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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童年中期儿童同伴交往过程中的性别隔离现象及性别对同伴交往与孤独感关系的影响。 方法：

采用同伴提名、朋友提名和儿童孤独感量表对武汉市某小学 3-6 年级共 509 名儿童进行测查。 结果：①童年中期的

儿童，无论男女，受到来自同性别同伴的积极提名、朋友提名、互选友谊均显著高于来自异性同伴的提名数；而不同

性别儿童在消极提名方面存在一致性，男生受到更多的消极提名；②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对于男生来说，孤独感的主

要预测变量为来自男生的朋友提名；对于女生来说，来自女生的积极提名能更好地负向预测女生的孤独感。 结论：性

别隔离现象存在于我国儿童同伴交往过程中，并对不同性别儿童的孤独感体验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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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est and verify the gender segregation in children’s peer interaction in middle childhood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gend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interaction and loneliness. Methods: 509 children from
grades from third to sixth were assessed with peer nominations, friend nominations, mutual friends and Children’s Loneli-
ness Scale. Results: ①The number of peer like-most nominations、friendship nomination and mutual friends from the
same-sex peer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umber of those nominations from the opposite sex; However, Children
of different genders have consistency: boys receive more peer like-least nominations than girls.②Stepwise regression anal-
ysis showed that the main predictor variable of boys’ loneliness was the friend nominations received from male classmates;
while for girls’ loneliness was like-most nominations from female classmates. Conclusion: Gender segregation also exists
in the peer interaction process in china,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ldren’s loneliness experience of different g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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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是指儿童在同伴

交往的过程中， 倾向于选择同性别儿童作为交往伙

伴，从而形成同一性别同伴交往群体的现象 [1，2]。 研

究发现， 性别隔离现象始于学前期， 随着年龄的增

长,儿童对同一性别群体的选择性增加，这一现象在

童年中期及青春期早期尤为突出[3，4]。 儿童自我报告

认为与同性别儿童更能和谐共处， 并在交往过程中

自发地形成同一性别的互动群体 [2]，甚至对异 性交

往的友谊存在一定的抵触[5]。 实际上，性别隔离是广

泛存在的跨文化现象 [6]，并被认为是个 体发展过程

中最持久的现象之一 [7，8]。 而目前，我国研究者对同

伴关系中的性别隔离现象关注非常有限 [9]，很少 有

实证研究来考察这种现象。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童年

中期儿童进行调查， 探讨中国儿童同伴交往中性别

隔离的特点。
孤独感是指个体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比

预期的更小或更不满意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

体验[10]。 孤独是一种消极的、弥漫的心理状态，感到

孤独的个体倾向于对自己和他人进行负性的评价 [11]，
儿童长期处于此状态会导致适应不良。 而从童年中

期开始，同伴对儿童的影响逐渐增加，同伴关系一直

是研究者在探讨孤独感时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 回

顾以往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孤独感存在性别差异，
多数研究结果显示，男生的孤独感高于女生[12-15]。 另

一方面，性别会对孤独感产生影响。 研究显示，性别

不仅会影响同伴交往的特点， 还会影响同伴交往的

形成过程和功能[16]。 我国一项纵向研究表明,同伴关

系的变化对孤独感的影响因性别而异 [17]，并有研究

指出，在评估自身的孤独感时，男生和女生可能使用

了不同的评估标准[18]。
基于性别隔离效应，男、女生在各自的同伴群体

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 男生间存在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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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打闹、外部攻击、更多争夺主动权的活动；而女

孩间的互动标志是更多的合作、 更高程度的自我揭

露和彼此互助[19]。 在情绪反应模式上，女生倾向于报

告更多的悲伤、 恐惧和羞愧； 而男生报告更多的愤

怒，也更可能隐藏和否认情绪反应[20]。 据此，男、女生

同伴群体中不同的同伴交往方式是否会对孤独感产

生不一样的影响？ 特定性别儿童的孤独感更多地受

到同性还是异性同伴交往变量的影响？ 基于性别隔

离的考虑， 是否来自同性别儿童的关系质量对孤独

感的影响更大？ 这将是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抽取武汉市某小学 3 至 6 年级的学生为

