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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流动养育者和留守养育者的行为监控水平与留守儿童的孤独、反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对日常压

力的调节作用。 方法：以来自河南省农村的 207 名农村留守儿童为被试，运用儿童孤独感量表、偏差行为量表、父母

行为监控量表与留守日常烦恼核查表进行测查。 结果：①双亲外出儿童的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水平低于单亲外出儿

童，两类儿童的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②留守养育者和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控水平越高，儿童

的孤独感越低；③对于单亲外出儿童，高水平的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能够削弱留守日常烦恼与儿童反社会行为之间

的正向关联水平。 结论：养育者行为监控在降低儿童孤独和反社会行为上的保护作用因养育者和留守类别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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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test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igrant caregiver’s moni-
toring and left-behind caregiver’s monitoring on reducing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loneliness. Methods: Partici-
pants included 207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ere selected from a town in Henan province. They were asked to complete
Scales of Children Loneliness, Delinquency, Caregiver’s monitoring, and Left-home hassles. Results: ①The level of left-
behind caregiver’s monitoring on children from father migrant families was higher than monitoring on children from two-
parent migrant familie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igrant caregiver’s monitor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②The higher the level of migrant caregiver’s monitoring and left-behind caregiver’s monitoring, the more ameliorated the
Left-behind-children’s loneliness. ③Higher levels of left-behind caregiver’s monitoring could atten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ft-home hassle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for children from father migrant families compared with children from
two-parent migrant families. Conclusion: The protective role of caregiver’s monitoring varies as the status of parent’s mi-
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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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备受关注的

弱势儿童群体。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打工，
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父母亲情相对缺失的不利处境

之中。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心理社会问题

的发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问题行为（如反社会行为

等）和情绪失调（如孤独等）尤其具有代表性 [1-3]。 然

而，纵观这些研究也可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中

的许多儿童并没有表现出问题行为或情绪失调。 根

据个体发展的心理弹性（resilience）模型[4]：在不利处

境下，个体仍有机会保持正常发展，这关键在于个体

是否拥有应对不利条件的保护因素 （protective fac-
tors）。因此，探讨能够维持儿童正常发展或避免出现

心理社会问题的保护因素就成为该领域研究中的关

键问题。
养育者行为监控（behavior monitoring），是指养

育者(主要是父母)对儿童行为的了解、组织或调节 [5]。
养育者的行为监控与儿童良好的心理机能相联系。
如果养育者不能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充分的监控和调

节， 那么儿童就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与情绪失调等

心理社会问题[5，6]。 高水平的行为监控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中断儿童青少年行为问题加剧的发展轨迹，但

是却不能阻止儿童情绪失调加剧的轨迹 [7]。 父母对

儿童的高质量行为监控， 还能够显著抵抗压力对儿

童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不良影响 [8]：在 高质量的养

育者行为监控条件下， 压力的增加不会带来儿童反

社会行为的增加或对反社会行为的消极效应降低，
但是在低质量的行为监控条件下， 压力与儿童反社

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父母的行为监控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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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比较稳健的保护因素， 不仅能

够直接改善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而且还具有一定的

压力抵抗效应， 但是对于降低儿童情绪失调的稳健

性则相对较弱。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 农村留守儿童的养育者在

空间上被分隔为两类 [9]：流动于城市打 工的流动养

育者、与儿童留守在农村的留守养育者。单亲外出儿

童（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留守与流动养育者分别是

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双亲外出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

打工） 的留守与流动养育者则分别是他们在家乡的

监护者和在外打工的父母。 流动养育者与留守儿童

之间的交往具有时间上的长期间断性、 空间上的远

距离性、 交往的长期非面对面性和互动频率较低的

特点[10]，留守养育者则承担着直接教养儿童的责任。
在这一特殊背景下， 养育者行为监控在降低儿童心

理社会问题上的保护效应是否适 用于农村 留守儿

童，即保护效应的普遍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并

且，由于单亲外出儿童与双亲外出儿童的留守、流动

养育者的组成人员不同， 养育者行为监控在降低儿

童心理社会问题上的保护效应可能会因留守类别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前已有的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尚

没有对上述问题进行解答。
综上， 本研究拟以双亲外出儿童与单亲外出儿

童为研究对象， 基于留守养育者与流动养育者之间

的区分，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①养育者行为监控能

否直接降低留守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与孤独感？ ②养

育者行为监控能否调节压力与留守 儿童反社会 行

为、 孤独感之间的关系？ ③养育者行为监控的保护

效应是否在不同留守类别的儿童中有所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从河南省某 一乡镇选取 小学四年级 到初二共

14 个班级的 207 名留守儿童，双亲外出儿童 90 名，
单亲外出儿童 1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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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 123 名，女生 84 名。
由于单亲外出家庭中母亲外出的比例较低 （原始样

