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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的因素中，亲子沟通

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相关的研究发现，亲子沟通

与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1-3]；良好

沟通与青少年的学业成就[4]，自尊[4，5]和心理健康[6]呈

正相关。简而言之，亲子沟通是留守儿童行为问题

一个重要保护因素。有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亲

子沟通的质量和方式差别不大，最主要差异体现在

沟通频率上；父母与孩子沟通频率越高，留守儿童的

行为越健康，社会能力越强[7]。所以，本研究把亲子

沟通的频率作为主要因素来考察。但是，亲子沟通

缺失的个体并不一定就会产生行为问题，亲子沟通

良好的个体也并不一定就不会产生行为问题，这提

示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还存在另外

的变量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条件影响模型，

家庭环境因素对孩子的影响受到孩子气质/人格因

素的调节作用[8]。人格特质是否影响了留守儿童亲

子沟通与行为问题的关系？

希望作为一种重要的积极心理特质，因其能够

作为人们面对风险性因素的保护性因子，日益受到

学者们的关注。目前，许多研究者在此领域开展系

列研究，结果发现：希望能帮助儿童有效克服困难
[9]；能给寄养儿童增加安全感[10]；能减少那些童年期

受虐待个体在成年期出现自杀行为的概率[11]；能缓

解暴力事件和创伤性事件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12]。

由此可见，希望特质对于儿童的发展和心理健康起

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综上，本研究拟考察留守儿童

亲子沟通与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探讨希望感在其

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为留守儿童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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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留守儿童的选取标准是农村地区因父母

单方或双方长期在外打工（单次持续时间为半年以

上）而不得不被交由父母单方或者祖辈（祖父母、外

祖父母等）或者他人抚养、教育及管理的 17 岁以下

的儿童[13],采取整班抽样的方式，从湖南省多贫困县

抽样，以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

为被试，共 1860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 1761份，问

卷回收率为 94.67%。其中，男生 824人，女生 937
人。其中五年级592人，男生301人，女生291人；初

二年级 640人，男生 278人，女生 362人；高二年级

555人，男生245人，女生283人。

1.2 工具

1.2.1 一般资料 个体基本信息问卷用于收集被

试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级、亲子沟通等基

本信息。其中，亲子沟通频率通过下面题目考查：你

和爸爸妈妈多久联系一次？①平均一周内；②平均

一个月内；③不定时的经常联系；④两个月以上；⑤
很少（注: 亲子沟通频率5个选择不是严格按照依次

递减排列的设计：基于在前期调查中，一些留守儿童

反映，现实中父母与他们联系具有不定时性，而且有

的儿童对具体时间间隔设定没有概念，所以在这里

设定“不定时的经常联系”、“很少”主观选项。这些

选项主要是帮助研究进行区分被试的亲子沟通是

“经常组”还是“很少组”。）。

1.2.2 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14] 由6个项目组成，3
个项目测量动力思维，3个项目测量路径思维，采用

1-6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希望水平越高。

1.2.3 长处与困难自评问卷[15] 由困难部分和长处

部分组成。困难部分包含4个分量表：情绪症状、品

行问题、注意/多动和同伴关系问题；长处部分则只

有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首先把亲子沟通频率合为两类，即把“平均一周

一次”、“平均一个月一次”、“不定时的经常联系”合

为“经常组”，占 81.4%；而把“两个月以上”、“很少”

选项合为“很少组”，占 18.6%。从表 1结果可以看

到，亲子沟通与留守儿童的希望感和亲社会行为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而与留守儿童的困难行为存在显

著的负相关。

2.2 希望感对于亲子沟通频率与困难和亲社会行

为的调节作用

运用分层回归来考察留守儿童希望感对于亲子

沟通频率和行为问题关系的调节作用。首先，将研

究中各变量中心化，以避免共线性问题。然后，分3
步将各变量依次纳入回归方程：第一步，将人口统计

学变量（性别、年级）纳入方程。第二步，将自变量

（亲子沟通、希望感）纳入方程，对因变量（行为困难

和亲社会行为）进行回归，考察自变量的主效应；第

三步，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

如果该效应显著，表明调节效应显著，结果见表2。
由表2 可知，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亲子

