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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ꎬ为中学生心理健康策略研究提供实验数

据ꎮ 方法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基线数据(Ｔ１)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追踪数据( Ｔ２)ꎬ以间隔 １ 年追踪获

得的 ９ ２０７ 名八年级学生为被试ꎬ采用交叉滞后分析的方法分析学生报告的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数据ꎮ 结

果　 Ｔ１ 的表扬能正向预测 Ｔ２ 的班级环境(β＝ ０.０９ꎬＰ<０.０１)ꎬ不能预测 Ｔ２ 的心理健康(β ＝ ０.０２ꎬＰ>０.０５)ꎻＴ１ 的班级环境

能正向预测 Ｔ２ 的教师表扬(β＝ ０.１０ꎬＰ<０.０１)和心理健康(β＝ ０.０８ꎬＰ<０.０１)ꎻＴ１ 的心理健康能正向预测 Ｔ２ 的教师表扬(β
＝ ０.０９ꎬＰ<０.０１)和班级环境(β＝ ０.０６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存在互为因果、相互影响的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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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１－２]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我国初中生存在不同种类、
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３－６] ꎬ且我国中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在缓慢下降[７] ꎮ 系统生态发展理论指出ꎬ环
境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ꎬ学校是家庭环境之外

影响学龄期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微观环境之

一[８－１０] 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班级环境(班级氛围)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有显著的影响[１１－１３] ꎬ生活在师生关系

和同学关系亲密、秩序纪律良好的班级环境中的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更高[１１－１４] ꎮ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会对学生各方面

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１５－１６] ꎮ 有研究表明ꎬ教师的表

扬会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业成绩、学校

归属感、积极行为和心理健康[１７－１８] ꎮ 在课堂教学过程

(或者班级活动)中得到较多表扬的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更高、学业成绩更好、心理健康水平更好[１８－１９] ꎮ
学生通过教师对待自己的行为推测教师对自己

的态度、衡量教师与自己的关系[２０－２１] ꎬ教师的行为还

会一定程度影响班级中的同学关系[２２] ꎮ 师生关系和

同学关系是班级环境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１０－１１] ꎬ因
而教师的表扬可能会影响学生感知的班级环境、并进

一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ꎮ 本研究采用中国教育追踪

调查(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间

隔 １ 年的两期追踪数据ꎬ探讨教师表扬、班级环境与八

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数据

调查中心的大型追踪调查数据库: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 年 基 线 数 据 ( 简 称 Ｔ１ ) 和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追访数据(简称 Ｔ２)ꎬ两期数据间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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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ꎮ 基线调查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展开ꎬ基线调查时的

七年级学生有 １０ ２７９ 名ꎬ追踪调查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

年展开ꎬ成功追访学生 ９ ４４９ 名ꎬ成功追访率为９１.９％ꎬ
失访 ８３０ 名ꎬ失访的主要原因是转学、退学和追访当天

请假等ꎮ 问卷填写前均得到家长和学生的知情同意ꎮ
经过数据整理ꎬ最终纳入分析的学生样本数为

９ ２０７名ꎬ其中男生 ４ ７６７ 名ꎬ女生 ４ ４４０ 名ꎻ自评家庭

经济状况非常困难 １３８ 名ꎬ比较困难 ９５７ 名ꎬ中等

６ ４４５名ꎬ比较富裕 ９３０ 名ꎬ很富裕 ２７ 名ꎬ信息缺失 ７１０
名ꎬ２０１４ 年追访时学生的年龄范围为 １２ ~ １６ 岁ꎬ平均

(１４.５９±０.４２)岁ꎮ
１.２　 测量工具

１.２.１　 教师表扬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采用 ４
个自评条目考察学生感知的教师表扬(语文老师、数
学老师、英语老师和班主任经常表扬我) [３] ꎮ 问卷采

用李克特 ４ 点计分(１ ＝完全不同意ꎬ４ ＝完全同意)ꎬ计
算量表的总分ꎬ总分越高表明学生感知到的教师表扬

越多ꎮ 本研究中ꎬ问卷 Ｔ１、Ｔ２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

为 ０.８６ꎬ０.８９ꎮ
１.２.２　 班级环境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采用 ３
个自评条目考察学生感知的班级环境(班里大多数同

学对我很友好ꎻ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ꎻ我所在

的班级班风良好) [３] ꎮ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４ 点计分(１ ＝
完全不同意ꎬ４ ＝完全同意)ꎬ计算量表的总分ꎬ量表总

分越高ꎬ表明学生感知的班级环境越好ꎮ 本研究中ꎬ
问卷 Ｔ１、Ｔ２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４ꎬ０.７５ꎮ
１.２.３　 心理健康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采用 ５
个自评条目考察学生的心理健康(如过去 ７ ｄꎬ我感觉

到不快乐) [３] ꎮ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５ 点计分(１ ＝ 从不ꎬ５
＝总是)ꎬ对条目的原始得分进行反向计分转换后计算

