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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与非留守儿童进行对比，考察父教缺失下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

状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979 名农村留守儿童和 2096 名非留守儿童完成了亲子依恋问卷、师生关系问卷、主观

幸福感自我评定量表。 结果：①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关系较差，主观幸福感得分较低。②师

生关系在亲子依恋与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师生关系在父子依恋与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之

间的间接效应为-0.024，占总效应的 7%；在母子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间接效应为 0.024，占总效应的 25.53%。 结

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关系较差，主观幸福感较低；师生关系在亲子依恋与留守儿童的

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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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of fathering absence on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rural left -behind children by comparing with non-left -behind children,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Methods: A total of 979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2096 rural non-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wo Chinese provinces
completed a survey that included parent-child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Results: ①Compared with non-left-behind children, left-behind children’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were much lower. ②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 -behind children’s parent -child attachment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s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fa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0.024,
which accounted for 7.0% of the total effect; its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mother-child attachment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was 0.024, which accounted for 25.53%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non-left-behind children,
left-behind children’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re much lowe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s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Fathering absenc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ubjective well-being； Left-
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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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1]披露，截至 2008 年

底，中国 0-18 岁儿童总数为 2.78 亿，而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已达 5800 万，超过了全部儿童数量的 20%。
我国留守儿童家庭以父亲外出务工为 主 [2]，他们回

家次数较少，有的每年仅春节回家一次，还有的甚至

几年才回家一次。 这使得留守儿童很少得到甚至得

不到父亲的关爱，产生父教缺失现象。父教缺失是由

于分居、 离婚、 死亡等原因导致的儿童缺少父亲关

怀，缺少父爱的现象[3]。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农村留

守儿童， 故将父教缺失定义为由于父亲长期外出务

工导致留守儿童缺少父亲关怀、缺少父爱的现象。
父亲是孩子挣脱母亲怀抱的动因， 是他们走向

外部世界的重要桥梁。 Stanley，Weikel 和 Wilson[4]用

《学前儿童人际问题解决能力测验》测查了 25 名父

亲离开 8 个月以上的 4~5 岁幼儿，发现父教缺失幼

儿的得分显著低于完整家庭的幼儿。 Amato[5]的长期

追踪研究也显示， 童年期与父亲的依恋关系与其成

年 后 的 人 际 适 应 和 幸 福 感 相 关 显 著 。 Flouri 和

Buchanan[6]发现父教缺失是影响儿童人际关系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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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然而，前人对父教缺失儿童人

际关系的考察主要集中于亲子关系和同伴关系，忽

略了师生关系。 教师作为学生眼中的权威和理性的

代表，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成人，父教缺失儿童

的师生关系是否会受到其亲子依恋质量的影响呢？
Bowlby[7]认为，亲子依恋是儿童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

的基础，如果儿童的亲子依恋良好，就容易与他人建

立较为和谐的关系； 如果儿童基于先前的不良依恋

经历认为世界是冷酷无情的， 那么可能会在人际交

往中持冷漠、不友好的态度。
关于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已有研究

表明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不良

的人际关系会降低幸福感[8，9]。 作为儿童学校生活中

的重要成人，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可能影响学生的幸

福感。 国内外研究都发现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相

关显著[9，10]，但目前还鲜有研究考察父教缺失儿童的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考虑到前人主要关注父母离异、 父亲死亡等因

素导致的儿童父教缺失 [11，12]，这与父亲进 城务工造

成的儿童父教缺失有很大不同。 目前， 我国留守儿

童父教缺失的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特别对于

父教缺失对农村儿童人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影响的

独特作用的研究还相当匮乏。 另外，根据 Bowlby 的

依恋理论， 父教缺失下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可能影

响师生关系，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

系有待实证研究的考察。鉴于此，本研究将通过与非

留守儿童进行对比研究， 探讨父教缺失下农村留守

儿童的亲子依恋、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状况及

三者之间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河南省 2 个县、 陕西省 1 个县选取父亲外出

务 工 家 庭 及 完 整 家 庭 的 3-9 年 级 中 小 学 生 3075
名。 其中，留守儿童 979 名（小学生 519 名；中学生

263 名），非留守儿童 2096 名（小学生 1124 名；中学

生 672 名）；男生 1396 名，女生 1601 名（78 人性别

缺失）。
1.2 工具

1.2.1 亲子依恋问卷 采用 Armsden 和 Greenberg[13]

编制的亲子依恋和同伴依 恋问卷（IPPA）中的 亲子

依恋部分测量亲子间的依恋关系。 分为父子依恋和

母子依恋问卷，两问卷都包括信任、沟通和疏离感 3
个维度，各由 15 个项目构成，5 点计分，从“从不这

样”到“总是这样”，分别记作 1-5 分。 已有研究证明

该问卷适用于我国被试，且信效度良好[14]。
1.2.2 师生关系问卷 采用 Pianta 编制，王耘和王晓

华 [15]修订的师生关系问卷，用于学生评价自己与班

主任的关系，分为亲密性、冲突性、支持性和满意度

4 个维度，共 28 个项目，5 点计分，从“非常不符合”
到 “非 常 符 合 ”， 分 别 记 作 1-5 分 。 各 维 度 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72-0.83 之间。
1.2.3 幸福感自我评定量表 测量总体幸福感的单

