识发展息息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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