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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氛围是指学校中被学生、教师等所感知或体

验ꎬ并对其心理和行为产生持久稳定影响的学校人文

环境特征[１] ꎮ 研究表明ꎬ良好的学校氛围有助于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ꎬ促进学习效率ꎬ提高学业成绩[２－４] ꎮ 然

而ꎬ当前研究结论多基于对普通儿童青少年的调

查[５] ꎬ大量实证研究表明ꎬ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

监管和教育ꎬ他们的学业成绩普遍较差[６－７] ꎬ且低于非

留守儿童[８] ꎮ 因此本研究拟考察学校氛围对留守儿

童学业成绩的影响ꎮ
学校归属感是指学生感到被自己所在学校的他

人或物所接纳和尊重的主观感受[９] ꎮ 根据自我系统

过程模型[１０] ꎬ学校氛围作为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外部

环境ꎬ它通过影响个体内部自我系统(学校归属感)ꎬ
进而影响发展结果(学业成绩)ꎮ 现有研究也间接支

持了“学校氛围—学校归属感—学业成绩”这一中介

路径ꎮ 一方面ꎬ学校归属感有助于提高学业成绩ꎮ 社

会控制 / 联结理论指出ꎬ学校归属感水平高的个体倾

向于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到学习上ꎬ从而提高了学

业成绩[５ꎬ１１] ꎻ实证上ꎬ张晓婧[１２] 研究发现ꎬ学校归属感

对学业成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学生的学

校归属感又受到学校氛围的影响ꎮ 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校

归属感[１３－１４] 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拟考察学校氛围对留

守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ꎬ并引入学校归属感考察这一

关系的潜在中介机制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以班级为单位ꎬ对
湖北省咸宁市周边的 ２ 所乡镇级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７４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７１５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６.６２％ꎬ剔除多选、漏选、填写不完

整等废卷ꎬ获得有效问卷 ６８６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５.９４％ꎮ
以“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ꎬ且持续时间超过 ６ 个

月”为标准[１５] ꎬ获得留守儿童样本 ３８４ 名ꎬ平均年龄为

(１０.６６±１.０１)岁ꎮ 其中ꎬ男童 ２０１ 名(占 ５２.３％)ꎬ女童

１８３ 名(占 ４７.７％)ꎻ四年级 １２４ 名(占 ３２.３％)ꎬ五年级

１１８ 名(占 ３０.７％)ꎬ六年级 １４２ 名(占 ３７.０％)ꎮ 非留

守儿童 ３０２ 名ꎬ平均年龄为(１０.６０±１.０３)岁ꎮ 其中ꎬ男
童 １６０ 名(占 ５３.０％)ꎬ女童 １４２ 名(占 ４７.０％)ꎻ四年级

１０３ 名(占 ３４.１％)ꎬ五年级 ９０ 名(占 ２９.８％)ꎬ六年级

１０９ 名(占 ３６.１％)ꎮ
１.２　 方法　 在征得学校领导、班主任老师和学生知情

同意后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ꎬ问卷采用匿名

方式ꎬ施测前宣读统一的指导语ꎬ强调作答的完整性、
独立性、真实性ꎬ作答完毕现场收回问卷并致谢ꎮ
１.２.１　 学校氛围问卷 　 采用 Ｊｉａ 等[１６] 研究中所使用

的感知学校氛围问卷ꎬ该问卷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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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ꎮ 问卷共 ２５ 个项目ꎬ包括师生支持、同学支持和

自主性机会 ３ 个维度ꎮ 采用 ４ 点评分ꎬ１ 表示“从不”ꎬ
４ 表示“总是”ꎮ 计算各个维度的均分ꎬ分数越高表示

教师、同伴支持越高ꎬ自主性机会越多ꎮ 本研究中师

生支持、同学支持和自主性机会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

别为 ０.７０ꎬ０.７５ 和 ０.５６ꎮ
１.２.２　 学校归属感问卷 　 采用美国青少年健康国家

纵向调查中使用的学校归属感问卷[１７] ꎬ该问卷共包括

５ 个项目ꎬ采用 ５ 点评分ꎮ 其中 １ 表示“非常不同意”ꎬ
５ 表示“非常同意”ꎮ 计算所有项目的均分ꎬ分数越高

表明学校归属感越强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５８ꎮ
１.２.３　 学业成绩问卷　 采用文超等[１８] 编制的学业成

绩问卷ꎬ该问卷包含 ３ 个项目ꎬ要求学生对自己在语

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上的学业表现进行评价ꎮ 采

用 ５ 点计分ꎬ１ 表示 “很不好”ꎬ５ 表示“很好”ꎮ 计算 ３
个项目的平均分ꎬ分数越高表示学业成绩越好ꎮ 本研

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５９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ꎬ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ｔ 检验、相关分析和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与否儿童学业成绩比较　 留守儿童学业成

绩问卷均分及语文、数学、英语得分(２.６５±０.８３ꎬ２.８６±
１.０２ꎬ２.７８±１.１４ꎬ２.３２±１.１９)均低于非留守儿童(２.８０±
０.８０ꎬ２.９９±０.９５ꎬ２.９７±１.１５ꎬ２.４４±１.２３)ꎬ且在学业成

绩均分和数学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

为－２.４２ꎬ－２.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留守儿童学校氛围、学校归属感和学业成绩的相

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表明ꎬ师生支持、同学支持、
自主性机会均与留守儿童学校归属感呈正相关ꎻ师生

支持、学校归属感均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留守儿童学校氛围学校归属感和

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ｒ 值ꎬｎ＝ ３８４)

