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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对于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状况及其与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 方法：从河南省某乡

镇抽取 207 名农村留守儿童，以儿童抑郁、孤独和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量表为研究工具进行测查。 结果：①双亲外出

儿童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高于单亲外出儿童；②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越高，儿童的抑郁和孤独水平越高；③对

于留守烦恼的积极评价越高， 儿童的抑郁和孤独水平越低， 但是双亲外出儿童的积极评价不能显著降低其抑郁水

平。 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关于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对其孤独的预测力高于抑郁；认知评价对抑郁和孤独的预测力因

留守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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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rural left-home-children’s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left-home hassles, and their ef-
fects on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Methods: Participants included 207 rural left-home children selected from
a town in Henan province. The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scales of children’s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cognitive ap-
praisals for left-home hassles. Results: ①Parents-left-home children endorsed greater negative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hypothetical left-home hassles than father-left-home children. ②The higher levels of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loneli-
ness, the greater negative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hypothetical left-home hassles, and this was the same for both parents-
left-home children and father-left-home children. ③The lower levels of children’s depression and loneliness, the greater
positive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hypothetical left-home hassles. But for parents-left-home children, positive cognitive ap-
praisals didn’t reduce children’s depression. Conclusion: The prediction power of cognitive appraisals for left-home has-
sles to left -home -children’s loneliness is stronger than to children’s depression, but varies with different children’s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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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

被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

同生活的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根据父母的外出

情况，农村留守儿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双亲外出和

单亲外出。根据监护者的不同，双亲外出儿童可进一

步分为：隔代监护、亲戚朋友监护、自我或兄弟姐妹

监护 [1]；单亲外出儿童又可分为父亲 监护和母亲 监

护。不论采取哪种监护方式，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一

个共同问题是：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的父母亲情

的相对缺失。在这一不利处境下，农村留守儿童的健

康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许多研究表

明，与一般儿童相比，留守儿童 的 抑 郁 水平较高[2，3]；

孤独感是农村留守儿童报告最多的情绪体验[4，5]。 然

而，这些研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农村留守儿童都表

现出了较高的抑郁和孤独水平。 个体的情绪反应并

不是个体对某一刺激情境或事件的简单、 反射性的

反应，而是由个体对情境的认知评价所决定的[6]。 因

此，要解释农村留守儿童抑郁和孤独的个体差异，不

仅要关注他们的处境， 更要认识个体对于留守事件

的认知评价。根据个体在评估过程中对于自我、当前

情境和未来观点的积极或消极程度， 可以把个体的

认知评价分为消极认知评价和积极认知评价[7，8]。 根

据抑郁的认知模型[9]：抑郁个体在面对模糊性或消极

的生活经验时， 其特征在于做出特定的悲观－苦恼

的认知评价， 其共性在于关注情境的消极扭曲性信

息；根据孤独的认知差距模型，当个体在人际联系的

期望水平与实际水平之间感知到差距时， 就会产生

孤独感[10]。 然而，与消极认知评价不同，积极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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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或积极幻想是个体的一种非常 重要的心理 资

