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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同伴依恋和孤独感对农村儿童自尊的影响ꎬ为促进农村儿童自尊的发展提供资料ꎮ 方法　 采用

纵向研究设计ꎬ对河南省 ７ 所和四川省 ３ 所农村小学共 １ ００９ 名四至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基线调查采用自尊量表、
同伴依恋量表和孤独量表ꎬ９ 个月随访完成自尊量表ꎮ 结果　 在控制性别、年龄、父母是否在外地打工和基线自尊水平后ꎬ
基线同伴依恋(β＝ ０.１４)和基线孤独感(β＝ －０.１３)预测 ９ 个月随访的自尊水平ꎬ基线孤独感和基线同伴依恋对 ９ 个月随访

自尊水平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β＝ －０.０８)(Ｐ 值均<０.０１)ꎻ基线孤独感低时ꎬ基线同伴依恋对 ９ 个月随访自尊水平有更

大的正向预测作用ꎮ 结论　 低孤独感提高了同伴依恋对自尊的积极作用ꎮ 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在提升农村儿童自尊水平的

工作中不仅要改善儿童的同伴依恋ꎬ而且要降低其孤独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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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指一个人对自我价值的主观评价ꎬ包括认知

和情感上对自己的感受[１] ꎮ 自尊对儿童的社会性发

展和心理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２－３] ꎮ 同伴依恋可以

反映出儿童与重要他人建立深层的、坚固的、持续的

情感连接[４] ꎬ受到儿童在早期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影

响ꎮ 拥有安全依恋的儿童更愿意与同伴交流内心的

烦恼和困惑、更容易接收到来自同伴的关心ꎮ 因此ꎬ
安全依恋型的儿童拥有更多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情绪

控制能力ꎬ更容易体验到人际交往中的胜任感和受欢

迎感ꎮ 过去的研究发现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同伴依恋

对自尊有显著预测作用[５] ꎮ
孤独感指个体对缺乏与个人或组织的连接而产

生不满意感[６] ꎮ 对于安全型同伴依恋水平高的儿童

来说ꎬ他们可能会因为被人排挤而引发孤独感ꎮ 有研

究表明孤独感高的儿童往往报告较低的自尊[７] ꎮ 本

研究采用纵向研究方法探究同伴依恋和孤独感共同

对儿童自尊发挥的作用ꎬ以期为促进儿童自尊发展提

供实证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在河南省和四川省分

别选取 ７ 所和 ３ 所农村学校ꎬ抽取四至六年级学生参

加间隔时间为 ９ 个月的 ２ 次问卷调查ꎮ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０
月进行基线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１４０ 份ꎬ回收

１ １２８份ꎻ２０１８ 年 ６—７ 月进行随访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

卷 １ ２０５ 份ꎬ回收 １ １９７ 份ꎮ 基于被试填写的姓名和班

级信息ꎬ共有 １ ００９ 名学生完成 ２ 次问卷并进入后续

的数据分析ꎮ 被试平均年龄(１０. １０ ± ０. ８５) 岁ꎬ女生

２３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４７８ 名ꎬ男生 ４８９ 名ꎬ４２ 名性别信息缺失ꎻ四年级学生

５０８ 名ꎬ五年级 ４４２ 名ꎬ六年级 ４１ 名ꎬ１８ 名年级信息缺

失ꎻ父母都没有在外地工作的农村儿童 ３５８ 名ꎬ父母至

少一方在外地工作的农村儿童 ６０８ 名ꎬ４３ 名没有报告

父母外出务工信息ꎮ 本研究经香港中文大学伦理委

员会审查通过及所调查学校知情同意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自尊量表[８] 　 该量表由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在 １９６５ 年

编制ꎬ共 １０ 个题目ꎬ采用 ４ 点计分ꎬ１ 代表“很不符

合”ꎬ２ 代表“不符合”ꎬ３ 代表“符合”ꎬ４ 代表“非常符

合”ꎮ 计算 １０ 个题目的平均分(转换部分反向计分题

目)ꎬ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１ 周后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２[８] 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在基线和随访问卷调查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６６ 和 ０.７３ꎮ
１.２.２　 同伴依恋量表 　 采用 Ａｒｍｓｄｅｎ 等[９] 编制并经

