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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家长抚养方式、家庭环境等对头胎儿童与独生儿童心理行为的影响ꎬ明确头胎儿童与独生儿童

行为及影响行为因素的差异ꎮ 方法　 对哈尔滨市幼儿园头胎儿童(二胎已生育家庭)与独生儿童(同性别、同班级、出生日

期相差不超过 ３ 个月的独生儿童 １ ∶ １ 配对)共 １５６ 对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父母抚养行为问卷(ＣＲＰＲ)及家庭功能评定量表( ＦＡＤ)ꎮ 结果　 头胎儿童与

独生儿童心理行为总分分别为(１７.８８±５.９３)(１９.１３±６.０１)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７４ꎬＰ>０.０５)ꎬ两组家长焦虑、抑郁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５１ꎬ０.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抚养方式上ꎬ头胎儿童父母的接纳和鼓励成就得分高于

独生儿童父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０ꎬ２.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家庭功能方面ꎬ两组家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４３ꎬＰ>０.０５)ꎮ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得分与家长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家长抚养方式及家庭功能有关ꎮ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
头胎儿童行为问题主要受同胞关系影响(Ｂ＝ ８.７４)ꎬ独生儿童行为问题主要受家庭角色功能影响(Ｂ ＝ １.２７)ꎮ 结论　 头胎

儿童与独生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没有差别ꎬ但和谐的同胞关系、家长良好的情绪、适宜的抚养方式和健全的家庭功能可以

减少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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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儿童心理卫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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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近几年来我国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等问

题ꎬ国家逐步放开了二胎政策ꎬ许多家庭迎来了“二

孩” [１] ꎮ 但是ꎬ却出现了一些头胎儿童因为对二胎儿

童的排斥而做出偏激行为的现象ꎬ 影响了家庭和

睦[２] ꎮ １９８８ 年有学者指出ꎬ对于“非安全型依恋”的头

００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胎儿童来说ꎬ他们对母爱的获得会产生不确定性ꎬ所
以通常会在母亲离开后ꎬ 不会照顾自己的弟弟妹

妹[３] ꎻ对于 ３ ~ ６ 岁儿童来说ꎬ面对弟弟妹妹的出生ꎬ他
们会表现出一定的侵略性ꎬ且女孩更有可能会做出伤

害新生儿的行为[４] 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以哈尔滨市头胎儿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ꎬ明确

其与独生儿童的行为是否存在差异ꎬ以补充头胎儿童

行为研究的缺乏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以哈尔滨

市 １３ 所幼儿园的 ４ ~ ６ 岁头胎儿童的家长作为研究

组ꎻ按 １ ∶ １ 设置对照组ꎬ与头胎儿童同性别、同班级、
出生日期相差不超过 ３ 个月的儿童家长作为对照组ꎬ
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筛查出头胎儿童 ２５３ 名ꎬ参与调查

１８８ 对ꎬ其中符合要求的儿童 １５６ 对ꎬ有效率 ８３.０％ꎮ
包括男童 ６７ 对ꎬ女童 ８９ 对ꎮ 两组家长、家庭情况构成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提示两组均衡

