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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小学生孤独感的纵向发展特征及其性别差异ꎬ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实证参

考ꎮ 方法　 采用儿童孤独感量表ꎬ对广州中山和四川达州的 ７７１ 名小学三四年级学生进行为期 ２ 年的纵向追踪(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每半年施测一次ꎬ共收集到 ５ 组调查数据ꎮ 结果　 小学生 ５ 次追踪孤独感得分分别为(３３.９６±１２.７７)
(３１.１３±１２.８２)(２９.６６±１２.６５)(２８.６７±１１.９７)(２７.６０±１１.６３)分ꎮ 孤独感在童年中期有着较快的下降速度( ｅｔａ１ ＝ －２.６１ꎬＰ<
０.０１)ꎬ但在童年晚期呈现出上升趋势(ｅｔａ２ ＝ ０.２７ꎬＰ<０.０１)ꎮ 在童年期中晚期阶段ꎬ男生不同时点的孤独感水平高于女生ꎬ
但孤独感的发展速度性别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β１ ＝ ０.０６ꎬβ２ ＝ ０.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小学生孤独感的发展为非线性

的曲线发展ꎬ整体呈现出先长时程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发展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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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独感是个体认识到期望达到的和实际达到的

社交网络模式存在差距而产生的不愉快体验[１] ꎮ 长

期的孤独感会对儿童的各项心理功能发展造成直接

的伤害[２] ꎬ因而探讨童年期儿童孤独感的纵向发展特

征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说ꎬ孤独感反映的是儿童当

前社交功能所出现的困难ꎬ随着时间的流逝ꎬ儿童的

孤独感在社交网络中会一直持续[３] ꎮ 但在孤独感的

发展特征上ꎬ相关研究却存在较大争议ꎮ 有学者认为

儿童的孤独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ꎬ 年龄差异不显

著[４－５] ꎻ但有学者却认为儿童的孤独感是不断变化的ꎬ
如 Ｑｕａｙ 等[６] 研究发现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儿童的孤独

感会逐步增加ꎬ但在性别差异上结果不一致ꎮ 本研究

拟考察小学儿童孤独感的纵向发展轨迹ꎬ以及发展速

度的性别差异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经长江师范学院伦理委员会核准ꎬ
在征得研究对象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开展ꎮ 以

广州中山和四川达州某小学的三四年级学生为研究

对象ꎬ以每 ６ 个月的间隔期开展了 ２ 年追踪ꎮ 初次调

查时间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共有 １ １１６ 名学生完成施测ꎮ
后 ４ 次施测中ꎬ由于不愿继续参与、转学和留级等原

因ꎬ依次有 １６７ꎬ６８ꎬ３４ 和 ７６ 人流失ꎮ 最终保留有效样

本 ７７１ 名ꎬ其中男、女生分别为 ３７１ 和 ４００ 名ꎮ 初次施

测时的平均年龄为(９.６１±０.６８)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Ａｓｈｅｒ 等[７] 所编制的儿童孤独感量

表ꎮ 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８] ꎬ本研究仅采用原始量表

中的 １６ 个题项测量儿童的孤独感状况ꎮ 其中指向孤

独的项目如“在学校里与别的孩子相处得不好”等ꎻ指
向非孤独感的项目如 “ 在班上善于跟别的孩子合

作”ꎮ 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方式ꎬ从“非常不符合 ＝ １”到

“非常符合 ＝ ５”ꎬ非孤独感项目反向计分的总分越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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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儿童感受到的独孤感越多ꎮ 本研究中ꎬ５ 次施测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依次为 ０. ９１ꎬ０. ９２ꎬ０. ９３ꎬ０. ９３ 和

０.９３ꎮ
总体的施测步骤如下:首先是前期的主试培训ꎮ

为提高施测的标准化ꎬ参照心理测量学的要求ꎬ对所

有参加正式施测的主试进行了施测指导语和施测注

意事项等内容的培训ꎮ 在第 １ 次施测前期ꎬ由班主任

向学生家长介绍项目的施测目的和内容等ꎬ并获得了

家长的同意和支持ꎮ 最后是正式施测ꎬ以群体标准化

施测的方式进行ꎬ回收问卷后当场进行核验封存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数据的预处理ꎬ
以及常规的 ｔ 检验和 χ２ 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等ꎬ并
采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４ 统计软件建构潜发展模型ꎮ 首先拟合

童年期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轨迹ꎻ其次ꎬ采用时间恒定

协变量潜发展模型ꎬ探讨性别对于童年期儿童孤独感

发展轨迹的影响ꎮ 因为 ５ 次施测均存在非正态分布ꎬ
采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拟合数据的发展特征[９] 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孤独感 ５ 次施测的相关分析　 有效被试

