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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及社交地位的关系。 方法：采用友谊质量问卷（FQQ）、同伴关系提

名和儿童孤独感量表（CLS)对 268 名留守儿童和 228 名非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结果：①留守儿童组的孤独感显著高于

非留守儿童组；②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的冲突与背叛因子显著正相关，与其它友谊质量因子显著负相关；

孤独感与同伴积极提名显著负相关，与社会偏爱分数和社会影响力分数显著负相关；③高孤独感组在友谊质量的帮

助与指导、肯定与关心、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等因子得分显著低于低孤独感组；冲突与背叛因子得分显著

高于低孤独感组；④不同社交地位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比较发现，受欢迎组的孤独感显著低于被拒绝组（P=0.034）和被

忽视组（P=0.005）；⑤友谊质量和社交地位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回归分析显示，友谊质量的“亲密袒露与交流”因子负

向预测孤独感，同伴接受性正向预测孤独感。 结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孤独感明显偏高；留守儿童的友谊

质量及社交地位与其孤独感密切相关。 高孤独感的留守儿童与同伴之间的情感联系少并处于不利的社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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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left-home-kids’ loneliness, friendship quality and so-
cial status. Methods: 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naire(FQQ), Peer nomination and 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CLS) were
administrated to 268 left-home-kids and 228 non-left-home-kids. Results: ①Loneliness of left-home-kids was higher
than non-left-home-kids’ children significantly. ②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observed between left-home-
kids’ loneliness and the conflicts and betrayal of friendship’ quality. Conversely,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ed
in loneliness and other factors of friendship quality; the lonelines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peer positive nomina-
tion whil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ocial preference score and social influence score significantly. ③Group of high loneli-
ness scored higher than the group of low scores loneliness significantly in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affirmation and care,
intimacy exposure and communication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of the friendship quality while scored lower in con-
flict and betrayal significantly. ④Loneliness in popular-children （P=0.034） was significant lower than rejected-children
(P=0.005). ⑤It was reported that intimacy exposure and communication of friendship quality negatively predict their lone-
liness, while peer acceptability positively predict in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where friendship quality and social status wer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loneliness was dependent variable. Conclusion: Compared to non-left-home-kids, left-home-
kids felt more lonely; the quality of left-home-kids’ friendship was closely correlated to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loneliness.
High-scored loneliness left-home-kids had less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peers and in a disadvantageou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Left-home-kids； Loneliness； Friendship quality； 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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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感是很常见的现象， 不仅青少年和成人会

体验到，而且儿童也能体验到[1]。 孤独感会造成儿童

相当大的痛苦， 尤其在青少年时期这种孤独体验与

抑郁和被遗弃感相联系，使儿童找不到社会归属感，
并导致自尊下降[2]。 并且稳定的孤独感模式，会严重

威胁到个体的心理健康， 因此儿童青少年的孤独感

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有关孤独感的定

义有很多种。 Peplau 和 Perlman 认为[3]，孤独是个体

的社会关系网络比预期的更不满意时的一种不愉快

的情绪体验。对于儿童来讲，它是个体基于对自己在

同伴群体中社交和友谊地位的自我知觉而产生的孤

单、寂寞、失落、疏离和不满的主观情绪体验，是一种

消极的情绪反应[4]。
在孤独感的研究中，有两个主要理论，即社会需

要理论和认知加工理论[5]。 社会需要理论认为，人生

来就有与人保持交往的需要， 如果人际交往得不到

满足，就会产生孤独感；而认知加工理论认为，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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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产生不是因为人际交往得不到满足， 而是当一

个人对觉知到的人际关系不满意时， 孤独感才会产

生。 因此，在众多对儿童孤独感的研究中，同伴关系

一直是研究者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 以往大量研究

表明，儿童的同伴关系和孤独感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大多数研究中， 同伴关系一般指同伴接纳和友

