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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对于学校适应（School Adjustment）的界定

尚不统一，但大多围绕该概念的核心——“适应”一

词以及在校园背景下学生所承担的角色与任务特征

而展开，如Ladd 等人[1]提出学校适应是在学校背景

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动并获得学习成功的状况；侯

静 [2]进一步补充除获得学习成功外，还应在人际交

往、情绪适应方面表现成功；王洋等[3]则将之定义为

在学校环境中，学生能够遵守学校的各项行为规范，

具有良好的学习态度和行为习惯，能主动与他人交

往，掌握良好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具有较为积极的情

绪状态。综合以上，学校适应可以概括为：个体在学

校背景下，依据自身条件及所处的境遇，能客观地认

识新环境，并从行动上积极地进行调适，以使得身心

与学校环境及学生角色达到和谐。

以往研究表明 [4]，个体的学校适应性可能受到

认知及言语发展水平、内在安全性、人格发展水平等

个人因素及环境、人际关系、教养方式等家庭社会因

素的影响。而依恋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根源

之一，对个体适应的影响一直深受关注。

依恋（Attachment）指个体与重要客体之间的情

感联系，这种联系持久稳固且有显著的情感需求性，

渴望与该客体保持亲密，在与该客体分离或丧失该

客体时会感到悲伤甚至出现心理紊乱状态[5]。Bowl⁃
by提出，个体在早年的依恋关系中将发展出一个内

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包含有关自我

和他人的内在表征[6]。之后Fraley与Brennan又从情

感视角提出与之对应的焦虑和回避两个维度[6]。内

部工作模型是个体理解和预测环境、做出生存适应

反应、建立并保持心理安全感的基础[5]，它在早期依通讯作者：杨蕴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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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向成人依恋的延续中起重要作用[7]。

Bowlby[8]认为，有较好依恋品质的个体更有自信

并且更能够亲近和信赖他人，其适应能力也更好。

Ainsworth[9]则强调，当个体感到安全时，更有好奇

心、更容易投入探索、更有自信和毅力面对挑战。可

以说，安全依恋是良好适应与调整的“指示器”[4]。

国内外的研究提示，依恋安全性高的个体学校适应

性较好，但既往的研究多围绕亲子依恋展开，而在少

数考察成人依恋与学校适应的研究中，样本量也不

够充足 [10-12]。此外，既往研究还较少兼顾人口学特

征在依恋与学校适应关系中的影响。本研究的对象

是仅包含大一年级的学生样本，旨在进一步探索大

学新生的成人依恋特征与学校适应性之间的关系，

特别还关注不同人口学特征（是否独生子女、城乡、

主观经济状况）在两者关系上的意义，以期发现不利

于形成良好学校适应性的部分潜在因素，对学生心

理咨询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一些实证依据。

1 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北京4所综合性大学的大一新生作为

被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发放问卷950份，回

收有效问卷 874份，有效率为 92%。其中女生 428
人，男生446人。平均年龄19.05±0.80岁。

1.2 工具

1.2.1 中国大学生适应量表（The China College Stu⁃
dent Adjustment Scale，CCSAS） 由方晓义等人编制
[13]。该量表共 60个条目，分为人际关系适应、学习

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择业适应、情绪适应、自我适应

和满意度7个维度，前6个维度又包含现状和调节2
个二级维度。采用5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适应状

况越好[13]。

1.2.2 亲密关系体验问卷修订版（ECR-R） 由Fral⁃
ey等人于2000年编制，后于2006年鲁小华[14]等人对

其进行中文修订。36个条目中，分为焦虑和回避两

个维度，各18题。采用7级评分方式，并以4分为界

将两维度区分出高低水平[14]，从而构成四种类型的

依恋风格，即安全型（Secure，低焦虑低回避）、迷恋

型（Preoccupied，高焦虑低回避）、淡漠型（Dismissing，
低焦虑高回避）和恐惧型（Fearful，高焦虑高回避）。

1.2.3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性别、是

否独生子女、长期居住地（城乡）、主观经济状况(连
续变量，5级计分)、父母受教育程度等。

1.3 统计分析

主要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χ2检验、t检
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依恋类型的分布情况

在总体被试中，安全型依恋个体占46.1%，其次

迷恋型占 34.9%，淡漠型占 12.2%，恐惧型占 6.8%。

见表 1。淡漠型、迷恋型与恐惧型三种依恋类型统

称不安全型。安全型依恋中男生显著多于女生，不

安全型依恋中则相反（χ2=4.34，P<0.05)，而在城乡、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间分布无显著差异。

表1 不同性别、生源地以及独生与

非独生子女的依恋类型分布（例数/%)

表2 依恋及适应性的城乡差异比较(χ±s)

