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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行为问题（Childhood behavior problems）是

指儿童在发育过程中出现的在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

上超过相应年龄所允许偏离正常范围 5%～15%的

行为障碍，包括行为和情绪问题两个方面。1966
年，Achenbach基于临床经验的分类方式提出了两

分法，即内化情绪问题(internalizing)和外化行为问题

(externalizing) [1]。内化情绪问题又称神经症性问题

包括焦虑、抑郁、恐惧等负性情绪 [2]，如不及时发现

和干预，其不仅影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还可能发展

成为严重心理障碍。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特殊且

较为庞大的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环境

的变化，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有一种比常态儿

童增加的趋势。目前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行为

问题检出率基本在 41.3% ~59.7%范围波动 [3，4]。这

不但直接影响儿童的学习效能、获得知识与技能，还

会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带来

不良影响[4，5]，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一定的负担。本研

究旨在探索生活事件、自尊及冗思反应风格对儿童

内化情绪问题的影响，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早期综合

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整群随机抽取河北省保定和石家庄地区的4所
乡镇中学初中一至三年级 647名学生进行调查，收

回有效问卷 613份，有效率 94.75%。共测查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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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留守儿童 427名（男生 204名，女生 223名），

年龄为12～15岁16.39±0.91岁。

1.2 测查工具

1.2.1 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 该量表在

国际上应用广泛，国内相关研究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CBCL主要用于筛查儿童的社交能力和行为问

题，我们采用家长用量表。行为问题量表包括 113
条常见行为问题，填表时按最近半年(6个月)内的表

现记分。本研究主要关注留守儿童的内化情绪问

题，根据临床上常把CBCL的焦虑/抑郁、退缩和体诉

三因子划为内化性情绪问题，在本研究中以上三个

因子分之和作为考察指标。该量表由农村留守儿童

家长或养护人对儿童行为问题进行评定并填写。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问卷—修订版（ALEQ-R） 该

量表由Compas等1987年编制[6]，国内姚树桥等翻译

并应用。ALEQ是一个测查范围较广的负性生活事

件自我报告式问卷，主要评估中学生在过去一个月

中，在家庭、学校和学习中所经历的日常应激。采用

5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所遭受的生活事件越多。

国内外研究表明，ALEQ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2.3 自尊量表（SES） 采用季益富等修订的最初

由Rosenbery编制的由 10个项目组成的自评问卷。

量表为1～4级评分，信度在0.77～0.88之间。

1.2.4 应激反应问卷—冗思分量表（RS-RSQ） 该量

表由Nolen-Hoeksemal 于1991年编制[7]，国内姚树桥

等翻译并应用。该量表主要用于调查个人对心境的

一些较为稳定的反应风格。RSQ常用43条目版本，

采用1-4级评分，测试个体通常在感到忧伤、沮丧时

的想法和行动及其程度，共包括3个维度，本研究仅

使用冗思分量表（Rumination），用来评估面临生活

应激时的冗思反应风格，冗思分量表共 22个条目。

经多年的应用，RSQ在国际上具有很好的信效度，符

合测量学要求。

1.3 测量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班主任

的协助下统一进行测试，现场发放问卷，独立填写，

当场收回。

采用SPSS14.0软件包进行相关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自尊、冗思及生活事件与内化情绪问题的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自尊与生活事件、内化情绪问题

呈显著负相关，冗思与自尊及生活事件均呈显著正

相关，同时，冗思及生活事件与内化情绪问题均呈显

著正相关。见表1。
表1 农村初中留守儿童自尊、冗思及

生活事件与内化情绪问题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2 农村初中留守儿童生活事件、自尊

和冗思对内化情绪问题的复回归分析

2.2 路径分析

为探索农村留守儿童内化情绪问题与自尊、冗

思及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关系，采用路径分析来了解

各种影响因素对儿童内化情绪问题的作用，以及各

种影响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期能得到一个初步

的模型结构。

分析一：以内化情绪问题作为目标变量（因变

量），把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回归方程显著；分析二：以自尊作为目标变量（因

变量），把生活事件作为预测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回归方程显著；分析三：以冗思做为目标变量

（因变量），把生活事件、自尊作为预测变量（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显著；分析四：以内化情绪

问题作为目标变量（因变量），把生活事件、自尊及冗

思做为预测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方程显

著。见表2。
由表 2的复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在分析一的步

骤中，生活事件的 Beta值非常显著(0.446)；在分析

二、三中，生活事件的 Beta 值均亦显著 (- 0.129；
0.506)；在分析四的回归分析中，自尊和冗思的Beta
值均显著(-0.201；0.437)，而生活事件的Beta值则下

