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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关系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方法：用问卷法和同伴提名法对农村小学 3-5 年

级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进行测试。 结果：①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同伴拒绝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P＜0.05），留守儿童

的教师接纳、亲子依恋、同伴喜欢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P＜0.01）；②留守儿童的教师接纳、亲子依恋、同伴拒绝与其孤

独感存在显著相关（P＜0.05）；③留守儿童的教师接纳、同伴拒绝、父子依恋共同预测孤独感，解释率为 41%。 结论：三

种社会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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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loneliness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Methods: Peer no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method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rural left-behind and non-left-
behind children of primary school from the 3rd to 5th grades. Results: ①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oneliness and peer rejection （P＜0.05）, lower teacher acceptance,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peer preference than
normal children （P＜0.01）; ②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ttachment to parents, peer rejection, teacher acceptance and lone-
liness was significant （P＜0.05）; ③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loneliness could be predicted 41% by teacher accep-
tance, child-father attachment and peer rejection together. Conclusion: Three social relationships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the loneliness of 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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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

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主要是指因父母一方或双方

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人照顾，年龄在

16 岁以下的儿童[1]。 留守儿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他们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容易导致心理健康发展问题。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
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感到孤独寂寞, 留守儿童在状

态焦虑水平上要明显地高于父母均在家的 儿童 [2]，
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显著高于一般儿童 [3]，农村留

守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虐待与忽视以及情绪和

行为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虐待与忽视总分、忽视分

量表得分、干涉维度、情感忽视维度、身体忽视维度、
同伴交往问题、品行问题等都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4]。
因此,探讨能够降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相关因素，
成为留守儿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亲子

依恋、同伴接纳、教师接纳三种社会关系是怎样影响

其孤独感的。 这将使人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留守儿

童孤独感的现状及其产生机制， 以寻找更有效的方

法来缓解留守儿童的社会孤独感，改善其留守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采取随机整群取样法从河南省某县农村

两所小学中选取 3-5 年级的 学生 357 人作为 调查

对象，其中，留守儿童 164 人，非留守儿童 193 人作

为对照组。 留守儿童中三年级 60 人，四年级 44 人，
五年级 60 人，男生 95 人，女生 69 人。相应被试的语

文、数学、英语任课教师共有 18 名参与了这次测试。
1.2 研究工具

1.2.1 依恋量表 亲子依恋关系的测量， 采用于海

琴在硕士毕业论文 《前青春期儿童亲子依恋的发展

及其与同伴关交往的关系研究》 修订的 Attachment
Security Scale (Kerns，1996)，共有十五 个项目，儿童

自评量表，分数越高，说明依恋安全水平越高。 于海

琴运用本量表对小学 4-6 年级的儿童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两个量表均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
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84 （父子依恋量表） 和 0.81
（母子依恋量表）[5]。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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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别为 0.83（父子依恋量表）和 0.86（母子依恋

量表）。
1.2.2 同伴提名法问卷 同伴提名法问卷， 包括正

向提名和反向提名两个维度， 正向提名的题目为：
“一般地说，在你们班中，总有你最喜欢的同学，你最

喜欢与他（她）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请写出你最喜欢

的三位同学的名字： ____、 ____、 ____”。 反向提名

与此相反。 以班级为单位将每个 学生的正 向提名

(ML)、反向提名(LL)次数标准化，就是同伴喜欢与同

伴拒绝的指标。 这种计分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心理学

研究者的认可，被大量地应用，具有较高的效度。 周

宗奎、 赵冬梅运用本问卷对小学 3、4 年级 274 名儿

童进行两年追踪研究，研究表明，正向提名的重测信

度为 0.584，反向提名的重测信度为 0.592[6]。
1.2.3 教师接纳 采用社会测量法。 分发给每个教

师他所在班级学生的名单 (顺序是随机排列的)，在

每个学生姓名后附有一个五级评定尺度（很喜欢、喜

欢、一般、不喜欢、很不喜欢），语文、数学、英语三科

的任课教师根据对该学生的喜爱程度来选择。 五个

评级的得分依次为 5、4、3、2、1， 以班级为单位将每

个任课教师给每个学生的评分标准化， 然后取不同

教师给同一个学生的标准化评分的平均值， 即为教

师接纳的指标。
1.2.4 儿童孤独量表 Asher 等人于 1984 年编制的

专用于 3~6 年级小学生的儿童孤独量表，该量表包

括 16 个孤独条目（其中 10 条指向孤独，6 条指向非

孤独）和 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条目（为了使被试

放松一些）。量表按五级计分，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

越强。 赵冬梅等对小学 3-6 年级的儿童进 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16 个孤独条目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7]。
1.3 研究程序