注：df=872；*表示在 0.05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表示在

0.01水平（双侧上）差异显著，***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

差异显著，下同。

2.2 主观经济状况、依恋及学校适应的城乡差异

作学校适应性的性别、城乡差异检验：性别差异

不显著，而在人际关系适应、校园生活适应、情绪适

应及总体适应上，城市新生显著比农村新生好。而

在依恋两维度上，城乡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见表2。
2.3 依恋及学校适应的独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

组间差异

在城市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占79.4%，非独生子

女占20.6%；在农村大学生中，独生组占33.2%，非独

生组占 66.8%，城乡的独生与非独生子女比例差异

显著（χ2=156.96，P<0.001)。以城乡为协变量，作独

女生

男生

城市

农村

独生

非独生

合计

安全型(S)
182(42.5)
221(49.6)
315(47.3)
88(42.3)

288(48.2)
115(41.7)
403(46.1)

淡漠型(D)
69(16.1)
38(8.5)
84(12.6)
23(11.0)
71(11.9)
36(13.0)

107(12.2)

迷恋型(A)
151(35.3)
154(34.5)
230(34.5)
75(36.1)

206(34.4)
99(35.9)

305(34.9)

恐惧型(F)
26(6.1)
33(7.4)
37(5.6)
22(10.6)
33(5.5)
26(9.4)
59(6.8)

合计

428(49.0)
446(51.0)
666(76.2)
208(23.8)
598(68.4)
276(31.6)
874(100.0)

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

人际关系适应

学习适应

校园生活适应

择业适应

情绪适应

自我适应

满意度

适应总分

城市(n=666)
3.77±0.95
3.31±0.85

34.67±6.22
34.45±6.56
27.26±4.79
29.41±5.33
31.11±4.97
27.04±5.05
15.60±3.52

199.53±26.39

农村(n=208)
3.82±0.89
3.38±0.83

32.97±5.85
34.96±6.49
26.05±4.88
29.01±5.31
30.27±4.98
26.57±5.07
15.30±3.55

195.13±28.09

t值
-0.70
-1.04
3.49***

-0.98
3.16**
0.94
2.12*
1.18
1.06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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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组与非独生子女组依恋及学校适应性的差异

比较。结果显示：相对于非独生子女组，独生子女组

依恋回避维度上的得分显著较低（P<0.05），而自我

适应性较好（P<0.05）。见表3。
表3 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依恋及适应性的差异(χ±s)

2.4 主观经济状况与依恋、学校适应的相关

依恋焦虑维度与学校适应总体及其各维度均呈

显著负相关（P<0.01）。依恋回避维度除与学习适应

无明显相关外，与学校适应及其余维度明显呈负相

关（P<0.01）。被试感受到的家庭经济状况除与依恋

焦虑维度及学习适应无显著相关外，与学校适应及

其余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P<0.01），与依恋回避维

度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见表4。
表4 学校适应、依恋维度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分析

依恋回避

自我适应

独生(n=598)
3.28±0.85

27.25±5.09

非独生(n=276)
3.42±0.83

26.22±4.92

F
4.11
6.53

P
0.043
0.011

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

人际关系适应

学习适应

校园生活适应

择业适应

情绪适应

自我适应

满意度

适应总分

经济状况

-0.045
-0.110*
0.173**
0.055
0.178**
0.117**
0.153**
0.098**
0.079**
0.166**

依恋焦虑

-0.276**
-0.114**
-0.201**
-0.164**
-0.279**
-0.359**
-0.203**
-0.306**

依恋回避

-0.340**
-0.056
-0.242**
-0.120**
-0.215**
-0.312**
-0.161**
-0.279**

2.5 不同依恋类型在学校适应上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安全型、淡漠型、迷恋型及恐惧

型四组依恋个体的适应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LSD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四组中安全型

依恋的被试在总体适应及各维度适应上分值最高

（P<0.05）。恐惧型依恋个体的人际关系适应、校园

生活适应、自我适应及总体适应明显比迷恋型依恋

个体差（P<0.05）。见表5。
表6 依恋维度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n=874）

2.6 依恋维度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

以学校适应总体为因变量，依恋焦虑和依恋回

避为自变量做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学校适应与

依恋焦虑及依恋回避存在线性回归关系，依恋焦虑

和依恋回避能联合预测总体学校适应的15.9%。见

表6。
3 讨 论

依恋类型的分布结果显示在总体被试中安全型

依恋所占比例最大，迷恋型次之，再次是淡漠型，恐

惧型比例最小。这与国内李同归[15]等人所得的依恋

类型分布情况一致，但与国外Bartholomew与Bren⁃
nan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对照，则在不安全依恋的分

布上有所不同，提示依恋类型具有跨文化差异。

Bartholomew[16]与 Brennan[15]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不安

