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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母亲参与
教养对学前聋童叙事能力的影响
王娟 1，李昕 1，陈世民 2
(1.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徐州 221116；2.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徐州 221000)
【摘要】 目的：考察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对聋童叙事能力的影响以及母亲参与教养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
用社会支持问卷、母亲参与教养问卷和叙事任务，对 122 名 4-6 岁聋童及其母亲进行测查。结果：①母亲获得的社

会支持、母亲参与教养和聋童叙事表现三者间存在显著正相关。②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能够显著预测聋童的叙事
表现，母亲参与教养在两者间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结论：在家庭教养中，母亲的社会支持通过母亲参与教养影响聋
童的叙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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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aternal social support on deaf children’s narrative competence,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maternal involvement of such effect. Methods: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Maternal Involve⁃
ment Questionnaire and narrative tasks were used to test 122 deaf children aged 4 to 6 and their mothers. Results: ①Both

maternal social support and maternal involvement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deaf children’s narrative competence. ②Ma⁃
ternal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eaf children’s narrative competence. Maternal involvement mediat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deaf children’s narrative competence and maternal social support. Conclusion: Maternal social support
indirectly affected deaf children’s narr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maternal involvement in family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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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我国 0-6 岁

听力残疾儿童有 13.7 万，每年由于各种致病原因新

成新的角色结构 [2]，应对残障儿童带来的心理压力
[3]

，还利于提高父母抚养儿童的能力, 促成健康的亲

增听力残疾儿童约 2-3 万 [1]。语言康复是学前阶段

子关系，引导父母采用有效的互动方式和儿童对话，

聋童的首要任务。叙事训练操作简单，能调动聋童

完成亲子共读和亲子回忆叙事 [4]，帮助儿童了解故

参与积极性，
已成为家庭、学校和康复机构广泛采用

事结构，故事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锻炼儿童脱离情

的途径。叙事即讲故事，是儿童早期阶段语言发展

境的语言能力 [5]。前人研究已证实，母亲的社会支

的重要形式。从诱发方式看，叙事主要包括故事叙

持对子女的语言发展有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机制并

事和生活叙事。故事叙事多采用无字图画书，儿童

不清晰。我们尝试引入母亲参与教养这一变量，更

需调动已有的认知经验创编故事；生活叙事多要求

好地解释两者间的关系。

儿童回忆生活中记忆深刻的事件。

Turnbull 等人对特殊儿童的研究发现，不论是

对于大多数聋童家庭，因高额的治疗费用导致

正式（专业机构）还是非正式的（朋友，邻居或其他特

经济状况较差，父母学历通常较低，家长缺少必要的

殊家庭）社会支持，
母亲的参与程度将受社会支持的

预防、保健和康复知识，再加上聋童的生活适应和社

影响[6]。父母参与教养是儿童早期干预和儿童特殊

会融入遇到更多困难，外界社会支持对他们来讲尤

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7]。有效的父母参与不仅有助

为重要。高水平的社会支持不仅能帮助父母快速形

于提高学校和家庭的教育质量，而且有利于促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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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其叙事能力发展的干预研究”(CHA130165)
通讯作者：王娟，Email: juanzi0809@126.com

童身心健康发展[8]。父母参与教养能预测儿童的语
言发展，阅读技巧，社会能力和积极的自我管理能
力。聋童父母参与教养是影响聋童语言能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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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9]。研究表明，父母的直接参与能促进聋
[10]

童口语技巧的迅速发展 ，父母对聋童的高反馈行
为和鼓励行为能促进聋童语言的丰富性，提升其词
[11]

汇量 。Niparko 等人发现，家长参与和亲子互动的
[12]

质量对聋童语言发展有较大影响 。父母早期干预

管教、生活照顾和教养互动三个维度，共 25 个项目，
采用 5 级评分(1=“从不”，5=“一直”)，得分越高表示
母亲参与教养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系数为 0.89。
1.3

的参与程度越高，参与越早，对聋童语言训练的效果
[13]