变量 师生支持 同学支持 自主性机会 学校归属感
同学支持 ０.２３∗∗

自主性机会 ０.４７∗∗ ０.０９
学校归属感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２１∗∗

学业成绩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０３ ０.１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检验之前ꎬ先将

所有变量(性别进行虚拟化:男＝ ０ꎬ女＝ １)进行中心化

处理ꎬ以减小多重共线性ꎮ 回归分析表明ꎬ在控制了

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１ 表示没有上过学ꎬ８ 表

示博士及以上)之后ꎬ师生支持可预测留守儿童学业

成绩(方程一)ꎬ师生支持和同学支持均可预测学校归

属感(方程二)(Ｐ 值均<０.０５)ꎻ进一步将学校归属感

纳入对学业成绩的回归方程ꎬ发现师生支持对学业成

绩的预测不显著ꎬ但学校归属感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

用显著(方程三)(β＝ ０.１６ꎬＰ<０.０１)ꎮ 进一步进行 Ｓｏ￣
ｂｅｌ 检验发现ꎬ学校归属感在留守儿童师生支持、同学

支持与学业成绩关系间起中介作用(Ｚ１ ＝ ２. ２２ꎬＺ２ ＝
２.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留守儿童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ｎ＝ ３８４)

变量
方程一

β 值 标准误 ｔ 值

方程二

β 标准误 ｔ 值

方程三

β 标准误 ｔ 值
性别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１０ １.１５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２０
年龄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２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４３
父亲教育水平 ０.１５ ０.０６ ２.６３∗∗ ０.１１ ０.０５ ２.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６ ２.３４∗

母亲教育水平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４７
师生支持 ０.１２ ０.０６ ２.０２∗ ０.２４ ０.０６ ４.３１∗∗ ０.０８ ０.０６ １.３６
同学支持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１９ ０.０５ ３.７７∗∗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３１
自主性机会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６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１.４４ －０.０５ ０.０６ －０.８９
学校归属感 ０.１６ ０.０６ ２.８９∗∗

Ｒ２ 值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０６
Ｆ 值 ２.３８∗ １０.３３∗∗ ３.１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低于非留守

儿童ꎮ 与薛海平等[８] 、杨志新等[１９] 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由于父母长期与留守儿童分离ꎬ
对其监管和教育不足ꎬ因此他们更容易出现逃学、打
架斗殴、上网成瘾等不良行为ꎬ进而导致学业成绩

下降ꎮ
本研究发现ꎬ师生支持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呈正

相关ꎬ即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提升留守儿童学业成

绩ꎮ 李琳[２０] 等研究表明ꎬ师生关系显著预测学业成

绩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提高小学生的学业成绩ꎻ
赵春花[２] 研究表明ꎬ学校氛围和学生学业成绩密切相

关ꎬ不良的学校氛围(如紧张的师生关系)是引发逃学

行为(不利于学业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同时ꎬ根据

社会联结理论[２１] 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激发留守儿

童的学习动机进而提高其学业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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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引入学校归属感进一步考察了学校氛围

影响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中介机制ꎬ发现学校归属感

在师生支持、同学支持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关系间起

着完全中介作用ꎮ 即师生支持和同学支持是通过促

进留守儿童的学校归属感ꎬ进而促进其学业成绩的提

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相关分析发现ꎬ同学支持与学业

成绩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ꎬ且尽管在未纳入学校归

属感时师生支持可正向预测学业成绩ꎬ但在纳入学校

归属感后师生支持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作用无统计学

意义ꎮ 这些发现表明对留守儿童而言ꎬ师生支持和同

学支持对其学业成绩的促进效应并不是直接的ꎬ而是

通过学校归属感等重要的“桥梁”来起作用的ꎮ 这一

研究结果支持了“情境—过程—结果”模型[５] ꎬ即学校

氛围作为情境因素ꎬ可以通过提升留守儿童学校归属

感这一心理过程ꎬ进而提高其学业成绩ꎮ 同时ꎬ实证

研究也支持了学校归属感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ꎬ如
张晓婧[１２]等研究发现ꎬ学校归属感在感恩与学业成绩

的关系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ꎻ孙小玉等[２２] 研究发

现ꎬ学校归属感在学生家庭亲密度与学业效能感的关

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与以往研究

发现[１６]不一致ꎬ本研究并未发现老师提供给学生的自

主机会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有统计学意

义ꎬ也没有发现其通过中介变量学校归属感影响留守

儿童学业成绩ꎮ 一方面ꎬ这可能与中国学校的文化相

关ꎬ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ꎻ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存在

较为严格的等级关系ꎬ课堂教学常以满堂灌形式为

主ꎬ因而较多的自主机会尽管有利于满足儿童青少年

日益增长的自主需求ꎬ但不利于其学业成绩的提升ꎻ
另一方面ꎬ由于父母在外务工ꎬ留守儿童群体的监管

主要由教师来承担ꎬ因而教师提供给留守儿童较多的

自主性反而不利于他们的积极发展ꎮ
本研究检验了学校归属感在学校氛围与留守儿

童学业成绩关系间的中介作用ꎬ阐明了该作用的传导

机制ꎬ不仅拓展了以往的研究结果ꎬ而且对于提高留

守儿童学业成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方面ꎬ师生支

持有助于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ꎮ 因此ꎬ学校教育

应注重建立良好师生关系ꎬ从而提高留守儿童的学业

成绩ꎮ 另一方面ꎬ学校氛围促进留守儿童学业成绩是

通过提升其学校归属感来起作用的ꎮ 因此ꎬ学校教育

也可通过提升留守儿童的学校归属感水平这一间接

途径ꎬ进而达到提高留守儿童学业成绩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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