项目量表，题目表述为“总的来说，你觉得你生活得

幸 福吗？ ”10 点计分，从“非 常 不 幸 福”到“非 常 幸

福”，分别记作 1-10 分。 Abdel-Khalek[16]报告一周后

重测信度为 0.86。
1.3 统计分析

采 用 SPSS20.0 和 AMOS17.0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分析。

2 结 果

2.1 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师生

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由表 1 可知，留守儿童在父子信任、父子沟通两

维度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在父子疏离、母

子沟通、 母子疏离等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留守

儿童。另外，留守儿童在师生关系的亲密性、支持性、
满意度维度以及主观幸福感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留

守儿童。

表 1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师生关系

和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数（标准差）差异比较

注： ＃P<0.10，*P<0.05，**P<0.01，***P<0.001，下同。

2.2 亲子依恋、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2.2.1 两类农村儿童亲子依恋、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

福感的相关 由表 2 可知， 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非

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

相关大多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其中，留守儿童的

父子信任、 父子沟通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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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0.43 和 0.37；非留守儿童母子信任与主观幸福 感相关最高，相关系数达到了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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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信任 0.85***

父子沟通 0.83*** 父子依恋 0.34***

父子疏离 -0.32*** 0.84*** -0.52***

0.30*** 师生关系 0.08** 主观幸福感

母子信任 0.89*** 0.30*** 0.67*** 0.41***

母子沟通 0.82*** 母子依恋

母子疏离 -0.36*** 0.07*

图 1 亲子依恋、师生关系影响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模型

父子信任 0.97***

父子沟通 0.77*** 父子依恋 0.06

父子疏离 -0.29*** 0.85*** -0.54***

0.62*** 师生关系 0.11** 主观幸福感

母子信任 0.99*** -0.06 0.67*** 0.45***

母子沟通 0.75*** 母子依恋 0.31***

母子疏离 -0.30***

图 2 亲子依恋、师生关系影响非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模型

2.2.2 亲子依恋、 师生关系对农村儿童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 为验证父教缺失下留守儿童的父子依恋是

否通过师生关系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并与非留守儿

童进行对比，运用 AMOS 结构方程分别分析两类儿

童的师生关系在亲子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否存

在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知， 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均

非常理想。 在留守儿童的结构方程模型中（图 1），所

有路径系数都至少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师生关系

是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变

量。 父子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34，师

生关系在两者间的间接效应为-0.024， 占总效应的

7%； 母子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 0.07，师

生关系在两者间的间接效应为 0.024， 占总效应的

25.53%。 可见，师生关系在亲子依恋与留守儿童的

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在非留守儿童的

结构方程模型中（图 2），师生关系在父子依恋与主

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母子依恋直接正向

预测非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3 讨 论

研究结果发现，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

亲子依恋、师生关系较差，主观幸福感较低，可见父

教缺失对留守儿童人际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消极作

用。 父教缺失可能从多个方面给留守儿童带来消极

影响。第一，父教缺失儿童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爱支

持不够，这可能导致其孤独、寂寞和无助感的产生。
父教缺失所造成的父子感情缺失是包括母子关系在

内的其他人际关系难以弥补的[12]。 第二，父亲外出务

工后，繁重的农活和家务全由母亲承担，她们可能自

顾不暇，与孩子沟通时间少，给孩子的关爱不够，这

同样会影响母子依恋及儿童的主观幸福感。第三，亲

子依恋是儿童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基础[7]，父教缺

失导致的低亲子依恋很可能使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持

冷漠态度， 导致与包括教师在内的他人难以建立良

好的关系。

表 2 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师生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列表（n=979/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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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亲子依恋、师生关系影响农村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模型拟合指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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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 师生关系与主观幸

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发现，亲子依恋

既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 又可以通过师生关系

促进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师生关系在亲子

依恋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

支持了 Bowlby[7]的观点。 对于非留守儿童而言，父子

依恋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是间接的， 而母子依

恋则直接促进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留守儿童与

非留守儿童在结构方程模型上的差异可能与我国千

百年来形成的严父慈母的家庭文化传统有关。 农村

非留守儿童父子间的感情互动是以一种较为隐蔽性

的方式进行的 [17，18]，不少父亲 以养家糊口 为首要任

务，对孩子的感情需要关注较少，使得孩子对父亲亲

近不足、敬畏有余，父子之间的交流沟通较少，所以

父子依恋质量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可能通过其它变

量（如师生关系）间接的发挥作用。 而对于父教缺失

下的留守儿童而言，他们渴望得到父亲的关怀，以致

得到父亲的一点关爱就会由衷地感到幸福感， 所以

与非留守儿童不同， 留守儿童的父子依恋直接促进

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另外， 留守儿童的母子依恋

既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 又通过师生关系预测

主观幸福感， 而非留守儿童的母子依恋仅直接对主

观幸福感产生预测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农村

地区，母亲主要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物质保障、情

感满足等，养育子女的任务主要落在母亲肩上，母亲

伴随儿童成长， 是儿童温馨的港湾， 母亲的喜怒哀

乐、一言一行都会直接作用于孩子，所以良好的母子

依恋直接促进两类农村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对于留

守儿童，由于母子疏离感较高，这种情况下母子依恋

就如同上文所述的非留守儿童的父子依恋一样，会

通过其它变量（如师生关系）影响儿童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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