降为0.219，这说明生活事件对内化情绪问题的影响

亦可以经由自尊和冗思为中介，从而发生作用。

据以上分析和结果，绘制路径分析图。从附图

中可以看到，在对内化情绪问题发生的影响路径中，

有六条显著路径。冗思对内化情绪问题直接发生影

响；自尊直接影响内化情绪问题，同时也可通过冗思

为中介对内化情绪问题发生影响；生活事件对内化

项目

冗思

生活事件

内化情绪问题

自尊

0.205**
-0.129*
-0.193**

冗思

0.457**
0.541**

生活事件

0.446**

步骤

一

二

三

四

因变量

内化情绪问题

自尊

冗思

内化情绪问题

自变量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

自尊

生活事件

自尊

冗思

Beta值
0.446

-0.129
0.506
0.144
0.219

-0.201
0.437

t值
8.650***

-2.192*
9.747***
2.769**
3.944***

-4.125***
7.906***

F值

74.818***
4.804*

48.725***

54.338***

R2值

0.199
0.017
0.259

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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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问题的直接影响作用显著，其亦可经由自尊以

及冗思为中介影响内化情绪问题的发生。

附图 生活事件、自尊和冗思对初中

留守儿童内化情绪问题的影响路径

注：图中数据为相应的路径系数以及残差系数

3 讨 论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尊与儿童内化情

绪问题呈显著负相关。由于儿童时期身心迅速发展

与周围环境的互动逐渐增多，而他们的自我调节能

力尚未充分发展，各种生理心理机能尚未达到成熟

稳定的水平，因此他们往往比成人更易出现抑郁、焦

虑等内化情绪障碍并持久存在[8，9]，且其身心发展也

更易受到情绪障碍的不良影响。 Mesman等使用幼

儿CBCL量表对一组 2～3岁儿童追踪 8年，发现早

期有内化性症状(退缩、焦虑、抑郁、躯体诉述)的儿

童后期发生焦虑和心境障碍是无内化性症状儿童的

2.87倍[10]。青少年抑郁、焦虑障碍的持久存在，就会

伴有相应的症状表现，如注意力不集中、思维缓慢、

负性认知方式、自卑、缺乏自信、感到无望、自责、低

自尊等，当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低自尊使人更容易

发生抑郁焦虑等内化情绪问题[11]。同时相关分析表

明,冗思、生活事件与儿童内化情绪问题均呈显著正

相关，表明三者之间关系密切。Cuffe等研究发现，

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常与负性生活事件有关[12，13]，

冗思是与不良情绪相联系的一种反应风格，个体往

往反复把注意集中在自己内部的负性情绪状态上。

大量国内外实证研究证实，冗思是抑郁、焦虑情绪的

易感因素，不仅与症状发作有关，而且与情绪的持续

和加重有关[14，15]。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作为家庭结构

异常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亲子教育的缺失，他们可

能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资源，而与父母的长期分离

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本身就是重大应激性事件，亲情

缺失、不安全依恋、负性生活事件等因素对儿童产生

很多不利的影响，而是否采取合适的认知反应方式

则会导致儿童内化情绪问题的发生与严重程度。

本研究的路径分析表明，对儿童内化情绪问题

发生有直接作用的是自尊、冗思和负性生活事件，其

中冗思这条路径作用最明显。本研究中的相关分析

亦显示，儿童应激性生活事件与内化情绪问题呈显

著正相关，对情绪问题的回归分析也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生活事件既可以直接对情绪问题有影响作

用，也可以通过自尊和冗思反应等中介因素发生。

Skitch和Abela使用冗思反应分量表对中学生做追

踪调查，结果发现随着生活事件应激水平的增加，对

应激冗思较高的个体负性得分增加的幅度会大于应

激冗思较低的个体[16]。自尊作为自我结构中的核心

成分，取决于个体在其认为重要的方面如何评价自

己，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积极的保护意义。大量

实证研究证实[17]，个体的自我功能失调越明显，越容

易对自我形成批评，产生负疚和自卑感，从而降低自

己的自尊心，而低自尊是不良情绪的危险因素。当

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时，具有低自尊、冗思反应风格的

个体可能没有办法用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法去面对问

题，而只是一味沉溺于找出自我情绪问题的根本原

因，于是在应对生活中的应激源时会产生困难，从而

发生情绪障碍。

本研究提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特殊环境，导致其

不断有家庭、学习以及同伴关系冲突方面的生活应

激事件，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身心各方面发展变化

巨大，自我意识提高，自尊水平也应相应提高，但由

于青春期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仍不成熟，具有双重性

和矛盾性，同时又面临人际关系等各种问题，容易导

致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这不仅要求不断优化留

守儿童的生活环境，尽量减少负性生活事件发生的

频率，还要系统的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情绪调节，不

断提高其自我认识能力，建立健康反应风格，改善心

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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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品味又能提升其幸福指数，更进一步增强个体

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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