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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积极独处等人格特征对高中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方法：采用独处行为量表测试 364 名高三学

生，并与他们 2011 年的语文、数学和外语三科高考成绩进行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①积极独处得分与三科高

考成绩呈正相关（数学= 0.138、语文=0.142、英语=0.241），社交回避与数学成绩的相关也达到显著水平（r=0.113）；②
积极独处对三科高考成绩都有正向预测作用，社交回避对数学成绩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孤僻对英语成绩有负向预测

作用。 结论：积极独处人格特征具有提高高中生学习效率和解决问题的作用，支持“积极独处更能代表自我实现者的

独处心理特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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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e the viewpoint that Positive Solitude is the solitude personality of self-actualizing people
by researching into the influence of positive solitude on the subject achievement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Methods: With Solitude Behavior Scale to test 364 Senior 3 students, we adopte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epwise regres-
sion analysis for their Chinese, English and Maths achievement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sults: ①Positive
Solitude wa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Math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0.138 (Maths),
0.142(Chinses) and 0.241(English). Social Avoidance was also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Maths(r=0.113). ②Positive Soli-
tude had positive predicting function to Maths, Chinese and English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ocial Avoid-
ance had positive predicting function to Maths; Unsociability was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English. Conclusion: Positive
Solitude has a function of improvi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tudy efficiency and solving problems. The viewpoint is
supported that Positive Solitude is the solitude personality of self-actualizi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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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认为 独处（solitude）需要是 自我 实 现 者

的基本特征之一。 他在描绘自我实现者的心理特征

时指出：“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比一般人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更肯定自己喜欢隐居和独处”[1]。 然而也有

研究者认为花大量时间独处的人会感到比较寂寞，
通常这类人的社交技巧比较差， 并且习惯于消极地

看待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2]。 戴晓阳等认为外显

行为表现为独处的个体， 其内在动机和需要可能有

着本质的差别。 因此，他们提出“积极独处”这一概

念， 并认为它可能真正代表了马斯洛提出的自我实

现者的独处心理特征 [3]。 积极独处是指个体在拥有

良好的人际交往的同时， 也喜欢为自己保留一些时

间独处的行为倾向。 通常这类人选择独处时伴有一

些积极的目标， 比如独处的时间能帮助个体自我认

知、独立思考、激发创造力、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等。 这种独处行为是个体的一种主动选择并且伴有

积极的情感体验[3]。

学习成绩能 够反映学生 在学业上所 达到的水

平，也应该可以作为学生学习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
根据积极独处的定义， 我们推测这种心理特征也应

当有利于学生的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活动， 提高他们

的学习效率。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探讨高三学生独

处行为与高考成绩的关系， 来揭示积极独处这一心

理特征对其学业效果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深圳市某中学高三年级 8 个班 364
名学生。 其中男生 168 人， 女生 194 人； 平均年龄

17.39±0.613 岁。
1.2 方法

1.2.1 独处行为量表 由陈小莉和戴晓阳编制，包

括积极独处、孤僻、社交回避和孤独 4 个分量 表 [4]。
1.2.2 学习成绩 以 2011 年广东省高考语文、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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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语三科的实际成绩作为学业成绩指标。

2 结 果

2.1 独处行为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表 1 结果显示： 积极独处得分与三科高考成绩

均呈显著正相关， 社交回避与高考数学成绩显著正

相关。

表 1 独处行为与高考成绩的相关（N=36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高考语文、数学、英语、模型变量标准系数

2.2 独处行为对高考成绩的影响

分别以语文、 数学和英语三科高考成绩为因变

量，以四种不同的独处行为为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

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见表 2。

3 讨 论

林淑惠等人曾发现： 花适当时间独处的青少年

不仅抑郁情绪较少， 而且学习成绩往往比那些独处

时间很少或太多的青少年要好 [5]。 这一结果似乎提

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倾向于喜欢花一定时间独处。
不过他们的研究没有对独处的性质进 行明确的 区

分。本研究通过对学生“独处行为”的动机进行区分，
证明不同性质的独处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是不同的。
研究结果揭示积极独处对学生的高考成绩确实存在

正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具有较明显积极独处人格特

征的学生其高考成绩相对而言较为优异。 表明积极

独处这种人格特征确实有利于个体解决问题， 具有

提高个体学习和工作效率的作用。
本研究发现孤僻这种人格特征对英语成绩有负

向预测作用。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英语属于语言

科学，学好英语需要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进行大量

的对话练习、相互讨论等等。具有积极独处人格特征

的个体一般也乐意与人交往， 因而不会影响他们的

语言练习和讨论； 而具有孤僻人格特征的学生往往

不合群，喜欢独来独往，不与人交往，这种特质对于

他们学习语言显然是不利的。 聂衍刚等曾报告初中

学生的乐群性人格特征与其英语学习成绩呈显著的

正相关[6]。 刘桂荣也报告高中学生在卡特尔 16 种人

格因素问卷乐群性的得分与英语听力、 写作等成绩

呈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是因为“人际沟通过程为语

言的发展提供了最现实的途径”[7]。
在预测高考数学成绩的模型中， 积极独处和社

交回避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数学学

科有它自身的特点， 要学好数学特别是在解题时常

常需要学生集中注意力，长时间独自地工作。 另外，

也许有些原本在人际交往中就存在焦虑恐惧的人更

倾向于喜欢钻研数学这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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