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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查孤独感儿童的社会认知偏差，为孤独感儿童的认知干预提供指导。 方法：依儿童孤独量表(Chil鄄
dren’s Loneliness Scale，CLS)得分将 131 名儿童分为孤独感高分组和低分组，进一步让被试填写自编社会认知偏差

情景问卷，比较高低孤独感儿童的社会认知偏差。 结果：①孤独感高分组儿童更倾向于对负性情境进行指向自我和

他人的稳定的归因，低分组儿童倾向进行他人不稳定的归因；②高分组更难以向拒绝者求助，更多考虑采取退缩、回

避社会交往情境的行为；③高分组更倾向于对情景做消极结果预期，而较少做积极结果预期。 结论：与低分组儿童相

比，孤独感高分组儿童更倾向于做负性归因、决定采取回避反应以及对情境结果做消极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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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mong lonely proneness children. Methods: 131 pupils were
assign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scores of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CLS). They were then surveyed by situa鄄
tional questionnaire made by authors to study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among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①Lonely children
were prone to make stable attributions to themselves and others in negative situation, while normal children were more
likely to make unstable attributions to others. ②In the aspects of responses construction to the negative situation, it was
hard for the lonely proneness children to ask for help from people who had refused them before, and they tended to exhibit
withdrawal behaviors. ③The lonely proneness children were prone to expect more negative results and less positive results
in the negative situations.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lonely proneness children are more prone to make
negative attributions, decide to withdraw from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xpect negative results in negative situations. In other
words, lonely children have obvious social cognitive bi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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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孤独感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孤独感

是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感体验 [1，2]。 研究发现 [3，4]，
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儿童。 Cas鄄
sidy 和 Berlin 认为：“儿童孤独感是一种负性情绪体

验，是个体认为自己在需要别人却不可得时产生的”
[5]。 社会认知偏差是指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产生

的偏离现实的想法，具体表现在接受和解释信息、产

生应对方式和处理问题以及预测和 估计结果等 方

面，其信念和信念体系、思维和想象过程也均可能存

在不同程度的歪曲 [6]。 Archibald 提出孤独的认知差

距模型， 指出当个体在人际联系的期望水平与实际

水平之间感知到差距时就会产生孤独感[7]。 Brage 和

Meredith 的研究发现， 感到孤独的个体倾向于对自

己进行负性的评价， 往往会认为自己是不被他人所

关注、不被他人所喜爱的[8]。 孤独的个体也会对自己

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给予负性评价， 认为他人是难以

提供帮助的[9，10]。 这些认知偏差都会影响他们的社会

交往和孤独感。在遇到困难时，他们为了避免那些针

对自己、他人以及人际关系的负性评价，往往很少向

他人求助，多采取回避、退缩等行为。在归因方面，孤

独的个体更倾向于将失败和孤独的原因归结为个人

特质等比较稳定的因素， 而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于运

气或外在环境等不稳定因素 [9]。 尽管大量研究已经

关注到高孤独感成人个体的认知偏差， 但是很少有

研究关注孤独儿童及其社会认知特点。
Crick 和 Dodge 提出了“儿童社会适应的社会信

息加工模型”(a reformulated social information-pro鄄
cessing model of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11]。根据

这一模型，当儿童在面临一个新的社会情境时，都有

一个程序化的认知加工过程， 即线索编码→线索解

释和表征（归因）→目标澄清和选择→反应产生和形

成→反应决定（包括结果预期和反应选择）→反应执

行。如果儿童不能按顺序对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或

者在某个加工环节发生偏差， 就有可能导致不良行

为或社会适应不良。 例如， 对于情境的不恰当的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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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将负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归因于自我，产生退缩、
回避等行为，对结果进行消极预期等。