将儿童孤独量表、 依恋量表和同伴提名法问卷

装订成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每班 4 名主

试。 主试为经过培训后的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

和本人。在施测时，向被试讲明要求，解释指导语，严

格控制程序 （要求儿童作答时先完成一个量表后再

做下一个量表）。 在施测学生的同时， 把其语文、数

学、英语科任教师集中在一起，分发给他们所在班级

学生的名单进行评定，由本人作为主试。所有问卷均

当场收回。
1．4 统计分析

全部测量结果由 Excel 录入整理，采用 SPSS11.5
进行统计处理。

2 结 果

2.1 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系和孤独感状况及其与非

留守儿童的差异

表 1 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孤独感、教

师接纳、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同伴喜欢、同伴拒绝上

存在显著的差异，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同伴拒绝显著

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教师接纳、母子依恋、

父子依恋、同伴喜欢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2.2 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系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

表 2 表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与教师接纳、母子

依恋、父子依恋、同伴拒绝存在显著相关。

表 2 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系和孤独感的相关性

表 3 社会关系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2.3 社会关系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教师接纳、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同伴

拒绝对孤独感的共同作用， 以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为

因变量，以教师接纳、母子依恋、父子依恋、同伴拒绝

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结果表明，教师接纳、同伴拒绝、父子依恋依次进入

了回归方程。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同伴拒绝显著

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教师接纳、母子依恋、

表 1 不同类型儿童社会关系和孤独感的差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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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依恋、同伴喜欢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由于留守

儿童父母长期在外务工， 导致他们与父母的交流在

时间上和空间上变得非正常化， 时间上表现为长期

间断性，由随时可以的交流沟通变得不确定，空间上

表现为远距离性， 由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变成非面对

面， 他们无法拥有完整的家庭， 无法享受正常的亲

情。 根据依恋理论，儿童与父母的接触过程，个体会

根据与父母的关系及质量， 发展出一种内部工作模

式， 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评价自己并和他人建

立人际关系的基础。 家庭中长期经历的人际关系，
奠定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思维表征基础。 由于留

守儿童缺乏与父母的正常接触， 他们感觉到的社会

生活以及实际在校园中的老师及同伴关系可能会受

到影响。 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8]。 亲情缺

失影响留守儿童正常进行情感交流。 情感需要得不

到满足，人就会感到心理上的孤独和痛苦。这也可能

是留守儿童较非留守儿童感到心理上的孤独感强的

原因。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与其

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亲子依恋是儿童社会交往

系统中出现最早的一种社交类型。 与儿童的其他社

会交往相比，它是交往相对较频繁、较稳定、时间持

续较长久、影响较为深远的交往类型。父母在孩子有

压力时， 作为安全和安慰的源泉的心理支持性是亲

子依恋关系与其他关系的不同之处。 而留守儿童的

父母与孩子容易形成较低的亲子依恋， 从而导致留

守儿童较高的孤独感。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的同伴拒绝与其

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 同伴拒绝是反向衡量社会

接纳性的重要指标，可见社会接纳水平越高，留守儿

童就越能体验到归属感，从而可以缓解内心的孤独。
相反如果留守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低， 会导致他们

产生较高的孤独感。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的教师接纳与其

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 儿童进入学校之后， 教师

逐渐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教师在日常的

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断对儿童的学习、情感、态度、行

为等进行着评价， 并在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具

有重要的情感联系的关系类型。来自教师的信任、尊

重和期望使学生建立与教师的依恋关系， 获得社会

支持，并提高自信心，强化其自我效能感，提高心理

承受能力，减少小学生的孤独感。而如果教师对于留

守儿童缺乏期望和支持， 会导致留守儿童较高的孤

独感。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留守儿童的教师

接纳、同伴拒绝、父子依恋依次进入因变量为孤独感

的回归方程中。 三种社会关系共同影响留守儿童的

孤独感， 较低父子依恋水平的留守儿童体验到的孤

独感会因较高的教师接纳和同伴接纳而降低， 较高

的教师接纳和同伴接纳对于不安全的父子依恋造成

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弥补作用。 但如果一个留守

儿童，如果他的父子依恋水平、教师接纳和同伴接纳

水平都是很低的， 那么他体验到的孤独感就会更加

强烈，这样的留守儿童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因此，
对于留守儿童，只要学校和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
只要教师和同学给予更多的关爱， 是可以预防和降

低孤独感的，是可以预防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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