本中只有 4 名），本样本中仅包含了父亲外出打工的

儿童；双亲外出儿童中没有包含自我监护的儿童。
1.2 测量内容

1.2.1 孤独 采用 Asher 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来测

量青少年的孤独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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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反社会行为 运用儿童行为核查表（青少年）
中的偏差行为（delinquent）分量表对儿童 的反社会

行为进行测查 [12]。 采用三点计分（1“根本不这样做”
到 3“总是这样做”），让儿童对该量表的 9 个项目进

行回答， 例如 “我常跟一些爱惹麻烦的孩子混在一

起”，“逃课或逃学”等。 该量表已被用于包括中国在

内的多个国家青少年群体的测量， 具有较好的信度

和效度[12]。
1.2.3 留守日常烦恼 采用留守日常烦恼核查表进

行测查[9]。 该核查表包含两个部分：一般日常烦恼和

留守消极事件。 一般日常烦恼核查表包括 72 个项

目， 是指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共同经历的日

常烦恼；留守消极事件核查表包括 16 个项目，是指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这一特定事件 而引发的 消极事

件，如“别人说爸爸/妈妈不要我了”等。 每个项目均

采用三点计分（从 0“没发生”到 2“经常发生”），被试

报告从“开学到现在（测量时间）”这段期间各种事件

的发生频率。 该核查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9，13]。
在本研究中， 一般日常烦恼核查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92， 留守消极事件核查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74。根据本研究的目的，我们用留守儿童在一般

日常烦恼与留守消极事件两个核查表上的累积得分

来代表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 也就是本研究中农村

留守儿童日常压力的指标。
1.2.4 养 育 者 的 行 为 监 控 采 用 Barber，Stolz 和

Olsen 修订的父母行为监控问卷 [5]，测量养育者对儿

童的行为监控状况。 问卷包括测查内容完全相同的

父亲/母亲两个分问卷，双亲外出儿童还增加了“住

在一起的大人”分问卷。采用三点记分（1“不知道”到

3“知道”），测查儿童觉知到的 父亲 /母亲/住 在一起

的大人对自己行为的相对知晓程度，例如：“父亲/母
亲/住在一起的大人知道我晚上去哪里了”等。 该问

卷已经被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涵盖多种文化的多个

国家的测量[5]，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
对于单亲外出儿童， 父亲行为监控作为其流动养育

者行为监控的指标， 母亲行为监控作为留守养育者

行为监控的指标。 对于双亲外出儿童， 初步分析发

现， 父亲行为监控和母亲行为监控之间的相关系数

为 0.68（P<0.001）。 为了便于两个儿童群体的比较，
我们把双亲外出儿童在父亲行为监控和母亲行为监

控两个变量上的平均分作为其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

的指标，把“住在一起的大人”问卷上的得分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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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的指标。

2 结 果

2.1 农村留守儿童的行为监控状况

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儿童在养育者行为监控、
反社会行为、 孤独与留守日常烦恼上的平均数和标

准差见表 1。 以留守与流动养育者为被试内变量，留

守类别与性别为被试间变量， 以养育者行为监控为

因变量，进行 2×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表

明： 留守、 流动养育者与留守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1，203）=17.65，P<0.001,η2=0.08），进一步的简单

效应检验表明， 双亲外出儿童留守养育者的行为监

控水平显著低于单亲外出儿童（P<0.05），但是双亲

外出儿童与单亲外出儿童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控水

平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留守与流动养育者、留守

类别与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203）=4.19，P<
0.05,η2=0.02），进一步的简单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对

于女孩， 双亲外出儿童留守养育者的行为监控水平

显著低于单亲外出儿童（P<0.05），但是在流动养育

者行为监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于男孩，

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儿童的留守、 流动养育者的行

为监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其他主效应和

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表 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之间进行相关分析表明 （见表 2），留

守日常烦恼与儿童的孤独、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

著正相关，留守、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控与儿童的

孤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与

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是留守

养育者行为监控与儿童反社会行为之 间的相关不

显著。 年龄仅与儿童孤独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但与

其他因素的关联均不显著，因此，下述分析将不再考

虑年龄效应。 此外，考虑到单亲外出与双亲外出儿

童的留守、流动养育者的构成不同，分别在两个群体

中对养育者行为监控与儿童的孤独、反社会行为之

间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单亲外出儿童的留守养育者

行 为 监 控（r=-0.23，P<0.05）、单 亲 与 双 亲 外 出 儿 童

的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 （r=-0.25，P<0.01；r=-0.36，
P<0.001）与儿童的孤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其他

变量间的关联均不显著。
2.3 养育者行为监控对儿童孤独、反社会行为的直

接预测作用及其对压力的调节

为考察留守 与流动养育 者行为监控 对儿童孤

独、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对压力的调节或抵抗作

用、 以及行为监控的压力调节效应在单亲外出与双

亲外出儿童群体中的差异， 分别以孤独和反社会行

为为结果变量，各进行了 2 组分层回归分析，每组包

含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或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 各

