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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4年1
月发布的《第 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6.18
亿，其中，19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占 26%，达 1.61亿
[1]。身心尚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儿童自我控制能力较

差，网络的匿名性、便利性和逃避现实性等特征极易

使他们对网络成瘾；网络成瘾是网络对儿童健康发

展最大的威胁，儿童网络成瘾是当前最重要的世界

性心理卫生问题之一 [2，3]。网络游戏成瘾是网络成

瘾的重要亚型，是指在没有明显成瘾物质情况下的

网络游戏使用行为冲动或失控，表现为由于过度玩

网络游戏而导致自身的心理、社会功能受损[4]。

中国国家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儿童的网络

成瘾率显著高于城市儿童[1]；农村留守儿童高网络成

瘾率（尤其是高网络游戏成瘾率）是导致这一差异的

重要原因之一[5]。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

动到其他地区，子女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

父母双方或一方共同生活的 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

人[5，6]。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由于缺乏重要

成人——父母的行为监管而使得他们更容易沉溺于

网络游戏 [7，8]；此外，除春节或重大节日父母返乡探

亲外，留守儿童长时间不能享受来自父母的亲情关

爱和支持，因而相较于其他儿童而言，留守儿童一旦

对游戏成瘾后，由于缺乏来自父母因素的缓冲效应，

网络游戏对他们的身心发展的危害更深更远更持久
[9-11]。遗憾的是，当前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研究大多关

注于普通儿童，专门考察留守儿童的研究非常缺乏。

然而，识别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是对

其进行有效预防和控制的基础。可见，考察留守儿

童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价值。

积极心理学是当前国内外心理病理学研究的重

要取向，该领域研究发现，感戴对人类发展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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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意义，可促进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能力，预防

或减少儿童青少年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行为，攻击

行为、吸烟、酗酒、赌博、网络成瘾等外化行为问题[12，

13]。感戴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

回应因他人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

结果的心理倾向[12]。因此，鉴于感戴对儿童青少年

积极发展的重大价值，本研究拟将感戴引入留守儿

童网络游戏成瘾领域，考察留守儿童感戴对其网络

游戏成瘾的影响。

仅仅考察感戴与网络游戏成瘾的直接关系对于

干预实践的价值不大，为更有效的指导干预实践，需

要更进一步考察感戴影响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

内在中介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

应对方式可能是感戴影响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

重要中介变量。应对方式是人们在经历压力性事件

后所采取的一种应对压力的策略和方法，它介于应

激源与个体的身心健康之间 [14]。大量实证研究表

明，积极的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显著负相关，消极的

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 [15，16]。此外，感戴

与留守儿童应对方式密切相关。感戴的应对理论指

出，感戴对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增

加积极应对方式，减少消极的应对方式来起作用

的。孙配贞等人以普通初中生为被试研究发现，感

戴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显

著负相关[17]。Wood等人以18-22岁大学心理讲座课

大学生为被试研究发现，感戴与积极重释情境和成

长（积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行为不参与（消极

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18]。因此，本研究认为，应对

方式（包括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是感戴与

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的重要中介变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湖北省咸宁市地区三所普通乡镇初级中学

（公办）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级留守儿童 482名（以

“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且持续时间超过半年或

以上”为标准）。其中，男生 225人，女生 257人；初

一、初二和初三年级人数分别为 149、200和 133人；

被试平均年龄为14.60岁。

1.2 工具

1.2.1 感戴问卷 采用魏昶等人修订的McCullough
等人编制的感恩问卷[19]，该问卷包括6个项目，采用

七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本

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5。

1.2.2 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

对方式问卷[20]，该问卷由积极应对（12个项目）和消

极应对（8个项目）两个维度构成。采用四级记分，1
表示不采取，4表示经常采取。

1.2.3 网络游戏成瘾问卷[21] 该问卷改编自Gentile
编制的病理性视频游戏使用问卷 [22]。包括 11个项

目，采用三级评分，1表示从不，3表示经常，分数越

高表示被试的网络游戏成瘾倾向越强。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2。
1.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主试均为受过培

训的心理学专业大四在读本科生。在施测完毕后，

由主试带领各班同学进行五分钟的心理小游戏手指

操，以消除问卷填答过程中可能带来的不适影响。

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主要包括相

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受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

数据，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因此，本

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是否

严重进行了统计确认。结果发现，未旋转和旋转都

得到6个因子特征根大于1，未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91%，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

解释的变异量为 10.21%，都远小于 40%的临界值。

因此，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不严重。

2.2 感戴、应对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鉴于研究发现的代表性，在相关分析之前，有必

要考察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瘾的检出率。依据

Gentile提出的分数转换和划界标准[22]，首先进行分

数转换：从不=0，有时=1，经常=1，然后计算所有 11
个项目的总分，总分≥6为成瘾划界分。依据此标

准，本研究中留守儿童的网络游戏成瘾检出率为

12.28%。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留守儿童感戴、应对

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见表

1），感戴与网络游戏成瘾显著负相关，感戴与积极应

对方式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

积极应对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显著负相关，消极应

对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显著正相关。

2.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温忠麟等人的观点，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

察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感戴与其网络游戏成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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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中介效应[23]。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性别、父母

受教育水平和家庭人均月收入均与留守儿童网络游

戏成瘾显著正相关，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控

制了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1=小学或以下，7=博士

或以上）和家庭人均月收入（1=0-1000元，10=9001
元或以上）等人口学变量。在数据分析之前，对所有

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其中：男=1，女=0）。
结果发现（见表2所示），在控制了性别、父母受