前人研究主要关注于同伴关系、依恋关系、家庭

环境等对儿童孤独感的影响 [12]，而儿童孤独感产生

的社会认知机制并未深入的研究。 本研究通过自编

情境问卷，考察了儿童对负性事件的归因模式、行为

反应建构和对结果的预期， 着重探讨孤独感儿童高

分组和低分组在这三个方面的异同，以期更清晰地界

定和探索孤独感儿童可能存在的社会认知偏差，并

为未来儿童孤独感的认知干预治疗提供可能的方向。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取四川省彭州某小学四、
五、六年级学生，共发放问卷 131 份，回收有效问卷

115 份，回 收 率 为 88.8%，其 中 男 生 55 人，女 生 60
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10.76±1.06 岁。
1.2 研究工具

1.2.1 儿童孤独量表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CLS) 该量表由 Asher 等人在 1984 年编制 [13]，包括

24 个条目，可用于评定 3-6 年级学生的孤独感。 该

量表采用 5 点评分，1 表示“一直如此”，2 表示“经常

如此”，3 表示“有时有些”，4 表示“偶尔如此”，5 表

示“绝非如此”。
1.2.2 自编情境问卷 通过半结构化访谈， 研究者

对于孤独感高分的儿童和孤独感低分儿童在对负性

事件的归因、 反应建构和结果预期方面存在的差异

有了初步的了解。 由研究者参考已有的其他对儿童

的研究[14]，并在研究小组内反复讨论，通过对个别儿

童的预测及修改，编制了情境问卷。该问卷包括的四

个负性情境分别是： 主人公小朋友在图画课上向别

的同学借水彩笔，被拒绝；主人公小朋友和其他小朋

友一起逛商场，但中途走散了；别人在很激烈的讨论

问题，但主人公小朋友并没有发言；主人公小朋友想

和其他两个小朋友一起玩羽毛球，但他们不同意。该

问卷采用的是五点评分， 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是主人

公小朋友， 对每一个情境后面的选项的可能性进行

评分，1 表示“不是”，2 表示“有一点可能是”，3 表示

“可能是”，4 表示“很有可能是”，5 表示“是”。量表采

用的是单维度单级评分， 情境后面的问题分为三个

方面 [16]：①归 因模式：对 负性情境在 自我-他人、稳

定-不稳定的维度上进行归因，包括四个方面：他人

不稳定、自我不稳定、他人稳定和自我稳定。 ②反应

建构：包括指向外部的反应（指向拒绝者、指向其他

人）和指向内部的反应（指向自己）。 ③对结果的预

期：包括对积极结果和消极结果的预期。
1.3 研究程序

将问卷装订成册，发给学生进行回答。数据收集

后，采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根据儿童孤独感量表（CLS）的得分，按照全 体

被试得分的中位数（28 分），将全体被试分为两组，
其中有 3 人正好是 28 分， 故未将其纳入统计数据。
其中高分组成员得分高于 28 分，共 56 人，男性 31
人，女性 25 人，平均年龄 10.80±1.14 岁，CLS 量表得

分 38.43±8.74 分；低分组成员得分低于 28 分，共 56
人，男性 20 人，女性 36 人，平均年龄 10.71±1.02 岁，
CLS 量表得分 22.13±3.55 分。 高、低分组的 CLS 量

表得分具有显著差异：t（73）=12.93，P<0.01。
2.1 归因模式

对孤独感高、 低分组在归因的四个方面分别进

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1）：高分组和低

分组在他人不稳定归因、 他人稳定归因和自我稳定

归因上有显著差异。
2.2 行为反应建构

对孤独感高、 低分组在行为反应建构的三个方

面上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2）：
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指向拒绝者和指向自己的反应上

具有显著差异，在指向其他人的反应上差异不显著。

表 1 孤独感儿童高低分组归因得分的比较

表 2 孤独感儿童高低分组在行为反应建构得分的比较

表 3 孤独感儿童高低分组结果预期得分的比较

2.3 结果预期

对高、低孤独感儿童在积极结果预期、消极结果

预期两个方面上分别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

示（见表 3）：高分组和低分组在积极结果预期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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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结果预期方面差异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以儿童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为理论基础，
探讨孤独感高分儿童在负性的情境中存在的社会认