与流失被试在年龄、性别、孤独感上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ｔ /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３９ꎬ２.８９ꎬ０.２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５ 次追踪学生孤独感得分分别为 ( ３３. ９６ ± １２. ７７)
(３１.１３±１２.８２)(２９.６６±１２.６５) (２８.６７±１１.９７) (２７.６０±
１１.６３)分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ꎬ不同时点的孤

独感得分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小学生孤独感 ５ 次追踪施测的相关系数(ｎ ＝ ７７１ꎬｒ 值)

调查时间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第 ３ 次 第 ４ 次
第 ２ 次 ０.６７
第 ３ 次 ０.６５ ０.７４
第 ４ 次 ０.５８ ０.６６ ０.７６
第 ５ 次 ０.４６ ０.５３ ０.６３ ０.７２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小学生孤独感的纵向发展轨迹　 通过建构童年

期儿童孤独感发展的线性模型、二阶曲线模型和分段

线性模型ꎬ选择发展轨迹的最优拟合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小学生孤独感潜发展模型的拟合指标(ｎ ＝ ７７１)

模型 χ２ 值 ＣＦＩ 值 ＴＬＩ 值 ＳＲＭＲ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无条件线性潜发展模型 ７０.５３ ０.９６ ０.９６ ０.１０ ０.０９
非线性二阶潜发展模型 ６.６０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０２ ０.０１
无条件分段线性潜发展模型 ２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９９ ０.０５ ０.０５

　 　 结果显示ꎬ３ 个模型的 ＣＦＩ、ＴＬＩ 值均>０.９０ꎬ符合

相关统计学的测量要求ꎬ但无条件二阶潜发展模型的
χ２ 值最小ꎬ统合考虑后本研究选择二阶潜发展模型拟
合童年期儿童孤独感的发展轨迹ꎮ 其中二阶潜发展

模型的截距因子为 ｅｔａ０ ＝ ３３.８０ꎬ说明基线调查时童年

期儿童孤独感的起始均值为 ３３.８０ꎮ 线性斜率因子为

负(ｅｔａ１ ＝ －２.６１ꎬＰ<０.０１)ꎬ说明孤独感随时间向下偏

离ꎮ 二阶斜率因子则为正ꎬ且达到统计学水平( ｅｔａ２ ＝
０.２７ꎬＰ< ０. ０１)ꎬ说明孤独感的发展有显著的曲线变

化ꎮ 童年中晚期儿童孤独感的发展为非线性的曲线

发展ꎬ整体呈现出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发展趋势ꎮ
２.３　 性别对小学生孤独感发展轨迹的影响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在 ２ 年的追踪时段内ꎬ男、女生在不同时间

点的孤独感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学生 ５ 次施测孤独感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第 ３ 次 第 ４ 次 第 ５ 次
男 ３７１ ３５.５１±１２.９３ ３２.３４±１３.０６ ３１.１４±１３.２９ ２９.９９±１２.７０ ２８.８３±１２.３１
女 ４００ ３２.５６±１２.４８ ３０.０１±１２.５１ ２８.２９±１１.８８ ２７.４６±１１.１３ ２６.４５±１０.８４
ｔ 值 ３.２２ ２.５３ ３.１４ ２.９５ ２.８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为探讨时间恒定协变量对小学儿童孤独感发展

轨迹的影响ꎬ将性别因素作为时间恒定协变量ꎬ来预

测孤独感二阶潜发展模型的因子ꎮ 协变量纳入模型

后ꎬ带性别恒定协变量二阶潜发展模型ꎬ各项拟合指

标 χ２ / ｄｆ、ＣＦＩ、ＴＬＩ、ＳＲＭＲ、ＲＭＳＥＡ 分别为 ７.５９ / ８ꎬ０.９９ꎬ
０.９９ꎬ０.０１ꎬ０.００ꎮ 可以看出ꎬ协变量的纳入提高了模型

的拟合度ꎮ 就协变量的效应而言ꎬ基线调查时男生的

孤独感高于女生(β ＝ －０.２８ꎬＰ<０.０１)ꎬ但是性别对于

二阶模型的斜率因子(β１ ＝ ０.０６ꎬＰ ＝ ０.９２)和二阶斜率

因子(β２ ＝ ０.０１ꎬＰ ＝ ０.９４)预测作用无统计学意义ꎬ小
学生孤独感的纵向发展速度在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童年中晚期孤独感的发展为先

