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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儿童希望感特点及其与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 方法：采用希望感问卷、长处与困难问卷

对湖南省 10 个贫困县 3、5、8、11 年级留守儿童 2110 人和非留守儿童 2026 人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留守儿童的希望

感得分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进一步分析发现母亲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希望感显著低于父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而

困难总分显著高于父亲和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外出打工和双亲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的希望

感对亲社会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困难总分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结论：希望是留守儿童预防心

理行为问题的重要心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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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

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他们面临亲情、家庭教育和监护

三重缺失的困境。一些研究表明，这种不利的处境给

留守儿童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如消极情绪和不良问题行为增多， 个体和群体歧视

知觉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1，2]，处境不利的环境使留

守儿童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地位

影响到留守儿童心理的很多方面， 在一定时期内往

往会出现各种适应不良问题或心理健康问题。
希望是调节情绪和心理适应的重要心理机制。

Jennifer 等研究表明希望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克服困

难，或帮助个体尝试更多的方式应对困难[3]。 对青少

年群体研究发现希望能给寄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形

成的不安全依恋提供保护 [4]，能对童年 期受虐待和

成年期出现自杀行为之个 体 起 到 调 节 和 保 护 的作

用 [5]，还可缓解暴力事件和创伤性事件对青 少年的

不良影响[6]。 可见，希望品质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本研究拟考察留守儿童希望感的特点及

其与心理行为问题的关系， 探讨希望品质在心理健

康中的作用，为留守儿童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取整班抽样的方式， 从湖南省 10 个有代表

性的县各选取 3 所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所），
以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为

被试，共 4232 名学生， 回收有效问卷 4144 份，问卷

回收率为 97%。留守儿童 2110 人，非留守儿童 2026
人，男生 2042 人，女生 2102 人。其中三年级 904 人，
男生 439 人，女生 465 人，留守儿童 469 人，非留守

儿童 435 人，平均年龄 9.22 岁；五年级 1033 人，男

生 507 人，女生 526 人，留守儿童 574 人，非留守儿

童 459 人，平均年龄 12.60 岁；初二年级 1118 人，男

生 578 人，女生 540 人，留守儿童 532 人，非留守儿

童 586 人，平均年龄 15.61 岁；高二年级 1089 人，男

生 615 人，女生 474 人，留守儿童 543 人，非留守儿

童 546 人，平均年龄 17.4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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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由 10 位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调查员，在班主任

老师协助下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团体施

测，整个测验持续时间大概 15-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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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留守、留守

类型、 留守时间和监护人等基本信息。 是否留守和

留守类型通过下面题目考查：目前，你的父母是否在

外地打工? ①只有父亲外出打工， ②只有母亲外出

打工，③父母都外出打工，④父母都没有外出打工。
留守时间通过下面题目考查： 从你父母外出打工到

现在， 总共有多长时间了?（父母在家的同学不做此

题） ①1 年以下，②1 年~ 4 年，③5 年以上。 监护人

通过下面题目考查:你和谁住在一起？①外公外婆或

爷爷奶奶，②哥哥姐姐，③自己独立生活，④亲戚家，
⑤学校住宿。
1.2.2 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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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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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25 个条目，按 0~2 进行 3 级

评分。

2 结 果

2.1 留守儿童希望感的特点

从表 1 可见， 非留守儿童希望感的得分要高于

单亲或者双亲外出打工的儿童， 母亲外出打工的留

守儿童希望感最低。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儿

童的希望感存在显著差异（F（3，4144）=8.15，P<0.01），事

后分析发现， 非留守儿童的希望感得分显著高于父

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MD=0.53，SE=0.26，P=0.04)，
母 亲 外 出 打 工 (MD=1.73，SE=0.38，P<0.01)，双 亲 外

出打工的留守儿童(MD=0.72，SE=0.22，P<0.01)。

考虑到留守类型和年龄、 父母打工时间可能是

共变量， 以年龄和父母打工时间为协变量， 留守类

型为自变量，希望感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 不同留守类型儿童的希望感存在显著性

差异(F(2，2118)=2.88，P=0.049]。事后分析发现，母亲外出

打 工 希 望 感 显 著 低 于 父 亲 外 出 打 工 的 留 守 儿 童

(MD=-0.89，SE=0.44，P=0.048)。
2.2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特征分析