知偏差。 在归因方面，面对负性情境，高孤独感儿童

与低孤独感儿童相比， 会更多的将负性事件的原因

归因为与自我和他人相关的稳定因素。 Ernst 和 Ca鄄
cioppo[9]综述了前人研究，发现高孤独感个体更倾向

于将失败归因于人格等稳定因素， 而且不管是成功

还是失败，他们都认为自己无法控制事件的结果。尽

管 Ernst 和 Cacioppo 综述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关于成

人的， 但是本研究在高孤独感儿童身上也发现了这

样的结果。也就是说，高孤独感儿童的归因方式是比

较消极的。 Rotenberg 也指出，孤独感高分儿童对自

己和他人都持负性评价， 包括自我贬低和对他人的

否定，认为自己不被人喜欢，没有价值、缺乏社会能

力，同时，还认为他人是不可信赖的，无法提供帮助
[15]。 高孤独感儿童对环境中的拒绝更加敏感，在识别

负性情境时， 更容易将对情境的认识固着在事件的

负性方面，从而较少想到其它可能性。 另外，高孤独

感儿童对情境中他人表现的解释， 往往也是偏向负

性的，如他人在嘲笑自己等。这可能是因为在以往的

经验中， 高孤独感儿童缺乏人际交流或体验过更多

的拒绝 [16]，使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负性方面

中，难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解释，并且对他人的行为也

倾向于做负性解释。
儿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模型表明， 儿童在选择

和澄清了目标之后，会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认知

层面上考虑如何进行行为反应，即进行反应建构。儿

童采取的行为反应通常都与他们之前所做的归因解

释及以往经验有关[11]。 本研究发现，在负性情境中，
孤独感高分的儿童会更倾向于采取指向自我的消极

（如退缩和回避）行为，而较少采取指向拒绝者的积

极（如继续请求一起玩）的行为。 这与前人的结论较

一致 [17-19]，即孤独感强烈的儿童对他人的 拒绝较为

敏感，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害怕受到他人的负性评

价，因此难以继续与拒绝者进行交流，从而更多的采

取退缩行为。在社会交往中，孤独的个体多表现为害

羞的、内向的、对他人缺乏回应以及不愿意处理生活

中遇到的危险[20]。 这可能是因为，高孤独感儿童在以

往交往经验中遭到过较多的拒绝和冷落， 为了尽量

的维护其自我价值， 他们会更多的采取回避行为来

避免这些负性情绪的伤害。

本研究还发现， 高孤独感的儿童更倾向于对社

会情境做出消极结果预期， 而更少的进行积极结果

预期， 这与儿童的社 会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的 模 型相符

合[11]。 在社会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前面的阶段会对后

面的阶段产生影响。在面对负性情境的时候，高孤独

感的儿童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以及已经形成的认知

模式，会做出指向自我以及他人的稳定性归因，即对

自己和他人进行负性的评价，从而产生更多的退缩、
回避行为， 这些归因模式和行为反应建构都会对个

体的社会交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孤独感高分的

儿童更倾向于根据前面的归因模式和行为反应方式

做出消极的结果预期。
综上所述，与低孤独感儿童相比，高孤独感儿童

在社会情境的编码、归因、反应建构、结果预期方面，
都存在社会认知偏差。然而，本研究仅仅探讨了孤独

感儿童对负性情境的信息加工， 而高孤独感儿童是

不是对正性情境也存在同样的认知偏差， 有待进一

步探索；再如，有研究者认为，孤独感是抑郁的一种

亚型或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是，孤独感和社交活动

密切相关，而抑郁则不仅仅限于社交活动 [21]，那么，
除了与社交活动的关系不同外， 孤独儿童和抑郁儿

童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还有什么不同， 也是未来值

得进一步探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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