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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社交焦虑与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水平的关系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ꎬ为针对性开展农村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及提升积极心理品质提供客观的借鉴与思路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ꎬ采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希
望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评估量表对 ７９７ 名湖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进行调查ꎮ 应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ꎬ
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评估领悟社会支持是否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希望之间起中介作用ꎮ 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６.８４±４.２８)分]与领悟社会支持[(５４.１８±１４.４８)分]及希望[(２３.８０±５.７７)分]均呈负相关( ｒ 值

分别为－０.２３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领悟社会支持与希望呈正相关( ｒ＝ ０.４９ꎬＰ<０.０１)ꎮ 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交焦虑与儿童希

望水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结论　 领悟社会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希望水平产生积极影响ꎬ对社交焦虑产生负面影响

起到积极缓冲作用ꎮ 建议在教育和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可以多开展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的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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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童心理健康及其促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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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由于在早期成长过程中存在家庭教育

缺失的情况ꎬ加之心理不成熟、自控力不足、抗挫折能

力差、缺乏父母关爱等原因ꎬ往往容易形成内向、偏

执、自卑的性格[１－ ２] ꎬ从而出现人际关系障碍、自卑、适
应障碍等心理问题ꎮ 研究发现ꎬ留守儿童的孤独感、
社交焦虑水平、抑郁、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等消极

心理品质均高于非留守儿童[３－５] ꎬ而生活满意度、心理

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则低于非留守儿童[６] ꎮ
希望是在不利的背景下产生的具有应对功能的

特殊情绪ꎬ能帮助个体在不利的情境中坚持信仰ꎬ是
调节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机制[７] ꎮ 研究发现ꎬ
希望能帮助个体减少生活中许多不良行为和心理问

题的出现ꎬ是儿童心理问题的一个保护因素ꎬ对维持

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８] ꎮ 社交焦虑是继重

度抑郁和酒精依赖之后的第三大精神障碍ꎬ是产生心

理健康障碍的关键因素[９] ꎮ 社交焦虑往往伴随其他

的精神障碍ꎬ共病问题使疾病的危害更加严重ꎬ并且

导致自杀的概率增高ꎻ同时ꎬ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

水平高于非留守儿童[１０] ꎮ 积极心理学的理论认为ꎬ如
何发挥个体的积极心理来降低焦虑等负面情绪对个

体心理状态的影响是研究者应当关注的问题ꎬ而领悟

社会支持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积极心理资源ꎬ也是影响

儿童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１１]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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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拟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希望的

关系ꎬ以及领悟社会支持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ꎬ为针

对性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提升积极心理

品质提供客观的借鉴与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ꎬ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

湖南省 ８ 所农村学校的三至九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６７５ 份ꎬ实际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６０６ 份ꎬ
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 ８８％ꎮ 留守儿童 ７９７ 名ꎬ其中男生

４０１ 名ꎬ女生 ３９６ 名ꎻ三至九年级学生分别为 １４２ꎬ１２８ꎬ
１３０ꎬ１２２ꎬ９６ꎬ１０５ꎬ７４ 名ꎻ走读生 ５５８ 名ꎬ寄宿生 ２３９
名ꎻ年龄 ９ ~ １５ 岁ꎬ平均(１１.６７±１.９４)岁ꎮ 调查前告知

调研内容及目的ꎬ征得学校老师和家长同意ꎬ所有儿

童自愿并且匿名参加调查ꎮ
１.２　 测量工具　 (１)儿童社交焦虑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ｘｉｅ￣
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ＳＡＳＣ)ꎬ采用 ＳＡＳＣ 对社交焦虑进

行测量评定ꎬ该量表由 Ｌａ Ｇｒｅｃａ 等[１２] １９８８ 年编制、并
经中文版修订[１３] ꎬ用于评估儿童社交焦虑的主观感的

自评量表ꎬ涉及由社交焦虑所引发的情感、认知与行

为ꎬ适合 ７ ~ １６ 岁的儿童使用ꎮ 量表包括害怕否定评

价(条目 １ꎬ２ꎬ５ꎬ６ꎬ８ꎬ１０)、社交回避及苦恼(条目 ３ꎬ４ꎬ
７ꎬ９)２ 个维度共计 １０ 个条目ꎬ采用从 ０ ~ ２ 分的 ３ 级评

分(０:从不这样ꎻ１:有时这样ꎻ２:一直这样)ꎬ总量表最

低分为 ０ 分(代表焦虑的可能性最小)ꎬ最高分为 ２０
分(代表焦虑的可能性最大)ꎬ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