研究对象。 每年级各两个班，共 509 人。 被试具体情

况见表 1。 χ2 检验表明，被试的性别和年级分布不存

在显著差异（χ2=2.617，df=3，P=0.455）。

表 1 各年级男女生人数分布表

1.2 工具

1.2.1 同伴提名（Peer Nomination） 采用限定提名

法，集体施测。 给儿童提供一份班级名单表，要求他

们在问卷上填写自己在班内最喜欢的三个同学和最

不喜欢的三个同学。 然后计算每个学生分别被男生

和女生提名的积极分数（LM）和消极分数（LL）。
1.2.2 朋友提名（Friend Nomination） 采用非限定

提名法，集体施测。 给儿童提供一份班级名单，要求

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将朋友的编号填写在问

卷上，有几个写几个。然后计算每个儿童分别受到来

自男生与女生的朋友提名数， 及每个儿童分别与男

生和女生形成的互选友谊数。
1.2.3 儿童孤独量表(Children’s Loneliness Scale) 采

用 Asher 等人 1984 年编制的专用于 3 至 6 年级学

生的儿童孤独感量表。中文版由周宗奎等修订[21]。包

括 16 个孤独项目和 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插入项目。
计算 16 个项目的平均分，所得总分越高，表示孤独

感越强。

2 结 果

2.1 同伴交往变量的性别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儿童在不同

来源的四个分变量上的得分差异。结果表明，不同性

别来源的积极提名、消极提名、朋友提名及互选友谊

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进一步的均值比较发现，在

积极提名、朋友提名和互选友谊三个变量方面，儿童

对同性同伴的提名数显著多于异性同伴。 而在消极

提名方面，相对女生给异性同伴更多的消极提名（M
女生 对 男 生 消 极提 名=4.96＞M 女 生 对 女生 消 极 提 名=1.67）， 男生则给

同性同伴的消极提名数更多 （M 男 生 对男 生 消 极 提 名=4.17＞
M 男 生 对 女 生 消极 提 名=2.60）。 见表 2。

表 2 不同性别儿童与不同性别来源的

同伴交往变量差异检验结果（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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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性别来源的同伴关系变量对男生孤独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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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性别来源同伴关系变量对女生孤独感的逐步回归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1-3 分别表示来自女生的积极提名、来自男生的消极提名、来自女生的互选友谊；*P<0.05，**P<0.01，***P<0.001。

2.2 不同性别来源的同伴关系变量对不同性别儿

童孤独感的回归分析

以不同性别来源的积极提名、消极提名、朋友提

名、互选友谊为预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分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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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其对不同性别儿童孤独感的预测作用， 结果见表

3、表 4。
由表 3 可知，来自男生的朋友提名、来自男生的

消极提名、来自女生的互选友谊都进入了回归模型，
共同解释了男生孤独感变异的 20.2%。 其中，来自男

生的朋友提名和来自女生的互选友谊对男生的孤独

感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从表 4 可以看出，对女生孤独感的预测中，来自

女生的积极提名、来自男生的消极提名、来自女生的

互选友谊，三者进入了回归模型，共同解释了女生孤

独感变异的 20.9%。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童年中期的儿童，无论男女，受到

来自同性同伴的积极提名、朋友提名、互选友谊均显

著高于来自异性同伴的提名数。多数研究中，同伴关

系一般指同伴接纳与友谊， 其中积极提名和消极提

名反映了群体对个体的态度， 互选友谊处于双向关

系水平，更接近友谊的定义与本质[22]。 这反映出，儿

童在与同伴交往的双向关系水平和群体水平中，在

对同伴的接纳与选择上， 都存在对同性别同伴更多

偏好，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如，Eisenhart
认为，在没有压力和成人干涉的情况下，儿童将自发

