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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查流动儿童学校归属感和学校适应的关系，以及集体自尊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对 719 名

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良好，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②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

和学校适应，以及变量各维度间显著相关，并且学校融入、学校环境、学校投入和同伴关系能显著预测流动儿童的学

校适应；③流动儿童的集体自尊在学校归属感和学校适应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流动儿童的学校归属感通过提

高其集体自尊而促进学校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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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elonging and school adjustment among migrant
children. Moreover, it focused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llective self-esteem between them. Methods: Seven hundred and
nineteen migrant children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①Migrant children’s school
adjustment was so good, but it showed significant sex differences. ②There was not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be-
longing and school adjustment, as well as all the scales of these two variables. Furthermore, school involvement, school en-
vironment, school input and peer relationship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school adjustment of migrant children. ③The
relation between school belonging and school adjustment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collective self-esteem. Conclusion:
Migrant children’s school belonging improves their school adjustment through enhancing collective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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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适应是衡量流动儿童城市心理和行为适应

的重要指标， 对于正处于青少年发展阶段的流动儿

童来说，关注他们的学校适应情况显得尤为重要。近

年很多研究认为流动儿童的学校适 应状况不容 乐

观， 如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不如城市儿童 [1，2]，
高危型学校适应流动儿童的比例相当高 [3]等。 而许

传新的[4]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在人际交往、学习、行为

习惯方面适应良好。 这提醒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流动

儿童学校适应的破坏性因素， 而应该从其内在归属

感、身份认同等角度探讨学校适应的保护性因素。
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从保护性因素来看， 学校归属感对其学校适应有重

要影响 [5]，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能显著预测 其学

校适应 [6]；国外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学校归 属感能

够显著预测其学业适应情况[7]。 此外，流动儿童的学

校适应还受到集体自尊的影响， 流动儿童积极的集

体自尊是其应对压力， 保持良好社会适应的重要保

护性因素。 研究表明拥有高公众性集体自尊的个体

往往会因他人对自己所在群体的良好评价而认同自

己的群体，从而促进个体对自我的认同，减少抑郁的

发生[8]。 而且学生的集体自尊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

预测因素， 集体自尊较高的学生能够客观地评价自

我,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9]。
与此同时， 学生的学校归属感与集体自尊紧密

相关，学校归属感高的学生，眼中的个体往往是集体

中的个体，能够正确评价自己的价值，成为与集体同

在的人 [10]，拥有高私密性集体自尊的个体认为自己

所属的群体很好，较容易对集体产生归属感[8]。 值得

注意的是， 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集体自尊在社会

支持和心理、行为适应间起中介作用[11]，而且学生感

知到的学校气氛与长时间内的心理和行为适应紧密

相联[12]。 基于以上这些研究结果，学校归属感可能对

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有直接的影响， 也可能通过集

体自尊间接影响他们的学校适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的公立中小学校， 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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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四年级至初中二年级的所有班级中， 筛选出流动

儿童 820 名， 另外选取了 300 名城市儿童作为对照

组。回收流动儿童有效问卷 719 份，城市儿童有效问

卷 264 份，其中男生 499 名，女生 484 名。

1.2 研究工具

1.2.1 学校适应问卷 采用邹泓 [13]修订 Ladd 等人的

学校喜欢和回避问卷，共 13 个项目，5 点计分。

1.2.2 学校归属感问卷 采用徐坤英 [14]编制的中学

生学校归属感问卷，共 24 个项目，包括学校环境、教

师行为、学校投入、同伴关系、学校融入五个维度。

1.2.3 集体自尊问卷 采用薛松 [8]修订 Luhtanen 等

人编制的集体自尊量表，共 16 个项目，7 级计分，包

括成员资格自尊、私密性集体自尊、公众性集体自尊

和身份重要性四个维度。

1.3 研究程序

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所

有问卷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 当场收回问卷。 剔除

无效问卷后，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学校适应和学校归属感的差异研究

独立样本 t 检验发现： 流动儿童的学校回避得

分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t=-2.05，df=981，P<0.05），学

校喜欢 （t=1.82，df=981，P>0.05） 和学校归属感 (t=
0.88，df=981，P>0.05)不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差异检

验发现女生的学校回避显著低于男生 （t=-3.52，df=
717，P<0.001）， 学校喜欢和学校归属感显著高于男

生（学校喜欢：t=3.81，df=717，P<0.001；学校归属感：
t=3.18，df=717，P<0.01）。 此外，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

果显示， 流动儿童对学校的喜好性得分显著高于学

校回避性的得分( t=-23.92，df=718，P<0.001)。
2.2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和学校归属感的关系研究

2.2.1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与学校归属感的相关关系

学校回避与学校归属感， 以及各维度均存在显著负

相关（P<0.01），而学校喜欢则与它们存在显著正相

关（P<0.01）。 见表 1。
2.2.2 流动儿童学校归属感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学校回避和学校喜欢为因变量，以性别、年级

和集体自尊为控制变量，学校归属感为预测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2。

表 1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和学校归属感的相关矩阵（n=719）

注： 1-学校回避；2-学校喜欢；3-学校归属感；4-学校环境；5-教师行为；6-学

校投入；7-同伴关系；8-学校融入。 *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流动儿童学校归属感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

2.3 流动儿童集体自尊的中介作用

第一步，以学校归属感为预测变量，学校适应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学校归属感为预测

变量，集体自尊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同

时以集体自尊和学校归属感为预测变量， 学校适应

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由

于依次检验都是显著的， 所以在流动儿童的学校归

属感和学校适应的两个维度（学校回避和学校喜欢）

之间，集体自尊的中介效应都显著，只不过是部分中

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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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流动儿童的学校回避得分显著低

于城市儿童， 而且流动儿童对学校的喜好性得分显

著高于学校回避性的得分， 说明流动儿童的适应情

况良好，这与许传新[4]针对成都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

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流动儿 童不仅在行 为

上， 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适应了城市的学校生活。

虽然孙晓莉 [1]和谭千保 [2]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

的学校适应情况不及城市儿童。 这可能是由于地域

差异的影响，后两个研究的流动儿童来源于南京、台

州和深圳三个城市， 相比较于地属西南地区的成都

和重庆，其城市化水平更高，城乡差异可能更明显，

所以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一致。

其次，从研究结果来看，学校适应和学校归属感

显著正相关， 这与已有的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 [5，7]。

庞海波[15]研究也表明学校归属感强的学生更乐于与

人交往，他们对学校有较高的集体感和荣誉感，容易

对学校产生积极的情感，往往学校适应良好，反过来

又会促使他们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 也因此学校归

属感与学校适应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且学校融入、学校环境、学校投入和同伴关系

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 已有研究

也发现学生感知到的学校气氛与长时间内的心理和

行为适应紧密相联[12]，学校态度与同伴接纳水平、学

生感受到的同伴支持有关， 得到较多支持的学生往

往比在这些方面处境不利的学生更加喜欢学校 [16]，

而且流动儿童和谐的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与其问题

行为及躯体化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反之则正相关 [17]。

这些结果表明， 良好的学校环境和同伴关系有助于

流动儿童认同自己的同伴和学校， 对学校产生归属

感，从而更加喜欢学校，反之则不然。

此外，在集体主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国情下，

个体的自尊可能带有更为强烈的集体性。 本研究发

现， 集体自尊在学校归属感和学校适应的两个维度

（学校回避和学校喜欢）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可

见学校归属感对学校适应不仅存在直接路径的影响

作用，还存在集体自尊这一间接路径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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