宋海荣[１０]修订的同伴依恋量表测量儿童与朋友的安

全型依恋水平ꎮ 该量表包括 ２５ 个题目 ３ 个维度(信

任、沟通、疏离)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ꎮ １ 代表“完全不符

合”ꎬ２ 代表“不太符合”ꎬ３ 代表“有时符合”ꎬ４ 代表

“常常符合”ꎬ５ 代表“完全符合”ꎮ 将疏离维度对应的

题目反向计分ꎬ然后将所有题目的分数进行平均ꎮ 分

数越高代表安全型同伴依恋的水平越高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９２ꎬ３ 周后的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６[９] 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是 ０.８６ꎮ
１.２.３　 孤独感量表　 量表由 Ａｓｈｅｒ 等[１１] 编制并经过

汪向东等[８]翻译修订ꎮ 包含 １６ 项测量孤独的题目和

８ 项关于个人爱好的题目(为了让被试放松些)ꎮ 所有

题目采用 ５ 点计分ꎬ要求被试根据实际情况作答ꎮ 将

反向计分的题目转换后ꎬ计算 １６ 个题目的平均分ꎮ 该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ꎬ分半信度为 ０.８３[１１] ꎮ
本研究中ꎬ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正式问卷收集过程中ꎬ由 １ 名经过培

训且有心理测量基础的研究生作为主试完成数据收

集ꎬ由其宣读指导语并回答疑问ꎬ问卷当场收回ꎮ 测

试时间约 ２０ ｍｉｎ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录入并

进行数据处理ꎮ 统计方法包括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

分析ꎮ 在回归分析中ꎬ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将人口学

变量、基线自尊水平、基线同伴依恋、基线孤独感、基
线同伴依恋和孤独感的交互作用逐步纳入回归模型ꎮ
当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时ꎬ通过孤独感分数将被试

分成高孤独组(分数高于 ｘ＋ｓ)和低孤独组(分数低于

ｘ－ｓ)进行简单效应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本研究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方法检验共同方

法偏差问题ꎮ 结果显示ꎬ未经旋转式共有 １２ 个特征值

>１ 的因子ꎬ第 １ 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仅为

１７.８９％ꎬ<４０％的临界标准ꎬ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

共同方法偏差ꎮ

２　 结果

２.１　 农村儿童人口学变量、同伴依恋、孤独感和自尊

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ꎬ性别与同伴依恋呈正相关(Ｐ
<０.０５)ꎬ女生报告更高的安全型同伴依恋ꎻ基线同伴

依恋与基线孤独感呈负相关(Ｐ<０.０１)ꎬ安全型同伴依

恋水平高的儿童孤独感较低ꎻ基线同伴依恋与基线自

尊水平和随访自尊水平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ꎻ基
线自尊水平与随访自尊水平呈正相关(Ｐ<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农村儿童人口学变量同伴依恋

孤独感和自尊的相关分析(ｎ ＝ １ ００９ꎬｒ 值)

变量 年龄 性别
父母是否

在外地工作

基线同

伴依恋

基线

孤独感

基线自

尊水平
性别 －０.０５
父母是否在外地工作 ０.１４∗∗ －０.００
基线同伴依恋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１
基线孤独感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５４∗∗

基线自尊水平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４４∗∗

随访自尊水平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４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农村儿童自尊水平的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ꎬ
基线安全型同伴依恋正向预测随访自尊水平 ( β ＝
０.１４)ꎻ基线孤独感负向预测随访自尊水平 ( β ＝
－０.１３)ꎻ基线同伴依恋和孤独感水平的交互作用预测

随访自尊水平(β ＝ －０.０８)(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农村儿童基线同伴依恋与孤独感

对随访自尊的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 ００９)

步骤　 自变量 ΔＲ２ 值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Ｆ 值
１　 　 ０ ０.０３

年龄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４２
性别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９０
父母是否在外地工作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０ ０.０３

２　 　 ０.２０ ２１３.２８∗∗

基线自尊水平 ０.３２ ０.０４ ０.３２ ９.１６∗∗

３　 　 ０.０４ ２０.８２∗∗

基线同伴依恋 ０.１４ ０.０４ ０.１４ ３.７９∗∗

基线孤独感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１３ －３.５４∗∗

４　 　 ０.０１ ７.８０∗∗

基线同伴依恋×基线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０８ －２.８０∗∗

　 孤独感

　 注:∗∗Ｐ<０.０１ꎮ

　 　 经过简单效应分析后发现ꎬ相比高孤独组ꎬ低孤

独组的基线安全型同伴依恋对随访自尊水平的正向

预测作用更大(见图 １)ꎮ 具体表现为ꎬ当儿童的孤独

感低时ꎬ越高的基线同伴依恋预测越高的随访自尊水

平(β ＝ ０.２６ꎬＰ<０.０１)ꎻ当儿童孤独感高时ꎬ基线同伴依

恋水平无法预测随访自尊水平( β ＝ ０.１２ꎬＰ ＝ ０.１５)ꎮ
线性回归模型共解释随访自尊水平 ２５％的变异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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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基线同伴依恋与孤独感对随访自尊水平的交互作用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农村儿童中ꎬ无论基线自尊