谊。 同伴接纳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向结构， 反映的

是群体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 接纳或排

斥；友谊是一种以个体为指向的双向结构，处于同伴

交往的关系水平，它充满感情色彩，为双方提供亲密

交流与袒露的机会， 反映的是个体与个体间的情感

联系。 两者在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

用。 有研究表明[6]，并不是所有被拒绝的儿童都报告

了强烈的孤独感，有些受欢迎儿童也报告了孤独感。
由此，友谊对孤独感的影响开始被人所关注。

当前， 儿童孤独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一般

儿童群体， 对作为特殊儿童群体的留守儿童的孤独

感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留守儿童的

特殊性在于他们缺乏与父母的正常接触， 亲子分离

和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 研究发现留守

儿童普遍表现出对外出 父 母 的 强 烈 思 念 和内心孤

独[7]。 刘正奎的研究表明 [8]，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感

到孤独寂寞。 我们的研究也发现[9]，留守所导致的亲

子分离现象对儿童行为适应及情绪发展存在不利影

响，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一般儿童。本研究旨

在考察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及社交地位的

关系， 并对解决留守儿童孤独感问题提出建议和相

应的干预措施以改善留守儿童的孤独感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留守儿童的选取标准是农村地区因父母

单方或双方长期在外打工 （单次持续时间为半年以

上）而不得不被交由父母单方或者长辈（祖父母、外

祖父母等）或者他人抚养、教育及管理的 16 岁以下

的儿童 [7]。 共计取样 500 人，其中男生 271 人，女生

225 人，缺失 4 人；3 年级 46 人，4 年级 37 人，5 年级

121 人，6 年级 111 人，初一 103 人，初二 78 人，年级

信息缺失 4 人。独生子女 40 人，非独生子女 440 人，
缺失 20 人；年龄 7-16 岁，平均 11.88±1.666 岁。

留守儿童 268 人（父亲外出 99 人，母亲外出 32
人，双 亲 外 出 137 人），年 龄 7-16 岁，平 均 11.66±
1.717 岁。 其中男生 142 人 （53.0%）， 女生 126 人

（47.0%）；3 年级 36 人，4 年级 21 人，5 年级 69 人，6

年级 58 人，初一 45 人，初二 39 人；独生子女 29 人，
非独生子女 229 人，缺失 10 人。 留守儿童的留守时

间从 5 个月至 15 年不等，平均 6.13±3.501 年；与父

母分离时的年龄 （父/母/父母外出打工时被试的年

龄）从 0 岁至 15 岁不等，平均 4.93±3.458 岁。
1.2 工具

1.2.1 儿童孤独感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CLS) [10] 该量表 有 24 个项目，16 个 项目评定孤 独

感，8 个项目为个人爱好的无关插入题。 从“始终如

此”到“一点没有”5 级计分。 对 16 个基本条目进行

简单叠加，高分表示孤独感-社会不满较重。
1.2.2 友谊质量问卷（Friendship Quality Question-
naire，FQQ）[11] Parker 和 Asher 编制，邹泓修订的简

略版，共 18 个项目。 量表评价与最好朋友的友谊质

量，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

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六个友谊维

度。 将冲突与背叛的项目反向记分后，再将 18 个项

目得分相加得到友谊质量总分。

1.2.3 同伴接受性的测量 [12] 使用同伴提名法测量

儿童同伴接受性。 同伴提名包括正向提名和反向提

名两部分，问题为：在你们班中，可能有你最喜欢和

最不喜欢的同学， 请你分别写出你最喜欢的五个同

学和你最不喜欢的五个同学的名字。 根据同伴提名

对儿童的同伴接受性进行分类， 分类 的指标包括

LMz、LLz、SP、SI， 其中 LMz、LLz 代表实际同伴提名

的积极得分和消极得分的标准化分数，SP 代表社会

偏爱分数 （SP=LMz-LLz），SI 代表社会影响力分数

（SI=LMz+LLz）。 在这一基础上，被试被分为五组：①
受欢迎组(SP>1.0，LMz>0，LLz<0)；②被拒绝组(SP<-
l.0，LMz<0，LLz>0)； ③被忽视组 (SI<-1. 0，LMz<0，
LLz<0)；④有争议 组 (SI>1.0，LMz>0，LLz>0)；⑤普 通

组(其他被试)。

2 结 果

2.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孤独感、友谊质量及同

伴接受性比较

留守儿童组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组；
留守儿童组与非留守儿童组在友谊质量各因子上得

分无显著差异； 在同伴提名的社会偏爱和社会影响

力分数上也无显著差异。 见表 1。
2.2 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及同伴提名结

果的相关分析

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友谊质量的冲突与背叛因

子显著正相关（r=0.215，P<0.05），与陪伴与娱乐（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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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8）、帮 助 与 指 导 （r=-0.256）、肯 定 与 关 心 （r=-
0.304）、亲密袒露与交流（r=-0.314）、冲突解决策略