源；在创伤性或威胁性情境中，积极认知评价是保持

个体心理健康甚至是生理健康的关键 [7]。 由此可以

推论，生活于特定背景中的个体对于特定事件（如留

守相关事件、离婚相关事件等）的消极评价会导致较

高水平的抑郁或孤独感， 对于特定事件的积极评价

则会降低个体的抑郁或孤独水平。 这一论断已经在

离婚家庭的儿童群体中得到了证实 [8]。 但是，对于农

村留守儿童群体， 留守烦恼的消极认知评价和积极

认知评价能否预测其抑郁或孤独呢？ 这需要进一步

的探讨。
由于单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儿童生活的家庭结构

有所不同， 他们所经历的留守烦恼在性质上或强度

上会存在一定的差异[11]。 并且，抑郁和孤独虽然都属

于情绪问题的范畴，但是它们在本质上存在区别。因

此， 本研究拟以单亲外出和双亲外出这两类农村留

守儿童为被试， 一方面考察他们对于留守烦恼的认

知评价状况， 另一方面探讨认知评价对其抑郁和孤

独的预测力。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河南省某一

乡镇的三所小学和中心初中选取了小学四年级到初

二 14 个班级的 207 名留守儿童， 年龄分布在 10 岁

到 1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3.92 岁。 其中，小学留守

儿童 87 名，初中留守儿童 120 名。 筛选被试的标准

如下：①父母没有离异；②父母没有任何一方去世；
③儿童自身没有残疾；④问卷作答有效。根据儿童父

母外出打工的情况，这些儿童被分为了两组：双亲外

出 儿 童（n=90）、单 亲 外 出 儿 童 （n=117），其 中 男 生

123 名，女生 84 名。 由于母亲只身外出的比例较低

（样本中只有 4 名）， 因此本研究的单亲外出儿童样

本中只包含了父亲外出的儿童。
1.2 测量内容

1.2.1 抑郁 对于抑郁的测量， 采用俞大维和李旭

修订的由 Kovacs 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DI）[12]。 该

量表包含 27 个项目，每个项目通过呈现三个选项来

评估一个症状，由儿童进行选择。三个选项按照 0 到

2 记分。 例如，0“我有时感到伤心”；1“我常常感到伤

心”；2“我总是感到伤心”。 本研究以儿童在 27 个项

目上的总分作为儿童抑郁的指标，分数越高，抑郁症

状越严重。
1.2.2 孤独 采用 Asher 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来测

量青少年的孤独感[13]。 该量表共计 24 个项目，包括

16 个有效条目和 8 个补充条目。 每个项目采用 5 点

计分，从 1“一直如此”到 5“绝非如此”。分数越高，表

明青少年的孤独感越强。
1.2.3 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 采用赵景欣编制的留

守烦恼的认知评价量表来进行测量 [11]。 该量表共包

括 10 个典型的与“留守”相关的假定事件情境，主要

涉及留守儿童生活中的五个方面： 留守儿童与家中

监护人的冲突、思念父母、父母的承诺落空、与父母

的联系与分离、邻里冲突。在每个假定情境后面跟随

3-4 个条目，有的代表积极的认知评价（例如：“即使

爸爸/妈妈不带我出去，他们也是爱我的。 ”），有的代

表消极的认知评价（例如：“我表现不好，爸爸/妈妈

生我气了。 ”）。 采用五点计分，让儿童评定每个条目

与他们对于这一情境评价的符合程度（1“与我想的

根本不同”到 5“与我想的完全相同”）。 消极认知评

价条目共计 20 个，积极认知评价条目共计 15 个。

2 结 果

2.1 农村留守儿童对于留守烦恼的认知评价状况

不同留守类别和性别的农村留守儿童对于留守

烦恼的认知评价状况见表 1。 以留守类别（单亲外出

和双亲外出）和性别（男、女）为自变量，分别以儿童

的消极评价和积极评价为因变量，进行 2×2 的方差

分析， 结果表明， 消极评价的留守类别主效应显著

（F(3，203)=4.25，P<0.05），双亲外出儿童对留守烦恼

的评价比单亲外出儿童更为消极， 但性别主效应以

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各变量在积

极评价上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表 1 不同类别和性别农村留守儿童的认知评价(x±s)

2.2 认知评价与抑郁、孤独之间的相关

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评价、积极评价、抑郁、
孤独和年龄进行相关分析（见表 2），结果表明，儿童

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与其抑郁、 孤独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 积极评价则与儿童的孤独之间存在显著

负相关，积极评价与抑郁之间的相关不显著。年龄与

农村留守儿童的孤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但是与

其他各变量的相关均不显著。因此，之后的分析将不

再考虑年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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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知评价对抑郁、孤独的预测作用

以消极认知评价和积极认知评价为预测变量，
分别以抑郁和孤独为结果变量，运用 ENTER 法，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注： *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留守儿童的抑郁和孤独对消极评价和积极评价的回归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双亲外出儿童对留守烦恼的消极

认知评价高于单亲外出儿童， 但是二者在积极认知

评价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似乎表明，农村留守儿童

的家庭结构或所处的生活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对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水平， 但是对积极评价水平

的影响不大。
本研究中儿童对于留守烦恼的消极评价越高，

其抑郁和孤独水平越高；积极评价越高，其抑郁和孤

独水平越低。 这进一步支持了情绪反应是由个体对

情境的认知评价所决定的结论[6]。 然而，认知评价对

于抑郁和孤独的预测力却在单亲外出和双亲外出儿

童中出现了差异： 消极认知评价能够显著增加两类

儿童的抑郁和孤独水平， 积极认知评价则能够降低

双亲外出儿童的孤独、单亲外出儿童的抑郁和孤独，

却不能降低双亲外出儿童的抑郁。 这表明：第一，消

极认知评价对于个体情绪体验的负向预测力具有一

定的稳健性或普遍性；第二，作为农村留守儿童中处

境最为不利的双亲外出儿童， 他们对于留守烦恼的

积极认知评价虽然能够降低其孤独水平， 却不能有

效地缓解抑郁。
此外， 对于抑郁和孤独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情绪

体验， 认知评价的预测力也表现了不同。 本研究发

现，在总体上，认知评价对于农村留守儿童孤独的预

测力高于抑郁。 这在单亲外出儿童群体中获得了相

似的结果，但是在双亲外出儿童群体中差异不明显。
这似乎表明， 认知评价固然能够决定个体的情绪反

应， 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情绪反应则会表现出不同

的预测力， 并且这一预测力的大小会受到农村留守

儿童生活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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