性良好ꎬ可进行比较分析ꎮ 头胎儿童界定为已生育二

胎家庭中的长子女ꎬ双胞胎、龙凤胎除外ꎻ对照儿童选

定为独生子女ꎮ 研究已通过哈尔滨医科大学伦理委

员会的审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基本信息　 由儿童家长填写ꎬ内容包括儿童姓

名、性别、出生日期、子女数量、家长信息、家庭类型、
儿童分离时的依赖程度等ꎮ 头胎儿童家长问卷还包

括头胎儿童与二胎的接触频率(１ ＝极少ꎬ２ ＝ 每月ꎬ３ ＝
每星期ꎬ４ ＝ 每天)和关系(１ ＝ 亲密ꎬ２ ＝ 一般ꎬ３ ＝ 有竞

争ꎬ４ ＝很排斥)、头胎儿童在二胎出生后的变化(１ ＝变

得粘人ꎬ２ ＝变得易怒ꎬ３ ＝ 变得沉默ꎬ４ ＝ 相处融洽ꎬ５ ＝
变得开朗)、家长对头胎儿童态度(１ ＝觉得歉疚ꎬ２ ＝希

望头胎让着二胎ꎬ３ ＝焦虑ꎬ怕不和睦ꎬ４ ＝没有变化)和

家长是否更关注二胎( １ ＝ 是ꎬ２ ＝ 否ꎬ３ ＝ 不确定) 等

问题ꎮ
１.２.２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ＣＢＣＬ) 　 由美国心

理学家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及 Ｅｄｅｌｂｒｏｃｋ 编制、修订的父母用儿

童行为量表[５] ꎬ用于评定儿童广谱的行为和情绪问题

及社会能力ꎮ 包括退缩、躯体主诉、焦虑 / 抑郁、社交

问题、思维问题、注意问题、违纪行为、攻击性行为、性
问题等 ９ 个维度ꎮ 量表采用 ３ 级评分ꎬ即“无此症状”
计 ０ 分ꎬ“有时出现”或“有一点”计 １ 分ꎬ“经常出现”

或“很明显” 计 ２ 分ꎬ行为总分为除第 ２ꎬ４ 题之外的

１１８ 个单项分相加ꎮ 得分越高ꎬ问题越严重ꎮ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６ꎬ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９３ꎬ信、效
度良好[６] ꎮ
１.２.３　 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 [７]

均用于心理咨询、焦虑的主观感受、抑郁症状筛查及

严重程度评定ꎮ ＳＡＳ 的分半信度为 ０.６９６ꎬ复测信度为

０.７７７[８] ꎻＳＤＳ 的再测、分半及同质信度系数均在 ０. ８
以上[９] ꎮ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的计分方法均为各项目得分相

加得总粗分ꎬ然后转换为标准分ꎬ即粗分乘以 １.２５ 后

取整数部分ꎮ 根据中国常模结果ꎬＳＡＳ 标准分划界值

为 ５０ 分ꎬＳＤＳ 标准分划界值为 ５３ 分ꎮ
１.２.４　 父母抚养行为问卷(Ｃｈｉｌｄ￣Ｒｅａ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ｅ￣
ｐｏｒｔꎬＣＲＰＲ) [１０] 　 用于考察父母的日常抚养行为和观

念ꎮ 该问卷分关心、限制、惩罚、鼓励独立、控制、接

纳、拒绝、鼓励成就 ８ 个维度ꎮ 分数越低ꎬ越符合该维

度特点ꎮ 该量表已建立信、效度系数ꎬ经研究证明适

用于中国情况[１１] ꎮ 采用 ５ 点计分法ꎬ每个维度各题目

得分相加即为该维度得分ꎮ
１.２.５　 家庭功能评定量表(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ꎬ
ＦＡＤ) [１２] 　 是一个简单有效的评价家庭系统中是否存

在问题的量表ꎮ 量表由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

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和总的功能 ７ 个分量表组成ꎮ
采用 ４ 级评分法ꎬ各维度每题得分相加即为该维度得

分ꎮ 得分越高ꎬ健康水平越低ꎮ 信、效度较好[１３] ꎮ
１.３　 调查过程与质量控制　 测试前先通过幼儿园使

儿童家长获得知情同意ꎬ向幼儿园和儿童家长表明研

究的保密性和研究目的ꎮ 测试主要以幼儿园为单位ꎬ
对幼儿园保健医生进行统一培训ꎻ由保健医生向家长

说明调查问卷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ꎬ并回收问卷ꎮ 对

填写不合格的问卷进行剔除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进行

数据核实录入和检验ꎮ 并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

行非参数检验、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配对 ｔ 检验、χ２ 检

验、相关分析、线性回归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儿童心理行为问题比较　 由表 １ 可见ꎬ两组

儿童在心理行为方面的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头胎儿童与独生儿童的心理行为得分比较