（r=-0.194） 显著负相关； 孤独感与同伴 积极提名

（r=-0.339）显著负相关，与社会偏爱分数（r=-0.255）
和社会影响力分数（r=-0.210）显著负相关。
2.3 高、低孤独感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比较

根据留守儿童在 CLS 上的总分排序，取上 27%
人群为高孤独感组， 下 27%人群为低孤独感组，高

孤独感与低孤独感留守儿童组在友谊质量的各因子

上（除外“陪伴与娱乐”因子）得分均有显著差异。 详

见表 2。

表 1 两组儿童孤独感、友谊质量及同伴接受性比较

表 2 高、低孤独感的留守儿童友谊质量比较

表 3 留守儿童孤独感对友谊质量和社交地位的回归分析

注：同伴接受性赋值：1=受欢迎，2=被拒绝，3=被忽视

2.4 不同社交地位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比较

根据同伴提名， 将留守儿童分为受欢迎组（42
人）、被拒绝组（34 人）和被忽视组（43 人）。各组的孤

独感得分分别是受欢迎组 27.95±5.462， 被拒绝组

34.06±9.692， 被 忽 视 组 35.28±9.525，F=4.594，P=
0.014。 事后两两比较显示，受欢迎组孤独感显著低

于被 拒绝组（P=0.034）和被 忽视组（P=0.005），被拒

绝组与被忽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642）。
2.5 友谊质量和社交地位对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以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为因变量， 以友谊质量各

因子及社交地位（同伴接受性）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逐步进入法）。 结果见表 3。 友谊质量的“亲

密袒露与交流”因子以及同伴接受性进入方程，能显

著预测留守儿童的孤独感。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留守儿童组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

留守儿童组。 虽然本研究并未发现留守儿童的友谊

质量及社交地位与一般儿童有差别，但是，留守儿童

的友谊质量及社交地位与其孤独感 的关系非常 密

切，表现为同伴接受性越差，孤独感越高；友谊质量

越好,孤独感越低；高孤独感组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

显著低于低孤独感组； 受欢迎的留守儿童其孤独感

显著低于被拒绝和被忽视的留守儿童； 友谊质量和

社交地位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回归分析也显示，友

谊质量的“亲密袒露与交流”因子负向预测孤独感，
同伴接受性正向预测孤独感。相比于受欢迎程度（同

伴接纳水平），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对其孤独感的预

测作用更大。 以往的大量研究也表明[13]，友谊质量在

儿童的孤独感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儿童的同伴关系与其孤独感的密切相关已被众

多研究所证实[14-19]。 社交需要理论(social needs theo-
ry)认为，孤独感是对社交需要未满足的反应。 人生

来就有与人保持交往和被关爱的需要， 除非个体的

人际关系满足了这种固有的需要， 否则孤独感就会

产生。交往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类基本需要

的一部分，在学龄期，儿童的同伴关系是满足这些需

要的重要源泉。 当儿童在班集体中被同伴接纳并占

有一定地位时，能够体验到一种归属感；朋友交往时

能够体验到友爱、亲密和信任感。这些情感进一步增

强了儿童的自尊感并伴随着高兴、 满意等积极情感

的产生。 因此，良好的同伴关系，必然会降低儿童的

孤独感。 而当儿童被同伴拒绝、孤立，没有一个最好

的朋友时，便会产生孤独感。
Hymel 等人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了儿童心中的

孤独感概念以及他们所体验到的孤独感。 发现儿童

描述的孤独感与不同的情境和原因相关，如损失（宠

物死了、父母离异等）、冲突、背叛、被拒绝、被排斥、

被忽视等。儿童非常关注与同龄伙伴的人际关系，同

时孤独感并不只局限于儿童与同伴的交往， 而是反

映了儿童更广阔的社交世界（与父母、兄弟姐妹、老

师和邻居等的交往）。留守儿童现象的实质是未成年

子女与其父母双方或一方在一定时 间内的亲子 分

离。 亲子之间长期分离， 使家庭的自然结构遭到严

重破坏，形成 事 实 上 的 “单 亲 家 庭 ”和“隔代抚养家

庭”[9]。 父母双方在家庭中具有不同的功能，缺一不

可，父母只要有一方外出，就造成孩子亲情缺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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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功能受损， 导致孩子成长所处的家庭环境相对不

利，因此，有学者提出可将留守儿童广义地划归入家

庭处境不利儿童的范畴中进行研究 [20]。 农村留守儿

童的家庭中，父母往往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不高，
为生计奔波与孩子分离两地使他们 难以顾及到 孩