水平高低ꎬ基线同伴依恋和孤独感都预测儿童随访的

自尊水平ꎮ 该研究支持了以往的横断面研究结

果[１２－１３] ꎬ同时提示同伴依恋对自尊的正向作用也可以

应用到高年级儿童群体中ꎮ 另外ꎬ本研究还克服了横

断面研究中无法估计变量之间关系方向性的问题ꎬ明
确指出了安全型同伴依恋水平和低孤独感对儿童未

来的自尊发展起到积极作用ꎮ 安全型同伴依恋水平

低的儿童倾向于采用回避或疏远的方式与同伴交流ꎬ
在与同伴相处的时候容易出现焦虑感ꎮ 因此ꎬ他们在

同伴交往的胜任感上较差ꎬ会影响自我评价ꎮ 对于家

长来说ꎬ父母要学会识别孩子的安全型依恋水平并采

取匹配的养育方式ꎮ 如果儿童的安全型依恋水平较

低ꎬ父母需要学习并调整教养方式ꎬ如付出更多的耐

心和关心ꎬ倾听孩子的烦恼并鼓励孩子与父母交流ꎬ
培养亲子关系的信任感和亲密感[１４] ꎮ 帮助儿童内化

稳定安全的客体形象ꎬ改善亲子间的安全型依恋水平

并促进与同伴的安全型依恋关系[１５] ꎮ 学校里安全型

同伴依恋水平较低的儿童对拒绝和忽视是较为敏感

的ꎮ 因此ꎬ教师可能需要更多地关注到这些儿童ꎬ让
他们体验到温暖共情的班级和校园环境ꎬ这样儿童可

能会慢慢发展出安全感ꎬ帮助他们改善低水平的安全

型同伴依恋ꎮ
降低儿童的孤独感不仅可以直接提高自尊感ꎬ而

且也可以扩大安全型同伴依恋对自尊的正向作用ꎮ
本研究发现ꎬ如果儿童有强烈的孤独感ꎬ安全型同伴

依恋无法发挥对自尊的积极作用ꎮ 意味着如果不考

虑儿童的孤独感ꎬ单独提升安全型同伴依恋水平可能

对自尊的发展无作用ꎮ 对经历校园欺凌或者处于适

应新环境阶段的儿童ꎬ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属于安全

型同伴依恋水平高却受到同伴排斥或忽视而体验到

强烈的孤独感[１６] ꎮ 尽管他们比较容易信任别人并擅

长与他人交流ꎬ但是如果他们强烈的孤独感没有缓

解ꎬ其“安全型同伴依恋水平”对自尊发展可能无法发

挥作用ꎮ 提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改善儿童的

同伴依恋ꎬ而且要降低儿童的孤独感ꎮ 首先ꎬ家长需

要及时察觉孩子的孤独感并了解其背后的原因ꎮ 有

研究发现校园欺凌或适应新的环境是引发孩子孤独

感的重要原因[１７] ꎬ家长可以针对相关的原因寻求对应

的解决措施ꎮ 对学校来说ꎬ可通过建设互助友善的校

园和班级文化促进学生间的关系质量ꎬ同时也可以设

计学生参与度高的课程或校园活动ꎬ让学生在游戏中

发展同伴关系ꎮ 另外ꎬ教师需要关注班级里孤独感较

为强烈的学生ꎬ班主任或专职心理老师可以为这些学

生提供更多的朋辈支持或者心理咨询ꎬ以降低孤独

感ꎬ从而促进他们自尊的发展ꎮ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ꎮ 首先ꎬ研究样本来自河

南和四川 ２ 个省份的小学高年级儿童ꎬ没有覆盖到中

国其他地区(比如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和低年

级农村儿童ꎬ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应用范围ꎮ 随后

的研究可以通过扩大样本所在的区域和年龄层ꎬ增加

农村儿童样本的可代表性ꎮ 其次ꎬ本研究采用自我报

告法测量自尊、孤独感和同伴依恋ꎬ测量结果可能会

受到学生阅读水平和社会期许性效应的影响ꎬ未来的

研究可以采用父母或教师报告法测量相应的变量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张静.自尊问题研究综述[ 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ꎬ２００２ꎬ４(２):８２－８６.
[２] 　 杨明.流动儿童自尊、健康心理资本和社会文化适应特点及其相