组别 人数 退缩 躯体 焦虑抑郁 社交问题 思维问题 注意问题 违纪行为 攻击性行为 性问题 总分
头胎儿童 １５６ ０.５１±１.０４ ０.５８±０.９０ １.８３±２.０４ ２.１９±１.７４ ０.７０±１.１２ ２.８１±２.４６ １.５１±１.８５ ４.５５±４.１７ ０.６８±１.１１ １７.８８±５.９３
独生儿童 １５６ ０.６５±１.３９ ０.５４±１.００ １.９２±２.３７ ２.２８±１.８９ ０.５９±１.０２ ２.９２±２.３４ １.４９±１.８２ ４.８５±３.８８ ０.６４±０.９３ １９.１３±６.０１
ｔ 值 －０.７８ ０.６２ －０.０３ －０.３３ ０.７８ －０.４０ ０.０５ －０.６３ ０.２１ －０.７４
Ｐ 值 ０.４３ ０.５３ ０.９８ ０.７５ ０.４４ ０.６９ ０.９６ ０.５３ ０.８４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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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儿童家长各问卷得分比较　 头胎儿童家长

有 ７ 名存在焦虑问题ꎬ３５ 名存在抑郁问题ꎬ发生率分

别为 ４.５８％ꎬ２３.１８％ꎻ独生儿童家长有 ８ 名存在焦虑问

题ꎬ有 ４０ 名存在抑郁问题ꎬ发生率分别为 ５. ２３％ꎬ
２６.４９％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０.５１ꎬ０.４０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抚养方式上ꎬ两组家长在接纳和鼓励成就方面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头胎儿童家长接

纳和鼓励成就得分高于独生儿童组ꎬ其他维度得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家庭功能方面ꎬ
两组家庭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ꎬ３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儿童家长抚养方式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关心 限制 惩罚 鼓励独立 控制 接纳 拒绝 鼓励成就
头胎儿童 １５６ ４.６９±０.８１ １５.６３±３.５４ ３.２５±０.７７ ５.８８±０.６７ １６.６８±３.６４ ５.５９±０.７２ ４.５３±０.５７ ５.３９±０.７３
独生儿童 １５６ ４.６１±０.８２ １５.０８±３.４８ ３.１２±０.７８ ５.８０±０.７０ １６.５９±３.３６ ５.４０±０.７８ ４.５３±０.５１ ５.２２±０.７３
ｔ 值 ０.８４ ０.０９ ０.８３ １.０７ ０.８４ ２.１０ ０.３４ ２.１２
Ｐ 值 ０.４０ ０.９３ ０.４１ ０.２９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７３ ０.０３

表 ３　 不同组别儿童家长家庭功能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问题解决 沟通 角色 情感反应 情感介入 行为控制 总的功能
头胎儿童 １５６ １１.６９±２.６６ １７.７９±３.６１ ２３.４７±３.８６ ７.６４±２.８４ １４.３９±３.００ １９.９９±２.８６ ２２.１１±５.２０
独生儿童 １５６ １２.０８±２.５５ １８.５０±３.５９ ２３.２６±３.３０ ８.２５±２.７５ １４.１９±２.７６ ２０.０３±２.８４ ２２.４６±４.７５
ｔ 值 －１.０２ －１.４１ ０.６８ －１.６３ ０.８９ －０.２３ －０.４３
Ｐ 值 ０.３１ ０.１６ ０.５０ ０.１１ ０.３８ ０.８２ ０.６７