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后，感戴仍

可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游戏成瘾，显著正向预测积极

应对方式，显著负向预测消极应对方式；进一步将积

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纳入对网络游戏成瘾的

回归方程，结果发现（见方程3），感戴对网络游戏成

瘾的预测作用显著减小（纳入前：β=-0.14，纳入后：

β=-0.10，Δβ=0.04），而消极应对方式可显著正向预

测网络游戏成瘾，但积极应对方式对网络游戏成瘾

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发现，消

极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感戴与网络成瘾之间起着显

著的部分中介作用（Z=-2.12，P<0.05）。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例为16.11%。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

如附图所示中介效应模型。

感戴

积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

控制变量：性别

父亲受教育水平

母亲受教育水平

家庭人均月收入

F
R2

方程1：网络游戏成瘾

b
-0.04

0.21
0.02
0.01
0.02

22.67***
0.20

SE
0.01

0.02
0.02
0.02
0.01

β
-0.14***

0.39***
0.06
0.04
0.12**

方程2：应对方式

b
0.19(-0.06)

-0.05(-0.07)
0.04(0.03)

-0.01(-0.00)
0.01(0.02)

23.22***(2.33*)
0.21(0.03)

SE
0.02(0.02)

0.04(0.04)
0.03(0.03)
0.03(0.03)
0.01(0.01)

β
0.44***(-0.12**)

-0.05(-0.07)
0.07(0.05)
0.01(-0.01)
0.03(0.06)

方程3：网络游戏成瘾

b
-0.03
-0.02
0.09
0.22
0.02
0.01
0.02

18.63***
0.23

SE
0.01
0.03
0.03
0.02
0.02
0.02
0.01

β
-0.10*
-0.03
0.16***
0.40***
0.05
0.04
0.11*

1.性别

2.年龄

3.父亲受教育水平

4.母亲受教育水平

5.家庭人均月收入

6.感戴

7.积极应对方式

8.消极应对方式

9.网络游戏成瘾

1
1.00
0.06
0.02
0.05
0.09
0.00

-0.05
-0.07
0.40***

2

1.00
0.10*
0.07

-0.02
0.02
0.01

-0.05
-0.02

3

1.00
0.44***
0.24***
0.07
0.10*
0.05
0.10*

4

1.00
0.22***
0.05
0.05
0.03
0.10*

5

1.00
-0.01
0.04
0.05
0.17***

6

1.00
0.44***

-0.12*
-0.13**

7

1.00
-0.01
-0.10*

8

1.00
0.15**

表1 留守儿童感戴、应对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

注：*P<0.05，**P<0.01，***P<0.001，下同；性别为虚拟变量：男=1，女=0。

积极应对方式

0.44*** -0.03
感 戴 -0.10* 网络游戏成瘾

-0.12** 0.16***
消极应对方式

附图 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感戴与其网

络游戏成瘾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感戴与其网络游戏成瘾

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感戴是留守儿童网络游戏成

瘾的重要保护性因素，留守儿童的感戴倾向越强，他

们越不可能发展成为网络游戏成瘾。先前的研究也

得出了类似的发现。喻承甫等人以普通中学生为被

试研究发现，感戴显著负向预测中学生网络成瘾
[12]。感戴倾向强的留守儿童会努力学习，以报答父

母的养育之恩，报答老师的教育之恩，报答朋友的帮

助之恩，报答祖国社会的培育之恩。而网络游戏成

瘾极大地削减了学习时间，这严重地妨碍了留守儿

童最主要的报答父母、老师、朋友、祖国和社会的途

径，因此，感戴倾向强的留守儿童很少发展成为网络

表2 应对方式在留守儿童感戴与其网络游戏成瘾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方程2中，括号外为积极应对方式的数据，括号内为应对方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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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成瘾。感戴的成就动机理论指出，感戴可激发

留守儿童的目标奋斗和追求，从而增加学校参与，进

而减少了发展成为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性[24]。感戴

的道德情感理论也指出，感戴是一种道德情感，可显

著激发留守儿童的亲社会情感、动机和行为，抑制攻

击性，从而减少了其参与暴力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大

多充满暴力情境）的可能性[24]。因此，感戴倾向强的

留守儿童很小可能会发展网络游戏成瘾。

本研究引入应对方式进一步考察了留守儿童感

戴对其网络游戏成瘾起作用的内在中介机制，研究

发现，消极应对方式显著部分中介留守儿童感戴对

其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但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

应不显著。表明消极应对方式是感戴抑制留守儿童

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内在原因。感戴的应对理论指

出，感戴倾向高的留守儿童在面临风险情境时，倾向

于采用较多的积极应对方式以接近或解决问题，较

少采用消极应对方式以逃避现实[12]。

当前尚无实证研究考察留守儿童感戴与网络游

戏成瘾的关系，或应对方式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

系。以正常儿童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

实证支持。如郭永芬以普通初中生为被试研究发

现，网络成瘾者更倾向于选择自责、逃避等消极的应

对方式,而非网络成瘾者则更多选择解决问题、寻求

社会支持等积极的应对方式[25]；职晓燕等人比较网

络成瘾和非网络成瘾青少年后发现，应对方式不良

是导致其网络成瘾的强有力的影响因素[15]。孙配贞

等人以普通初中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消极应对

方式显著部分中介感戴与学校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17]。因此，减少消极应对方式的使用是感戴抑制留

守儿童网络游戏使用的重要内在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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