从表 2 可见，留守儿童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

动冲动、同伴因子、困难总分都高于非留守儿童，而

亲社会行为低于非留守儿童。 其中母亲外出打工困

难总分最高，亲社会行为最低。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困难与长处各因子分

存在显著差异（P<0.01），事后分析发现，非留守儿童

的 困 难 得 分 显 著 低 于 父 亲 外 出 打 工 的 留 守 儿 童

(MD=-0.79，SE=0.23，P<0.01)，母亲外出打 工 (MD=-
1.68，SE=0.33，P<0.01)， 双亲外出 打工的 留 守 儿 童

(MD=-0.79，SE=0.19，P<0.01)。 非留守儿童的亲社会

行为显著高于父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MD=0.27，
SE=0.09，P=0.04)，母亲外出打工(MD=0.51，SE=0.14，
P=0.04)， 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MD=0.15，SE=
0.08，P=0.05)。

同样以年龄和父母打工时间为协变量， 留守类

型为自变量，困难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 不同留守类型儿童的困难总分存在显著性

差异(F(2，2118)=4.01，P=0.02]。 事后分析发现，母亲外出

打工困难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打 工的留守儿 童

(MD=0.89，SE=0.35，P=0.01)，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

童(MD=0.89，SE=0.32，P<0.01)。

表 1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希望感得分(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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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困难与长处得分比较(M±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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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留守儿童希望感与长处与困难的关系

从表 3 可以看出， 留守儿童希望感与亲社会行

为成显著正相关，与困难总分成显著负相关。

以希望感为自变量， 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为

因变量， 在控制其他变量（性别，年龄，打工时间，监

护人）的情况下，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从表 4 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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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看出，对于亲社会行为来讲，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

希望感都能显著地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 母亲外出

打工的留守儿童希望感对于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力最

低。对于困难总分来讲，希望感对其均具有较强地负

向预测作用， 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希望感对于

困难总分的预测力最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P＜0.05，**P＜0.01

表 3 留守儿童希望感与长处和困难的相关分析

表 4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希望感与长处和困难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目前， 国内大量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较为一致

地发现，留守儿童表现出较多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问

题[9]，本研究也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不同父母外

出打工情况的留守儿童困难与长处各因子分存在显

著差异，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有更高的困难总分，较

低的亲社会行为，其中母亲外出打工儿童困难最多。
留守儿童的希望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 在本研究

所考察的三类儿童中，非留守儿童希望感最高，其次

是双亲和父亲在外打工的儿童， 最后是母亲在外打

工的儿童。 这些结果说明， 留守经历对留守儿童的

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品质发展存在不利影响。
究其原因， 这可能与留守儿童对亲子关系需要

得不到满足有关。 自我决定理论（theory of self-de-

termination）认为，个体有与重要他人保持亲密感与

联结感的基本需要， 促进这一基本需要得以满足的

个人或情境因素能提升健康， 干扰或阻碍它得到满

足的因素将损害健康[10]。 父母外出打工后，使得儿童

与父母之间的交流很少， 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情感支

持，希望这一积极心理品质发展受到影响，最终导致

心理行为问题增多。 有趣的是本研究发现母亲单独

外出打工对留守儿童希望感发展的影响最大， 甚至

大于父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可能是母亲作为儿

童重要的依恋对象，最经常的支持源，与母亲的关系

更为亲密，母亲比父亲更多地参与到儿童生活之中。
当母亲外出打工其重要依恋对象缺失，困难增多，使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出现各种问题成为可能。
本研究发现， 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希望感

与总困难、亲社会行为相关系数最高，这说明希望感

对心理行为问题的影响在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中最明显。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打工时间和监护人

后， 不同类型留守儿童希望感都能显著地正向预测

亲社会行为， 对困难总分希望感对其均具有较强地

负向预测作用， 双亲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希望感对

于困难总分的预测力最高。 这与以往在其他群体中

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11，12]。
Snyder 等认为希望感是一种个体对目标达成的

认知思考过程，在这一思考过程中，个体将设定有意

义，且明确的目标。并根据先前所设定的目标产生动

机与相关的策略，最终促使目标得以实现[13]。 高希望

感的个体往往能设定具体、明确、真实的目标，并愿

意为之付出努力，这样，高希望感的个体就会对他们

的生活更加满意，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自我评价

较高。对于高希望感的留守儿童来讲，无论是日常生

活中遭遇的负性生活事件， 还是对于自己的留守状

况，他们都有较强的心理能量来应对，这对于他们适

应留守生活起到了促进作用。因此，高希望感的留守

儿童体验到较多的积极情绪， 较少心理行为问题的

发生。
（下转第 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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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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