关性[Ｊ]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８ꎬ３４(７):６３６－６３９.
[３] 　 邝宏达ꎬ徐礼平.自尊及心理安全感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影

响[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９):１０８４－１０８６.
[４] 　 ＭＥＩＮＳ ＥꎬＢＵＲＥＡＵ Ｊ ＦꎬＦＥＲＮＹＨＯＵＧＨ Ｃ.Ｍｏｔｈｅ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ｔａｃｈ￣

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ａｎ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ｓｃｈｏｏｌ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Ｊ]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ꎬ２０１８ꎬ８９(３):１０２２－１０３８.

[５] 　 连帅磊ꎬ孙晓军ꎬ田媛ꎬ等.青少年同伴依恋对抑郁的影响:朋友社

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 Ｊ] . 心理科学ꎬ２０１６ꎬ３９ ( ５):１１１６ －
１１２２.

[６] 　 ＳＨＡＮＫＡＲ ＡꎬＮＣＭＵＮＮ ＡꎬＤＥＭＡＫＡＫＯＳ Ｐꎬ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ｓｕ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２):１７９－１８７.

[７] 　 徐云ꎬ刘堂荣.４ ~ ６ 年级小学生自尊、社交焦虑与孤独感的关系

[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１０):１５９７－１６０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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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ꎬ１９９９:１２２－３２０.
[９] 　 ＡＲＭＳＤＥＮ Ｇ Ｃꎬ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Ｍ Ｔ.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Ｊ] . Ｊ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１９８７ꎬ１６(５):４２７－４５４.

(下转第 ２３８ 页)

４３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女性比男性有更多的抑郁症状ꎬ且女性的抑郁症状呈

曲线变化ꎬ在青春期早期到中期增加ꎬ然后在青春期

晚期到成年早期下降ꎮ 国内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大

学生抑郁程度高于非单亲家庭者[１２] ꎮ 本次研究也发

现ꎬ单亲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抑郁ꎮ 王宏等[１３] 对 ７４１
名大学生进行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发现ꎬ父母

亲文化程度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ꎬ与本次研究结果

相似ꎮ
本次研究发现ꎬ大学生抑郁得分与遭受网络欺凌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ꎬ是影响抑郁得分的危险因素ꎮ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等[４]对 ２０ ４０６ 名高中生的研究发现ꎬ遭受网

络欺凌的频率越高ꎬ发生抑郁的情况也越频繁ꎮ Ｓｅｌｋｉｅ
等[１４]对美国 ４ 所大学 ２８３ 名女大学生的参与网络欺

凌与抑郁、酗酒问题的研究发现ꎬ有任何网络欺凌经

历的参与者ꎬ特别是那些曾经欺凌他人或曾经是欺凌

者 / 受害者ꎬ达到抑郁症标准的概率更高ꎮ 我国也有

研究发现ꎬ 青少年遭受网络欺凌与抑郁存在正相

关[１５] ꎮ 提示在预防网络欺凌的同时ꎬ应同时关注由此

造成的心理健康问题ꎮ 针对参与网络欺凌的青少年

应加强沟通和社交技能、同理心训练、应对技能方面

的训练ꎬ 同时应该向家长提供网络欺凌方面的教

育[１６] ꎬ以便全方位对网络欺凌问题进行预防ꎮ
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为横断面研究ꎬ无法确定大

学生遭受网络欺凌与发生抑郁之间的因果关系ꎬ需要

进行纵向研究来进一步阐明这些关联ꎮ 另外有研究

发现ꎬ网络欺凌受害者、实施网络欺凌者及双重受害

者更多存在于同性恋的青少年中ꎬ欺凌受害者的行为

始终与心理压力增加的可能性密切相关ꎬ包括抑郁症

状、自杀意念、自残和自杀企图[４] ꎮ 因此ꎬ今后的研究

可以增加对同性恋大学生网络欺凌情况的调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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