好[１２－１３] ꎮ ( ２)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ꎬＰＳＳＳ)ꎬ量表由 Ｚｉｍｅｔ 等[１４] 编制ꎬ包括朋

友、家庭和其他支持 ３ 个维度ꎬ共计 １２ 个条目ꎬ每个维

度 ４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７ 点评分法ꎬ从 １(极不同意)
~ ７(极同意)分进行评分ꎬ总分为 １２ ~ ８４ 分ꎬ得分越高

说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ꎮ 严标宾等[１５]

对此量表进行了汉化与修订ꎬ将题目中的“同事、亲
戚、领导” 改为“同学、亲戚、老师”ꎬ使之适合用于学

生ꎬ量表的信效与效度良好ꎮ (３)儿童希望量表ꎬ采用

Ｓｎｙｄｅｒ 等[１６]编制的儿童状态希望量表进行测量ꎬ量表

包括 ６ 个条目ꎬ分为动力思维(条目 １ꎬ３ꎬ５)和路径思

维(条目 ２ꎬ４ꎬ６)２ 个维度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１(从不) ~ ６(总

是)分 ６ 级评分ꎬ总分为 ６ ~ ３６ 分ꎬ总分越高ꎬ表示希望

的水平越高ꎮ 研究者对此量表进行了翻译与修订ꎬ汉
化后显示中文版儿童希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

度[１７] ꎮ
１.３　 数据分析　 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和 ＡＭＯＳ ７.０ 统

计软件分析ꎬ定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变量间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ꎬ中介作用的检验先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然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

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７９７ 名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得分

为(６.８４±４.２８)分ꎬ希望得分为(２３.８０±５.７７)分ꎬ领悟

社会支持得分为(５４.１８±１４.４８)分ꎮ
２.２　 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希望和领悟社会支持的

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示ꎬ农村留守儿童社

交焦虑、希望和领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之间的相

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中社交焦虑

与领悟社会支持及希望呈负相关ꎬ领悟社会支持与希

望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希望和领悟社会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７９７)

量表与维度
害怕否

定评价

社交回避

及苦恼

社交

焦虑

动力

思维

路径

思维
希望

其他

支持

家庭

支持

朋友

支持
社交回避及苦恼 ０.５０
社交焦虑 ０.９０ ０.８３
动力思维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９
路径思维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１５ ０.６４
希望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９１ ０.９０
其他支持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４２
家庭支持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５４
朋友支持 －０.２０ －０.１４ －０.２０ ０.４０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７２ ０.４８
领悟社会支持 －０.２２ －０.１６ －０.２３ ０.４７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８９ ０.８０ ０.８４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交焦虑与希望间的

中介作用　 根据温忠麟等[１８]关于中介效应的理论ꎬ假
设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ꎬ社交焦虑为自变量ꎬ希
望为因变量ꎮ 第 １ 步将社交焦虑为自变量ꎬ将希望为

因变量ꎻ第 ２ 步将社交焦虑作为自变量ꎬ将领悟社会支

持作为因变量ꎻ第 ３ 步将社交焦虑和领悟社会支持作

为自变量ꎬ将希望为因变量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

示ꎬ社交焦虑对希望和领悟社会支持有预测作用( Ｐ
值均<０.０１)ꎬ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交焦虑和希望之间起

中介作用ꎮ 中介效应值 ａｂ ＝ ｃ－ｃ' ＝ ０.１９－０.０８ ＝ ０.１１ꎬ占
总效应值(０.１９)的 ５７.８９％ꎮ 见表 ２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进行检验ꎬ假设领悟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ꎬ社交焦虑

为自变量ꎬ希望为因变量ꎬ中介模型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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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在

社交焦虑与希望间的中介作用(ｎ ＝ ７９７)

因变量 常数与自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Ｂ 值 标准误

标准化

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希望 常数项 ２５.５５ ０.３８ ６７.４５ <０.０１
社交焦虑 －０.２６ ０.０５ －０.１９ －５.４６ <０.０１

领悟社会支持 常数项 ５９.４０ ０.９４ ６２.９６ <０.０１
社交焦虑 －０.７６ ０.１２ －０.２３ －６.５２ <０.０１

希望 常数项 １４.３０ ０.８２ １７.４９ <０.０１
社交焦虑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８ －２.６３ ０.０１
领悟社会支持 ０.１９ ０.０１ ０.４８ １５.０８ <０.０１