２.３　 头胎儿童和独生儿童心理行为与家庭因素的相

关性分析　 单因素相关分析显示ꎬ独生儿童行为与家

庭类型有关ꎬ核心家庭减轻独生儿童行为问题( ｒ ＝ －
０ １８ꎬＰ<０.０５)ꎬ而大家庭则会增加独生儿童行为问题

( ｒ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５)ꎮ 头胎儿童的行为问题与头胎儿童

分离时的依赖情况、与二胎接触频率、同胞间关系及

在二胎出生后的变化有关:在分离时表现越依赖ꎬ儿
童行为问题越严重( ｒｓ ＝ ０.２０ꎬＰ<０.０５)ꎻ与二胎接触频

率和儿童行为呈负相关ꎬ即接触频率越低ꎬ儿童行为

问题越严重( ｒｓ ＝ －０.１７ꎬＰ<０.０５)ꎻ同胞间关系越差ꎬ儿
童行为问题越严重( ｒｓ ＝ ０.２０ꎬＰ<０.０５)ꎮ 在二胎出生

后ꎬ若头胎儿童变得开朗ꎬ则会减轻儿童的行为问题( ｒ
＝ －０.２２ꎬＰ<０.０１)ꎻ若头胎儿童变得粘人ꎬ则会增加儿

童行为问题的严重性( ｒ ＝ ０.２５ꎬＰ<０.０１)ꎮ
两组儿童行为与父母情绪、抚养方式、家庭环境

的相关性:头胎家长的焦虑、抑郁、控制及沟通、角色、
情感反应、情感介入、家庭总功能与儿童的行为问题

均呈正相关ꎬ接纳与儿童行为问题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

为 ０.２５ꎬ０.１６ꎬ０.１７ꎬ０.２４ꎬ０.２５ꎬ０.２２ꎬ０.２３ꎬ０.２２ꎬ－０.１７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ꎻ独生儿童的行为问题与家长焦虑、抑
郁、惩罚、控制、问题解决、沟通、角色、情感反应、情感

介入、行为控制、总功能均呈正相关ꎬ与拒绝呈负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０. ３３ꎬ０. ３１ꎬ０. ３０ꎬ０. ２０ꎬ０. ２５ꎬ０. ２９ꎬ０. ４１ꎬ
０ ３３ꎬ０.２８ꎬ０.２３ꎬ０.３２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以心理行为总分作为因变量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ꎬ头胎

组儿童的模型中ꎬ仅同胞间关系进入方程(Ｐ<０.０５)ꎬ
其他因素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在对照组儿童的模型中ꎬ

家庭的角色功能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其他各因素

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４ꎬ５ꎮ

表 ４　 头胎儿童心理行为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５６)

常量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Ｂ 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量 －１３.９９ ２２.５５ －０.６２ ０.５４ －５８.５９ ３０.６１
同胞间接触频率 １.０７ ３.０５ ０.３５ ０.７３ －４.９６ ７.１０
同胞关系 ８.７４ ４.００ ２.１８ ０.０３ ０.８２ １６.６７
头胎儿童变得粘人 ３.２６ ４.７６ ０.６９ ０.５０ －６.１６ １２.６８
头胎儿童变得开朗 －２.３１ ４.３０ －０.５４ ０.５９ －１０.８１ ６.２０
分离时的依赖情况 ２.３３ １.４９ １.５６ ０.１２ －０.６２ ５.２７
家长没有更关注二胎 －０.４４ ２.４９ －０.１８ ０.８６ －５.３６ ４.４８
家长焦虑 ０.３０ ０.２７ １.１０ ０.２７ －０.２４ ０.８３
家长抑郁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２７ ０.７９ －０.３６ ０.４８
控制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８３ ０.４１ －０.４１ １.００
接纳 －２.４６ １.９７ －１.２５ ０.２１ －６.３５ １.４４
沟通 ０.７２ ０.５８ １.２５ ０.２１ －０.４２ １.８７
角色 ０.１５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７６ －０.８１ １.１１
情感反应 ０.８１ ０.６５ １.２５ ０.２１ －０.４７ ２.０８
情感介入 ０.３２ ０.５８ ０.５４ ０.５９ －０.８４ １.４７
总功能 －０.６２ ０.４６ －１.３６ ０.１８ －１.５３ ０.２９

表 ５　 独生儿童心理行为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５６)