量表的总分ꎬ总分越高表明学生心理越健康[３] ꎮ 本研

究中ꎬ问卷 Ｔ１、Ｔ２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０.９１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４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ꎬ统计方法主要为一

般性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交叉滞后分析ꎮ 为确定教

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Ｔ１ 教

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为预测变量ꎬＴ２ 教

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为结果变量构建模

型进行交叉滞后分析ꎮ 检验水平为 α ＝ ０.０５ꎬＰ 值均取

双侧概率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检验法

进行检验ꎬ对 Ｔ１ 和 Ｔ２ 所有条目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ꎬ结果表明特征值>１ 的因子有 ６ 个ꎬ其中第

１ 个因子解释了方差的 ２６.２３％ꎬ低于 ４０％的临界值ꎬ

表明本研究中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２３] ꎮ
２.２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分析　
表 １ 表明ꎬＴ１ 与 Ｔ２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

康之间的两两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可采用交叉滞后

的方法进行分析ꎮ

表 １　 Ｔ１ 和 Ｔ２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与

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９ ２０７)

变量
教师

表扬 Ｔ１
班级

环境 Ｔ１
心理

健康 Ｔ１
教师

表扬 Ｔ２
班级

环境 Ｔ２
班级环境 Ｔ１ ０.４１
心理健康 Ｔ１ ０.１８ ０.２７
教师表扬 Ｔ２ ０.４１ ０.２４ ０.１４
班级环境 Ｔ２ ０.２７ ０.４２ ０.２１ ０.４３
心理健康 Ｔ２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４２ ０.１４ ０.２４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和学生心理健康的交叉滞后

分析　 结果表明ꎬ基线调查时教师表扬、班级环境、心
理健康得分分别为(２ ４９±０ ７７) (３ ０７±０ ６８) (４ ００±
０ ７９)分ꎬ追访调查时分别为 ( ２ ３６ ± ０ ８１) ( ３ ０５ ±
０ ６８)(３ ８４±０ ９２)分ꎮ Ｔ１ 的教师表扬可以正向预测

Ｔ２ 的班级环境ꎬ但不能预测 Ｔ２ 的心理健康ꎻＴ１ 的班

级环境可以正向预测 Ｔ２ 的教师表扬ꎬ正向预测 Ｔ２ 的

心理健康ꎻＴ１ 的心理健康正向预测 Ｔ２ 的教师表扬ꎬ正
向预测 Ｔ２ 的班级环境ꎮ 见图 １ꎮ

　 注:Ｔ１ 为基线数据ꎬＴ２ 为追访数据ꎮ
图 １　 教师表扬、班级环境与学生心理健康的交叉滞后分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教师表扬能正向预测班级环

境ꎬ表明学生感知到的教师表扬行为对学生感知的班

级环境有长期持久的影响ꎬ得到教师更多表扬的学生

感知的班级环境也更为积极[１７－２２] ꎮ 班级环境能正向

预测学生心理健康ꎬ表明积极的班级环境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有持久的保护作用ꎬ班级环境积极的学生心理

健康程度更高ꎬ表明积极的班级环境有利于学生的心

理健康[１１－１４] ꎮ 但教师表扬不能预测学生的心理健康ꎬ
结合教师表扬正向预测班级环境、班级环境预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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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ꎬ可以推测教师的表扬可能通过班级环境间

接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ꎬ但是需要 ３ 个时间点

以上的追踪研究进一步进行验证[２４] ꎮ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表明ꎬ班级环境能预测教师表

扬ꎬ表明教师表扬与学生感知的班级环境是互为因果

的ꎬ即生活在班级环境更好的班级中的学生能更多地

感知到教师表扬ꎬ和一般认为教师的行为(如表扬)影

响班级环境的观念有所不同[２０－２１] ꎮ 且学生自我报告

的心理健康正向预测教师表扬以及班级环境ꎬ表明心

理健康水平高的学生感知到更多的教师表扬ꎬ并感知

到更积极的班级环境[１７－２２] ꎮ 该结果可以用系统生态

发展观和相互转换理论解释[８ꎬ２５] ꎬ系统生态发展理论

和相互转换模型指出ꎬ环境影响个体的发展ꎬ但是个

体的特征及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环境的形成和发

展[８ꎬ２５] ꎮ 如教师在面对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学生时所

持的态度和行为都更为积极[２６] ꎬ而且拥有较高心理健

康水平的学生对教师行为的解读也可能更为积极ꎮ
因而ꎬ心理健康水平较高的学生可能会感知到较更多

的教师表扬ꎬ对班级环境感知也更积极ꎮ 本研究交叉

滞后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环境和个体相互作用的

观点ꎮ
尽管本研究采用大型追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

析ꎬ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ꎬ追踪的时间点只有 ２
个ꎬ无法完全确定变量的相互关系ꎬ后续需要 ３ 个时间

点以上的追踪研究继续进行探讨ꎻ其次ꎬ尽管本研究

有随机抽样的 ９ ０００ 余名学生被试ꎬ但均是八年级学

生ꎬ年级来源比较单一ꎬ将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年级

的时候需要慎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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