全依恋类型中恐惧型比例最大，而在本研究中显示

迷恋型比例较大，这可能与中国文化下父母抚养态

度与依恋的稳定性有关。迷恋型依恋的个体有着消

极的自我表征和积极的他人表征，担心自己被拒绝、

被抛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中国，孩子容易被父

母看作是未来的依托或梦想的延续，因此父母在抚

养过程中容易有过度保护或干涉的倾向。陈丽君等

报告，有 70%-80%家长的教养态度为“不安型”和

“期待型”，“干涉型”家长的比例紧随其后[17]，这抑制

了孩子自主性的发展而增强了其依赖性，从而在孩

子早期可能更多地促成其发展为迷恋型依恋，并延

续至成人后的依恋风格中。鲁小华等[18]指出，迷恋

型依恋与社会取向上的抑郁易感性有正相关，即是

说，迷恋型依恋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更容易将与他

人关系认知为是消极或失败的而产生挫败感和抑郁

人际关系

学习

校园生活

择业

情绪

自我

满意度

适应总分

安全型(n=403)①
36.02±6.09
35.26±6.68
28.06±4.81
30.03±5.54
32.16±4.94
28.62±4.76
16.23±3.45

206.39±26.72

淡漠型(n=107)②
32.52±6.82
34.16±6.30
25.42±4.21
29.43±4.88
29.98±4.71
26.30±4.48
14.75±3.33

192.56±25.06

迷恋型(n=305)③
33.15±5.64
34.02±6.62
26.44±4.85
28.54±5.27
29.90±4.90
25.61±4.86
15.09±3.58

192.75±25.72

恐惧型(n=59)④
31.14±4.56
33.49±5.23
25.00±4.30
28.12±4.08
29.31±4.30
23.34±4.99
14.42±3.20

184.81±20.68

F
23.801***
2.909*

15.761***
5.691***

16.759***
36.340***
11.020***
25.035***

事后检验

①>②③④, ③>④
①>③

①>②③④, 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④, ②③>④

①>②③④
①>②③④, ③>④

表5 不同依恋类型的学校适应及其各维度评分比较(χ±s)

因变量

适应总分

进入方程变量

常量

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

R2

0.159

F
82.111***

B
256.343
-8.177
-8.107

t
55.799
-9.140
-8.203

P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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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此外，迷恋型依恋个体具有消极的自我模型，

而有研究表明，消极的自我模型与学习倦怠呈正相

关[19]，因此在实际的学生工作中，对于人际关系及学

习相关心理问题的咨询与辅导，关注个体的依恋特

征十分重要。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出安全型的依恋个体在总体

学校适应及其各维度上均优于其他不安全依恋类

型，这与前人[12]研究结果一致。研究结果中还发现，

在自我适应维度上，安全型依恋适应性最优，淡漠型

与迷恋型次之,恐惧型最差。提示相对于安全型依

恋与不安全型中的淡漠型和迷恋型，恐惧型的依恋

更不利于个体客观认识自我和接纳自我。他们持有

消极的自我表征和消极的他人表征，认为自己渺小

而无价值、害怕被抛弃的同时又无法信任他人，是一

种自我和他人内在表征混乱型的依恋，这种混乱可

能成为个体无法整合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评价，无

法获得良好自我适应的原因之一。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与

总体学校适应性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依恋焦虑与

依恋回避能够负向预测学校适应性，说明依恋焦虑、

依恋回避程度越高，学校适应水平越低，这一研究结

果对高校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者带来的启示是：高依

恋焦虑和高依恋回避的新生应该是需要重点关注和

帮助的个体。然而，依恋焦虑与依恋回避联合对因

变量“学校适应”的解释率仅有 15.9%，该结果提示

学校适应性可能还受到除依恋特征外的其它因素的

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依恋回避与主观经济状况

及适应性均呈负相关。这提示感受到家庭经济情况

较差的个体更不容易信任他人，更回避与他人交往，

更拒绝自我开放，从而可能发展出较差的适应性，而

该情况更多地可能发生在农村新生身上。这一结果

部分解释了适应性的城乡差异，同时也使我们推测

依恋与学校适应性之间除直接的二元关系外，可能

存在着以主观经济情况为自变量、依恋回避为中介

因素、学校适应为因变量的多元关系，但这有待更多

后续研究的证实。

以城乡为协变量，考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

组依恋和学校适应的差别得到与上述类似的结果：

与非独生子女组相比，独生子女组学校适应中的自

我适应性更好，与佘丹丹[20]的研究结果一致，且其感

受到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更好，而依恋回避水平明显

较低。结合相关分析的结果提示，个体感受到的家

庭经济情况越差，依恋回避程度越高，自我适应性越

低，而相比独生子女，非独生子女更有可能出现该情

况。这一结果加强了上述关于“多元关系”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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