就越好 。

测量程序

对儿童叙事采用个别施测。在幼儿园内一个安
静的房间进行，由学前教育系研究生担任主试。聋

综上，母亲参与教养和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均

童在研究者的引导下完成两种叙事任务：无字图画

对儿童的语言发展有显著影响，同时母亲参与教养

叙事，主试向儿童讲述指导语，
“请你认真看图画书，

也受社会支持的影响。但是，鲜有研究对这三者间

看完后把这个故事讲给老师听”。用录音笔记录儿

的关系进行考察。基于上述研究证据，本研究有理

童叙事。在讲述时，研究者不进行引导。任务二，生

由假设，母亲参与教养在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和聋
童叙事语言间起中介作用。

1

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事件，比如过生日，外出游玩或者
其他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在讲述时，研究者不进行

对象与方法

1.1

活故事叙事，主试向儿童讲述指导语：
“请你讲一个

引导。整个过程用时约 1 小时。在家长开放日，由

研究对象

选取来自徐州，上海，盐城等地的聋童 122 名，

平均年龄为 5.51±0.81 岁，其中男生 75 名，女生 47

名，所有被试均佩戴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被试
均经过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中文版)[Peabody Pic⁃
ture Vocabulary Test（Chinese Edition）, PPVT] (MPPVT=

89.02，SD=25.87)，且语言康复水平达到四级。所有

被试的主要抚养人(均为母亲)参与了母亲社会支持
和母亲参与教养问卷。对聋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调查显示，母亲学历以初中(38.5%)和高中(23.0%)为

学前教育系研究生组织聋童母亲填写社会支持评定
量表和母亲参与教养量表。
1.4

评分标准
将收集到的聋童的叙事语言样本转录成文字，

采用
“多彩光谱语言评估标准”评估聋童的叙事表现
[18]

。故事叙事采用“故事板语言活动”评价标准，主

要从讲述结构的特性、主题贴切、叙述语气的使用、
对话的使用、时间标记的使用、表现性、词汇水平和
句子结构八个维度考察儿童的口语讲述能力。生活

主 ，其 次 是 大 专 学 历 (17.2% ) 和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叙事采用“周末新闻”评分标准。
“周末新闻”评价标

1.2

要时间的扩展、词汇的复杂性和详细程度、时间联系

(11.5%)，
小学学历所占比例最少(9.8%)。

准包含参与活动及需提示的状况、讲述的连贯性、主

1.2.1

及连词的使用、句子结构。

研究工具

叙事材料

包括故事叙事材料和生活叙事

材料两种，故事叙事使用无字图画书 Frog, Where

系研究生独立完成编码。对不同叙事活动中叙事能

青蛙的故事，在叙事研究中广泛使用。叙事材料收

力的维度分别进行内部编码信度的计算，编码的一

Are You？，有 24 幅图片，讲述了主人公寻找宠物小
集前向家长和带班教师了解，聋童在家中和幼儿园
并未接触过此故事。生活叙事采用开放式问卷来提
问，
“请你讲一个发生在你生活中的事件，比如过生

两名熟悉
“多彩光谱语言评估标准”的学前教育

致性系数均大于 92%。对有争议的部分，经两名评
价者讨论后统一意见，确定其归属。
1.5

日，
外出游玩或者其他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

采用肖水源和

杨德森于 1987 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14]，该量表由 10 个条目组

成，包括客观支持(3 条)、主观支持(4 条)和对社会支
[15]

持的利用度(3 条)等三个维度 。本研究中，该量表
的 Cronbach 系数为 0.71。
1.2.3

母亲参与教养量表

[17]

2
2.1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7. 0 进行统计处理。

结

果

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母亲参与教养与聋童

叙事表现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与母亲参
与教养呈显著正相关，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与两种

[16]

采用郭育祺 编制，侯

忠伟 修订的母亲参与教养量表，该量表包括行为

叙事及叙事总分呈显著正相关；母亲参与教养与两
种叙事及叙事总分也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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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参与能为聋童提供有效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环

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
母亲参与

教养与聋童叙事表现的相关分析结果
1 社会支持
2 母亲参与
3 故事叙事
4 生活叙事
5 叙事总分

M
38.66
111.42
15.75
10.56
26.55

SD
7.31
9.05
4.00
2.70
6.05

1
1
0.311**
0.481**
0.407**
0.480**

2

3

1
0.343**
0.314**
0.363**

注：*P<0.05，
**P<0.01，***P<0.001，
下同。

2.2

境，并通过提示、发问及增加细节等方式引导儿童讲
述事件，儿童则通过模仿母亲对语言的组织和事件
的建构使叙事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23]。总体来看，母