子， 容易导致对孩子的忽视。 而留守儿童也被发现

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高程度的忽视 [21]。 留守儿童事

实上的“单亲家庭”和被忽视是导致其孤独感的原因

之一。
在留守期间， 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之间的亲子

互动， 主要体现为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是弥补亲子

分离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在我们的调查中

发现，外出父母与留守儿童进行通话时，不仅与留守

儿童的通话时间以及通话频率普遍较低， 而且通话

的内容多数是父母关心孩子的学习表现和安全以及

是否服从监护人的管束， 而孩子更多的是询问父母

的身体状况，并向父母汇报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双方

很少涉及到情感的交流， 不能排解儿童内心的孤独

以及渴望被父母关爱的愿望。我们的调查还发现，留

守儿童与监护人的沟通也同样存在问题。父母外出，
监护人便成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者，但

是由于监护人还需要忙于田间劳作， 容易忽略了儿

童内心的情感需求。 研究发现， 家庭功能对孤独感

有直接的预测作用[22]。 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的父母

和监护人缺乏亲密的情感沟通和交流， 导致其家庭

功能低下。因此，留守儿童可能直接在家庭背景下体

验到孤独。 张德乾等研究发现[23]，父母外出的留守儿

童产生更多的亲情梦，表现出更多的孤独、抑郁、被

关爱的需求缺失。 留守儿童与同辈群体的沟通由于

父母外出、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学校功能补位不足，
留守儿童同辈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留守儿童

的情感空缺，满足留守儿童游戏和交往的需要，使留

守儿童感受到温暖和支持。因此，留守儿童良好的同

伴关系对改善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所导致的情

感缺失和孤独感就尤为重要。
在众多对儿童孤独感的研究中， 除了本研究涉

及的同伴关系的因素外， 研究者一致认为， 社会技

能、问题行为、人格特征、家庭环境等因素都与儿童

的孤独感有关。 也就是说， 孤独感的产生并不只是

局限于儿童与同伴的交往， 亲子关系和家庭背景方

面的变量对儿童孤独感有着重要影响。 在我们的研

究中， 除了发现留守儿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非留守

儿童， 并未发现留守儿童的友谊质量及社交地位与

一般儿童有差别。 据此我们推论， 留守儿童表现出

更强的孤独感体验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留守所导致

的不利的家庭处境。因此，应该把留守儿童同时置于

家庭和学校两大系统中， 从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因

素的改善以及学校社会技能训练两方面提出建议和

相应的干预措施以解决留守儿童孤独感问题。首先，
对留守儿童的父母而言， 如果外出务工是一个不可

避免的家庭决策结果， 应尽量留一个家长在家监护

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保持家庭教育的存在与完

整，同时，还要保证与儿童经常性的情感方面的交流

以满足孩子对被父母关爱的需要；其次，对留守儿童

的监护人而言， 监护人要有意识地主动多与孩子沟

通，提供较多的肯定和支持，及时关注儿童的各种需

要及问题，使其能感觉到家庭的温暖。同时还要注意

儿童各种行为习惯的培养， 积极引导儿童与其同伴

的交往，改善他们的同伴关系。 第三，学校教育工作

者要重视对留守儿童进行社会技能训练， 具备良好

社会能力的儿童容易在同伴群体中赢得较高的社会

地位和被同伴接受，有效减少孤独感的发生。除此之

外，学校也要更加关注留守儿童，鼓励教师多增加与

留守儿童接触的机会， 增加留守儿童课外生活的丰

富性，使留守儿童感受到学校的温暖及同窗的友谊，
避免孤独感的产生。

在同伴关系和孤独感之间， 并不仅仅是同伴关

系影响孤独感这一简单路径， 而是可能存在着一个

双向相互影响的关系。 但是以往研究主要是考察同

伴交往对孤独感的影响， 而较少有研究反过来考察

孤独感对同伴交往的长期影响。 本研究并未发现留

守与非留守儿童在同伴关系上的差异， 留守儿童有

可能是直接在亲子分离的家庭 背景下体验 到的孤

独。 因此， 这样的研究思路对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

同伴关系的研究将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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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年犯罪的显著影响， 但 t 检验结果表明这些

因素在犯罪与正常两类青少年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这显示出它们并非没有效应， 只是相对弱一些。 由

此， 干预未成年人犯罪需从多个方面入手， 通过个

人-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 强化各层次的保护性

因素，降低危险性因素，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进而

达到预防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目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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