下降后缓慢上升的非线性发展趋势ꎬ与以往的研究结

果类似[１０] ꎮ 在童年期早期到中期的阶段ꎬ儿童的孤独

感呈逐步上升的趋势[６]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从童年期

中期到晚期阶段ꎬ儿童的孤独感在逐步下降ꎮ 原因可

能为:(１)小学儿童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ꎮ 自我意识

是个体对自身身心状况的主观觉知和评价[１１] ꎮ 当前

有研究表明ꎬ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对孤独感有着

直接的影响效应[１２] ꎮ 孤独感是儿童对自我人际状况

的一种主观觉知ꎬ这种主观觉知的准确性依赖于儿童

自我意识的逐渐发展ꎮ 实际上ꎬ良好的自我意识可以

促进儿童更准确的评判自身的人际状况ꎬ并加以调

整ꎬ会增加儿童孤独感的主观觉知水平ꎬ进而减少孤

独感的觉知偏差ꎮ (２) 小学儿童同伴关系的不断改

善ꎮ 从本质上来说ꎬ孤独感的产生是由于儿童社会交

往需要没有得到满足[１３] ꎮ 有研究认为ꎬ儿童同伴关系

状况可以显著预测孤独感水平[１４] ꎮ 而在小学阶段ꎬ无
论是群体水平的同伴关系ꎬ还是双向关系的友谊质

量ꎬ儿童的人际状况都在不断发展和改善ꎬ会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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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会促进儿童孤独感水平的降低ꎮ 总体而言ꎬ可
能是由于儿童主观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和客观人际

状况的改善ꎬ使得童年期中晚期儿童的孤独感水平ꎬ
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ꎮ Ｍａｒｃｏｅｎ 等[４] 研究发现ꎬ从
童年晚期向青少年早期转变的过程中ꎬ个体的孤独感

在逐渐上升ꎮ 可以看出ꎬ整个童年期阶段儿童的孤独

感呈现出倒“Ｕ”型的波动形态ꎮ 这还需要对整个童年

期到青少年阶段孤独感的完整纵向追踪ꎬ才能做进一

步的确定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童年中晚期的不同时间节点

上ꎬ男生的孤独感水平始终高于女生ꎮ 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相似[１０] ꎮ 原因可能是ꎬ男女生在孤独感上的性别

差异更多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导向” 差异造成的ꎮ
即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ꎬ女生被赋予了更多的“关

系导向” [１５] ꎬ使得女生在同伴交往过程中ꎬ更加注重亲

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ꎬ并表现出更多的亲密行为[１６] ꎮ
因此ꎬ在交往内容和交往方式上的优势ꎬ使得女生体

验到的孤独感水平要低于男生ꎮ 但男女生在孤独感

觉知上的差异ꎬ可能会偏离童年期儿童的实际的人际

关系状况ꎮ 有研究发现ꎬ在群体中受欢迎的儿童具有

较多的孤独感情绪ꎬ但遭受较多拒绝的儿童却报告了

较低的孤独感水平[１７] ꎮ 因此ꎬ本研究中男生的孤独感

水平高于女生ꎬ可能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ꎮ
而就发展速度来说ꎬ男女生在孤独感的发展水平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提示:(１)童年期小学生孤独

感的发展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ꎮ 这种发展模式不会

因为个体性别的差异而有所改变ꎮ 在童年期同伴关

系的研究领域中ꎬ多数的研究均认为女生在同伴关系

的处理方式上要好于男生[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相对

于男生来说ꎬ女生所具备的人际优势并没有增加其孤

独感下降的速度ꎮ 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探讨其他因素

对男女生孤独感发展速度的影响ꎮ (２)应更加注重小

学男生的孤独感干预工作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在下降

速度无差异的情况ꎬ男生在童年期中晚期的孤独感水

平始终高于女生ꎮ 小学阶段的男生更多的是以群体

交往的方式进行ꎬ且在交往内容中更多强调地位和支

配[１９] ꎬ而竞争式的交往模式往往会缺少亲密感ꎬ从而

使男生的孤独感水平更高ꎮ 因此ꎬ在小学阶段针对男

生的交往特点ꎬ开展相应的干预工作ꎬ可以有效减少

其孤独感的整体水平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１)追踪的年龄范畴ꎮ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小学三至四年级段的学生ꎬ缺少

对于小学低学段儿童的纵向追踪ꎬ使得本研究无法完

善的刻画整个小学段儿童的孤独感发展特点ꎮ 未来

的研究需进一步拓展ꎮ (２)变量的数量ꎮ 研究主要侧

重于探讨小学生孤独感的发展特征ꎬ而没有涉及孤独

感的发展成因等变量ꎬ这使得相关的干预工作缺少针

对性ꎮ 未来的研究需纳入更多的变量来探讨其孤独

感发展的成因ꎮ ( ３) 样本ꎮ 鉴于追踪研究实施的困

难ꎬ研究所涵盖的样本数量略显不足ꎬ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推广效度ꎮ 未来的研究需扩大样

本量ꎬ以增加研究的结果效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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