沟通和希望感对困难行为的交互作用显著（β=0.05，
P<0.05），亲子沟通和希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作

用显著（β=0.05，P<0.05）。为进一步了解调节作用

模式，以高或低于希望感平均数一个标准差为标

准，选择高/低希望的个体，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表1 亲子沟通、希望感和行为问题

各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注：亲子沟通为虚拟变量:很少组=0，经常组=1；*P<0.05，
**P<0.01，***P<0.001，下同。

表2 亲子沟通频率对留守儿童希望感和困难

行为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分层回归)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0，男=1。
在低希望的个体中，亲子沟通不能显著预测困

难行为（simple slope=0.23，t=1.27，P>0.05）；在高希

望的个体中，亲子沟通能显著预测困难行为（sim⁃
ple slope=0.74，t=3.36，P<0.001）。即：对于低希望的

个体，困难行为不随亲子沟通的变化而变化；对于高

希望的个体，困难行为随亲子沟通的增加而减少。

在低希望的个体中，亲子沟通不能显著预测亲社会

行为（simple slope=-0.07，t=-1.01，P>0.05）；在高希

变量

1亲子沟通

2希望感

3困难行为

4亲社会行为

M±SD
0.18±0.39

20.73±5.36
13.14±5.18
6.75±2.07

1
1.00
0.12**

-0.11**
0.07**

2

1.00
-0.25**
0.40**

3

1.00
-0.25**

4

1.00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自变量

年级

性别

R2

亲子沟通

希望感

R2

△R2

亲子沟通×希望感

R2

△R2

标准回归系数

困难行为

-0.01
-0.02
0.01
0.08**

-0.26***
0.07
0.06***
0.05*
0.08
0.01*

亲社会行为

0.20***
-0.16***
0.07
0.01
0.39***
0.21
0.14***
0.05*
0.22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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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个体中，亲子沟通能显著预测亲社会行为（sim⁃
ple slope=0.17，t=2.20，P<0.05）。即：当被试处于低

希望感时，亲社会行为不随亲子沟通的变化而变

化；当被试具有高希望感时，亲社会行为随亲子沟

通的变化而变化。

3 讨 论

良好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的保护作用已经在很

多领域得到证实[16]。本研究也发现，亲子沟通较多

的留守儿童，他们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小，而

亲社会行为就更多。这与前人的研究基本是一致

的。亲子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亲子情感

缺失，因而减弱“留守”对儿童的负性影响。

然而，调节作用分析的结果表明，亲子沟通对留

守儿童行为问题的保护作用是有条件的: 对于希望

水平较高的留守儿童，良好的亲子沟通确实有利于

减少他们的行为问题；但对于希望水平较低的留守

儿童，亲子沟通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这一现象

可以这样来解释。首先，希望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对

个体身心健康有积极影响。有研究发现，相比低希

望的个体，高希望的个体往往能设定具体、明确的目

标，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解决问题能力也更强[17]；

他们具有更强的免疫力，较少体验焦虑和抑郁情绪，

对生活更加满意，行为更健康 [18]。所以，他们即使遭

遇因留守所导致亲子情感缺失，但其内心的希望特

质起到保护作用，因而表现出较少的行为问题。其

次，不同希望水平的个体，亲子沟通对弥补留守儿童

情感缺失的机理可能不同。对于高希望个体，具有

更多的积极资源和更好行为表现[19]，故更易从亲子

沟通中吸取心理能量，从而较好补偿父母不在身边

情感的缺失；而对于低希望的个体，更易表现出消极

心态和行为，故难以从亲子沟通吸取积极能量，从而

得不到相应补偿，因此表现出较多的行为问题。

此外，希望感在亲子沟通和行为问题之间调节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条件影响模型。本研

究中希望感属于人格因素，而亲子沟通属于家庭环

境因素。研究结果证明了人格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

对留守儿童发展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都有不可忽

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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