图 １　 农村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

在社交焦虑与希望间的中介作用路径

　 　 检验结果显示ꎬ各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ꎬ提
示领悟社会支持在社交焦虑与希望关系中起部分中

介作用ꎬ即社交焦虑不仅对希望起直接作用ꎬ还通过

领悟社会支持起间接作用ꎮ 模型拟合指标ꎬ χ２ / ｄｆ ＝
２.６３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９ꎬＩＦＩ ＝ ０.９９ꎬＧＦＩ ＝ ０.９９ꎬ
ＡＧＦＩ ＝ ０.９７ꎬ说明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得分

为(６.８４±４.２８)分ꎬ与其他类似研究结果一致[３ꎬ１９] ꎮ 提

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仍然较高ꎬ学校、社
会和家长应当引起重视ꎬ并采取有效措施ꎮ 农村留守

儿童社交焦虑水平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正处于

成长的关键时期ꎬ心理承受力差、自控能力不足、抗挫

折能力差ꎬ加上长期缺乏父母的陪伴而带来一些心理

问题与心理危机[２０] ꎬ更容易形成内向、羞怯、孤独、自
卑的性格特征ꎬ 从而导致社交焦虑等负性情绪的

出现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希望、

领悟社会支持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ꎮ 其中社交焦虑

与希望及领悟社会支持均呈负相关ꎬ领悟社会支持与

希望呈正相关ꎮ 与其他一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２１] ꎮ
同时ꎬ有研究发现父母与留守儿童沟通的主动性、沟

通频率、留守儿童对亲子关系亲密程度的认知等与农

村留守儿童消极情感呈负相关ꎬ所以留守儿童与外出

父母沟通的次数越多ꎬ 他们越能体验到积极的情

感[２２] ꎮ 由此可见ꎬ社会支持在一定的程度上能缓解留

守儿童的焦虑水平ꎮ 洪世茹等[２３]研究ꎬ结果发现领悟

社会支持与肺癌化疗患者希望之间存在正相关ꎮ 倪

士光等[２４]对广东 １ ３４５ 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ꎬ发现社

交焦虑与希望感之间呈负相关ꎮ
本研究不仅发现了社交焦虑会影响农村留守儿

童的希望ꎬ通过中介作用检验ꎬ还发现领悟社会支持

会在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希望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ꎮ 说明社交焦虑既会直接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希

望产生负向影响ꎬ同时也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对希望起

间接影响ꎮ 一方面ꎬ当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

越高ꎬ其领悟到较少的社会支持ꎬ相反ꎬ如果农村留守

儿童处于较低的社交焦虑水平ꎬ其领悟到较多的社会

支持ꎬ这支持了前人的研究结果[２４] ꎬ可能与社交焦虑

的本质有关ꎬ即社交焦虑水平较高的留守儿童会对与

其他人的交往感到担心和害怕ꎬ从而减少与其的联

系ꎬ如老师或同学[２５] ꎮ 另一方面ꎬ领悟社会支持能正

向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希望ꎬ说明农村留守儿童感知

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时ꎬ其希望水平越高ꎬ感知到的社

会支持较少时ꎬ其希望水平越低ꎬ这一结果进一步验

证了社会支持主效应模型[２６] ꎬ依据社会支持主效应模

型理论ꎬ领悟社会支持对维持个体心理健康有增益作

用[２７] ꎬ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可以预测农村留守儿童的积

极情绪(希望水平)ꎮ
本研究验证了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希望间

的关系ꎬ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ꎬ一方面有助

于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与希望之间的相关关

系ꎬ另一方面也提示提高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可以缓解

社交焦虑对农村留守儿童希望的不利影响ꎬ说明提升

农村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对于促进其心理

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ꎮ 提示在农村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关爱与促进过程中ꎬ必须重视领悟社会支持

的意义ꎬ学校和教师应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心ꎬ
同时也要防止留守儿童被异化ꎬ引导留守儿童更好地

融入同学群体中ꎬ从而充分发挥领悟社会支持在农村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中的重要作用ꎬ维护农村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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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监管部门与疾控机构应在第一时间同时赶赴现场ꎬ
现场卫生学调查以监管部门为主ꎬ疾控机构配合ꎮ 监

管部门会同疾控机构确定卫生学调查涉及的生物样

品、可疑污染食品及环境样品ꎬ并委托疾控机构采集、
检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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