常量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Ｂ 值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量 －２８.１７ ２５.９０ －１.０９ ０.２８ －７９.３９ ２３.０６
母亲职业为公务人员 －６.３７ ４.５２ －１.４１ ０.１６ －１５.３１ ２.５６
核心家庭 ２.３８ ７.９８ ０.３０ ０.７７ －１３.４０ １８.１６
大家庭 ５.６７ ８.０３ ０.７１ ０.４８ －１０.２０ ２１.５５
家长焦虑 ０.５１ ０.２６ １.９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１.０３
家长抑郁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２８ ０.５０
惩罚 １.１４ １.９３ ０.５９ ０.５６ －２.６８ ４.９７
控制 ０.１５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７４ －０.７４ １.０４
拒绝 －３.５７ ３.０６ －１.１７ ０.２４ －９.６２ ２.４７
问题解决 ０.５８ ０.７３ ０.７９ ０.４３ －０.８７ ２.０３
沟通 ０ ０.５４ ０ １.００ －１.０６ １.０６
角色 １.２７ ０.５９ ２.１６ ０.０３ ０.１１ ２.４４
情感反应 ０.４６ ０.６３ ０.７４ ０.４６ －０.７８ １.７１
情感介入 ０.４６ ０.６２ ０.７４ ０.４６ －０.７７ １.６８
行为控制 ０.２４ ０.５１ ０.４６ ０.６４ －０.７８ １.２５
总功能 －０.７５ ０.５４ －１.３８ ０.１７ －１.８２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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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头胎儿童与独生子女的心理行

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苑春永[１４]对于独生与非独生

子女情绪适应能力的调查结果相似ꎻ高鹏等[１５] 研究也

发现ꎬ独生儿童与非独生儿童的行为异常检出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ꎮ 但也有研究发现ꎬ独生子女与非独生

子女在人际关系、焦虑、抑郁、恐怖等因子方面存在差

异[１６] ꎮ 对于不同研究得出的不同结论ꎬ有学者认为ꎬ
研究对象的年龄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ꎬ研究对

象年龄不一致ꎬ得到的结论也不完全相同[１７] ꎮ
不同的家庭抚养方式不尽相同ꎬ头胎儿童与独生

子女的父母教养方式也存在差异ꎮ 本研究发现ꎬ独生

儿童父母抚养方式在接纳与鼓励成就较头胎儿童父

母高ꎮ 早前的研究认为ꎬ独生子女父母采用情感温暖

养育方式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１８] ꎮ 在二胎家庭中ꎬ特
别是二胎新出生的家庭ꎬ父母相对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在较小的孩子身上ꎬ相对给头胎儿童的耐心就

会较少ꎬ对待头胎儿童的态度及期望也会发生转变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ꎬ两组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均与

家长情绪问题、抚养方式及家庭功能相关ꎬ头胎儿童

接触弟弟妹妹的频率越高、同胞关系越好、对生育二

胎接受程度越高均会减少其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ꎮ
但两组儿童心理行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ꎬ头胎

儿童的心理行为因素主要受同胞间的关系影响ꎬ独生

儿童组的家庭角色功能是其心理行为问题主要的保

护性因素ꎮ 有研究指出ꎬ家庭功能会随着婚姻历程的

变化而变化ꎬ孩子的出生、上学、青春期、独立生活等

重大事项会对家庭功能产生影响[１９] ꎮ 一般研究均认

为ꎬ父母拒绝、控制属于消极的抚养方式ꎬ会正向预测

儿童的心理行为等方面问题[２０－２１] ꎮ 但在本次研究中ꎬ
家长控制与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呈负相关ꎬ仍需进一

步调查ꎮ
儿童的心理行为发育主要与家长及家庭因素有

关ꎮ 对于独生子女家庭且有二胎生育意愿的ꎬ家长不

需有太大的心理负担ꎬ适宜的抚养方式及良好的家庭

功能有助于孩子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ꎬ家长在生育二

胎前应多与头胎儿童沟通ꎬ多关注头胎儿童及家庭环

境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ꎬ及早解决ꎮ
研究局限性:问卷调查时ꎬ未对多子女家庭中的

老二、老三等进行调查ꎬ使得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小ꎻ研
究选取的地点仅在哈尔滨市区ꎬ没有对其他市、乡、镇
等地区进行调查ꎬ结果可能存在地区偏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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