回归方程的预测变量包括：留守日常烦恼、养育者行

为监控、留守类别，变量的二项交互作用项和三项交

互作用项。如果三项交互作用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留守类别就不再被纳入最终的回归模型[8]。对所有回

归模型中显著的交互项，采用 Aiken 和 West 提出的

简单斜率 分析法（simple slope analysis） [14]来 描 述 各

调节效应的本质。
结果表明（见表 3），留守、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

控水平越高，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越低，但是二者对儿

童反社会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 留守日常烦

恼越多， 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和孤独感水平越高。 并

且，留守类别×留守日常烦恼×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

这一三项交互作用项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

显著， 显示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对留守日常烦恼与

表 1 不同留守类别和不同性别儿童在各变量上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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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双亲外出和单亲

外出儿童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简单斜率分析

发现， 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水平高的单亲外出儿童

（simple slope＝0.23，t（199）＝2.34，P<0.05），留守日常

烦恼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低于留守养育者行为

监控低的单亲外出儿童（simple slope＝0.64，t（199）＝
4.71，P<0.001）；对于双亲外 出儿童来说，无 论 在 高

留 守 养 育 者 行 为 监 控 水 平 上 （simple slope＝0.29，t
（199）＝1.78，P>0.05）还是低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水

平 上 （simple slope＝0.07，t（199）＝-0.41，P>0.10），留

守日常烦恼与反社会行为之间均不存在显著关联。
这说明， 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能够有效地抵抗单亲

外出儿童的留守日常烦恼对其反社会行为的不利影

响， 但是这种调节效应不存在于双亲外出儿童群体

之中。其他的交互项均不显著。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

的回归模型对儿童反社会行为和孤独的解释率分别

为 15%与 7%， 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的回归模型对

儿 童 反 社 会 行 为 和 孤 独 的 解 释 率 分 别 为 11%与

10%。

3 讨 论

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留守与流动养育者的区

分，本研究描述了留守、流动养育者对儿童的行为监

控水平， 为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养环境提供

了基本数据。 在本研究中， 双亲外出儿童留守养育

者的行为监控水平显著低于单亲外出儿童， 这尤为

突出地体现在留守女孩身上，流动养育者的行为监

控水平则不存在差异。 这充分地显示了双亲外出儿

童的留守养育者在养育行为上存在的问题或缺陷。
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 [1，2]，双亲外出儿童的留守养

育者，由于劳动负担过重、年龄偏大、精力不足或教

养责任推脱等原因，使得他们难以对孩子实施有效

的行为监控。 单亲外出儿童的留守养育者就是自己

的母亲，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作为能够降低普通儿童反社会行为和情绪失调

的保护因素 [5，7，8]，养育者行为 监控对农村 留守儿童

发展的保护作用依然在本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但是，

这种保护作用会因心理社会问题的 不同而有所 差

异，也会因养育者的不同而不同。 本研究发现，流动

养育者行为监控， 即在外打工父母对留守儿童行为

的了解、调节和控制，能够降低儿童的孤独感，但是

不能降低儿童的反社会行为； 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

不仅能够直接降低儿童的孤独感， 而且能够显著抵

抗日常烦恼或日常压力对儿童反社会行为的消极影

响， 但是这种压力抵抗效应只体现在单亲外出儿童

群体中。 这些结果表明： 虽然外出打工父母不在身

边， 但是他们对留守儿童的行为监控还是能够让孩

子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关注和关心，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降低其孤独感的作用；但是，父母在外打

工所导致的父母－儿童在空间上的远距离性、长期的

非面对面性， 却似乎阻碍了流动养育者行为监控在

一般儿童身上所表现出的降低反社会行为的保护效

应。 因为在外打工的父母即使知晓了留守儿童的所

作所为，但由于“鞭长莫及”，也无法及时进行管理。
留守养育者是与留守 儿童日常生 活在一起 的监护

人， 他们对儿童行为的日常监控也会让孩子感受到

生活中有人在乎他、爱护她，从而成为了降低留守儿

童孤独感的保护因素；但是，留守养育者行为监控仅

仅在降低单亲外出儿童的反社会行为上表现出了压

力抵抗效应，表明：同样与儿童生活在一起，父母的

行为监控可能要比父母之外的其他养育者的行为监

控更为有效， 或者说更有可能成为降低儿童反社会

行为的保护因素。
本研究的结果为认识能够降低农村留守儿童孤

独和反社会行为的保 护因素提供 了重要的数 据支

表 3 各变量及其交互作用项对儿童孤独与反社会行为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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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在外打工父母与留守养育者的高质量行为监控

是降低儿童孤独感的重要保护因素， 留守监护人的

行为监控水平则是在压力条件下降低单亲外出儿童

反社会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 这对于当前社会背景

下旨在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教育干预提供

了重要启示： 提高在外打工父母和留守养育者对孩

子的行为监控水平， 让所有养育者了解孩子的行为

并给予支持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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