的选择与同性同伴交往， 如今男女生混合编班接受

教育，性别隔离现象更为明显[23]。 Jacklin 与 Maccoby
研究了儿童早期同伴交往中的性别任意组合， 发现

无论是在积极或消极的行为层面，相比异性，儿童与

同性同伴交往更多[24]。 尤其在互选友谊维度上，本研

究发现相比同性同伴， 儿童异性间的互选友谊显著

减少，这与赵冬梅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9]。 因

此， 本研究为我国儿童同伴交往中存在性别隔离现

象，提供了进一步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消极提名

方面，不同性别儿童的选择存在一致性，即无论消极

提名的性别来源为男或女， 男生均受到更多的消极

提名。 消极提名是反向衡量群体接纳性的重要指标
[25]， 从群体水平反映了儿童群体对男生个体的消极

态度：排斥或拒绝。这可能是由于，相较而言，男生在

同伴交往中存在竞争和占有的特质，身体攻击更多，
独立性更强，倾向于支配他人[26]，有更多冲突与外显

攻击模式，而女生更注重亲密、服从和人际关系 [27]。
这可能使得男生不仅难以得到女生的接纳， 而且部

分倾向于命令、 征服及攻击的强势男生还受到来自

同性群体的拒绝。
在青春期之前或对异性产生兴趣之前的同伴交

往中存在着性别隔离现象， 并随着年龄的增长程度

增加[2]。 性别隔离对童年期的同伴交往有较强的约

束力， 鲜有儿童会自愿挑战这一同伴交往的性别界

限[28]。 以往研究认为，性别隔离是男生和女生各自接

受教养和发展方式不同的结果[29]。 相较而言，在同伴

交往中，男生群体规模更大，交往方式更为粗暴，内

容上存在更多的命令与服从，冲突和攻击也更多；而

女生对亲密和交流的需要更高，被教导得更为安静，
倾向于服从。 这一差别可能使得女生在与男生交往

过程中难以找到自我表达和自我决定的机会， 转而

与同性同伴交往更多。 另一项以学前期儿童为被试

的研究认为，原因在于交往过程中，男孩以竞争和占

有为主导的粗蛮特质，令女孩感到厌恶甚至警惕；而

对来自女孩的干预和交涉， 男生多不予回应或采取

回避的方式，这使得女孩发现影响及改变男生太难，
从而主动疏离[3]。 但值得注意的是，性别隔离存在情

景特异性。研究发现在一定情况下，如在一个由成人

设定内容和角色有趣的合作项目中， 不同性别儿童

能融洽相处[30]。
本研究还发现， 男生和女生孤独感的主要预测

变量因性别而异， 但也具有一致之处。 从研究结果

看，一方面，同性别来源的同伴交往变量对该性别儿

童的孤独感具有更强预测力。 这可能是同性同伴群

体交往模式的影响结果， 也再度验证了性别隔离现

象在我国儿童同伴交往中的存在。 有研究认为在小

学阶段，作为儿童最常见的同伴，成人的重要性逐年

递减， 取而代之的是同性别儿童同伴关系重要性的

递增；而在青春期之前，异性同伴交往甚至被儿童视

为一种禁忌互动模式。因此，同性同伴群体是儿童亲

密感的重要来源[5]。 进一步而言，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 男生孤独感的主要预测变量为来自男生的朋

友提名， 女生的积极提名能更好的负向预测女生的

孤独感。 这可能是由于性别隔离的存在使得男生和

女生在对自身孤独感的评估和认知过程中采用了不

同标准所致。在本研究中，男生可能将自身孤独体验

与男性朋友提名相联系， 可能更需要同性同伴群体

的认同； 而女生在评估自身孤独感体验时可能更看

重女性群体积极提名所代表的受欢迎 和接纳的程

度。这也可以从另一角度为以往的研究结果（男生的

孤独感高于女生）提供解释。即在评估自身孤独感体

验时，女生需要来自同性同伴群体的接纳，而男生更

看重同性同伴群体进一步的肯定和认可。但实际上，
男生友谊质量相对女生更低，变动更大 [17]，可能因此

使得男生比女生体验到更多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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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来自男生的消极提名、来自女生的互

选友谊两个变量都进入了不同性别儿童的孤独感回

归模型，但对各性别儿童的孤独感变异解释有限。我

们认为来自男生的消极提名影响更 大的原因可 能

是，男生的同伴拒绝或排斥可能更直接，包含更多外

部攻击， 而女生更多以关系攻击的方式表达对同伴

的消极情绪 [31]，因此来自男生的消极提名可能使得

个体更易体会到同伴拒绝而产生孤独感。尤其，女生

对亲密和人际关系的注重可能使其对来自异性同伴

的拒绝更为敏感。 来自女生的互选友谊进入回归方

程，与以往研究发现结果一致，女孩在双向选择中更

为常见[32]。 即女生倾向于选择更多的朋友，或更常常

被别人选为朋友，甚至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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