1
0.647**
0.896**

亲的社会支持高，将拥有更好的情绪状态和较小的
心理压力，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参与到子女的早
期干预中，与专家、教师进行良好互动和配合，促进
儿童康复。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对聋童叙

母亲参与教养的中介效应分析
[19]

采用温忠麟等人 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和步

事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既包括实际的支

骤，
构建中介路径，
首先考察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对

持，如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还包括体验到

聋童叙事的预测作用，再考察母亲参与教养在两者

的或情绪上的支持，如个体感受到在社会中被尊重、

间的中介效应。将故事叙事和生活叙事的得分相加

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及满意程度。对正常儿

作为聋童叙事总分，建构以聋童叙事总分为因变量

童的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显著影

的中介效应模型。

响儿童的语言发展，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有更多机

采用回归分析考察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和母亲

会观看、使用和购买书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少有

参与教养、聋童叙事的预测作用和作用路径。结果

机会接触书籍，对书籍接触的越多，儿童的语言发展

发现，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对聋童的叙事能力有正

水平将越高 [24]。对特殊儿童家庭，由于康复治疗等

向预测作用(β=0.480)，母亲获得的社会支持对母亲

高额的消费，经济负担往往是父母心理压力的最大

参与教养有正向预测作用(β=0.311)，考虑两个变量

根源。母亲获得的客观社会支持越高，将越有能力

对聋童叙事的联合影响时，母亲社会支持(β=0.407)

为聋童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比如书籍，录像和口语

和母亲参与教养((β=0.236)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

课程等，培养聋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聋童的叙事

明母亲参与教养在母亲社会支持预测聋童故事叙事

能力。就主观支持而言，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的关

能力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β=0.236)，中介效应

心和体恤，尤其是来自配偶的陪伴和支持，
是聋童母

占到总效应的 15.29%。
表2

亲最大的精神支柱[25]。获得社会支持的母亲更倾向
于积极地应对问题，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
在家庭中

母亲参与教养在母亲获得的社会

开展亲子活动，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语言环境。

支持与聋童叙事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被预测变量
第一步 聋童叙事

β

预测变量

t值

R2

母亲社会支持 0.480 5.997*** 0.224

35.968***

母亲社会支持 0.407 4.973*** 0.269

23.238***

第二步 母亲参与教养 母亲社会支持 0.311 3.588*** 0.089
第三步 聋童叙事

母亲参与教养 0.236 2.884**

3

讨

F

12.874***

论

对社会支持有较高利用度的母亲，能够及时向家人、
朋友倾诉，与专家合作，辅助教师等专业人士帮助儿
童语言康复，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更好地和孩子沟
通交流。良好的支持利用度还体现在参与学校教育
上，家庭必须和学校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儿童能够
从家庭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活动中获得成长[26]。因

前人研究多关注社会支持对母亲的影响，研究
一致发现，社会支持对特殊儿童父母的身体健康和

此，母亲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能直接促进聋童叙事
能力的发展。

情绪状态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支持促使父母更好

母亲参与教养在儿童早期教育及特殊儿童早期

地参与特殊儿童的康复治疗。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

干预中占主要地位，尤其对于特殊障碍儿童，儿童取

[20]

促进父母积极表达需求，与专家进行合作，并对他人

得较好的干预效果更需要家长的参与 [27]。调查显

存有更高的期望 [21]。干预研究也发现，专业的父母

示，特殊儿童家庭社会支持的情况并不乐观，特殊儿

交流培训能显著提高聋童的语言交流能力，并在长

童父母获得的家庭内部的支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22]

时间内发挥积极作用 。本研究发现，母亲获得的
社会支持也影响听障子女的语言表现，且这种影响

社区支持体系不够完善，90% 的父母反映社区并未
开展有关针对家长的相关培训和指导[28]。与正常儿

以母亲参与教养为中介。社会支持有助于母亲更积

童家长相比，特殊儿童家长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遇

极有效地参与子女教养。在与子女的互动中，良好

到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因此，社会应提供更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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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网络和保障，使父母有条件参与到与听障子女
的有效互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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