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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远离孩子户籍和居住所

在地，使之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儿童称为留

守儿童[1]。研究显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

有更多的孤独感、焦虑抑郁和更低的幸福感 [2-4]，在

面对挫折时，留守儿童有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 [5]。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ER）是个体对情绪的

发生、体验和表现施加影响的动态过程，能够改变情

绪的发生、持续时间、内部体验和生理行为反应 [6]。

情绪调节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和

生活幸福，是儿童期社会情绪发展的核心成分。

亲子依恋是理解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重要

视角。Bowlby的依恋理论认为，在生活早期与父母

建立的依恋关系将内化为孩子的一种超越时空的内

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这一工作模式

构成了个体在其他情境下情绪和反应的基础，并对

个体以后的社会适应和情绪调节能力产生深远的影

响。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理论 [7]。Bar-Hai⁃
ma等[8]发现，早期建立了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在日后

有更好的情绪适应能力。

Zimmermann等 [9]发现，适应性的情绪调节与安

全型依恋存在显著正相关，与回避型和矛盾型依恋

存在显著负相关。Contrers等[10]对5年级儿童的研究

也获得一致的结果，即安全型依恋的儿童更具有建

设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一项针对我国初中生的研究

显示，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策略显著相关，与积极情

绪调节策略正相关，与消极情绪调节策略负相关
[11]。可见，亲子依恋在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发展中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并不是早期形成了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

情绪调节能力就会自然得到健康地发展。亲子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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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只是为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儿

童能否最终形成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还与父母的教

养密切相关。诸多研究显示，生活中的亲子互动直

接影响着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其机制包括情

绪传染、社会参照和模仿、父母对儿童情绪的支持性

反馈及教给其情绪调节策略[12，13]。父母支持和帮助

对孩子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直到青少年仍是非

常明显的[14]。农村留守儿童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父

母的一方或双方都在外地，从而不能为其情绪调节

能力的发展提供榜样示范和支持帮助。那么，留守

时间会影响到早期形成的亲子依恋关系对情绪调节

能力的作用吗？本研究将以留守时间作为亲子依恋

和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加以考察。

此外，亲子依恋对儿童的影响最初集中在母子

依恋上，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父子依恋有着

同样的作用，而且二者是联合起作用的[15]。儿童的

依恋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最初是母亲，

然后是父亲，到青春期开始转向同伴，而小学高年级

正是依恋对象从父母转向同伴的过渡阶段，亲子依

恋基本成型稳定[16]。所以，本研究将四年级到六年

级这一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将父亲

依恋和母亲依恋的合分作为自变量，将情绪调节能

力的总分作为因变量，留守时间作为调节变量，考察

留守时间对亲子依恋和农村留守儿童情绪调节能力

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的留守儿童选取标准为：①来自农村地

区；②父母双方或单方远离居住地外出务工，且单次

持续时间为半年以上；③由父母单方或祖辈或他人

监护。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式，先从湖南岳阳、湘

潭、衡阳地区分别抽取2所学校，共6所学校，然后从

选取学校的4到6年级中每个年级抽取1个班级，共

18个班，最后收集到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为 679
人。其中，男生 358人，女生 321人；四年级 133人，

五年级 302人，六年级 244人；年龄跨度为 8-14岁，

平均年龄10.37±0.91岁。

1.2 工具

1.2.1 一般资料 用于收集被试的基本信息，包括

性别、年级、年龄、留守时间等。其中，留守时间的考

查题目如下：爸爸或/和妈妈去外地工作的时间为①
1年 ②2年 ③3年 ④3年以上。

1.2.2 父母和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 由 Armsden 和 Green⁃
berg[17]开发，最初用于 16-20岁青少年，后成功用于

年龄较大的儿童。IPPA包括三个分量表：父亲、母

亲和同伴依恋，每个分量表又包括三个维度：信任、

沟通、疏离。采用 Likert 五级评分法（1-5分分别对

应从不符合到符合的程度），疏离维度为反向计分，

计算总分，分数越高，表示依恋安全性越高。修订后

的版本每个分量表分别有25个项目，具有很好的信

效度[18]。本研究使用父亲依恋和母亲依恋分量表，α
系数分别为0.80和0.74。
1.2.3 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问卷 由嵇家俊 [19]编

制。由于在编制中取样也包括了小学高年级的学

生，因此也适用于年龄较大的儿童。问卷有包含六

个维度：情绪知觉、情绪评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应用情绪调节策略、情绪控制、情绪调节反思，共计

25个项目。采用 6级计分法，1-6分别对应从不符

合到完全符合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调

节能力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α系数为0.88。
2 结 果

2.1 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能力的年级和性别差异

采用 2（性别）×3（年级）的多元方差分析，考察

农村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能力在性别与年

级上的差异情况。结果显示，性别和年级的交互作

用以及性别的主效应在两个变量上都不显著，年级

在情绪调节能力上的主效应不显著，但在亲子依恋

上的主效应显著，F（2，673）=5.84，P<0.01。事后检

验表明，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留守儿童在亲子依恋上

的得分显著高于六年级。见表1。
表1 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能力在

年级和性别上的描述统计（M±SD）

2.2 留守时间对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关系的调节

对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留守时间

与亲子依恋和情绪调节能力均无显著相关，而亲子

依恋和情绪调节能力呈显著正相关（r=0.48，P<
0.01）。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留守时间在亲子

依恋影响情绪调节能力中的调节作用。首先对各变

亲子依恋

情绪调节能力

男

女

男

女

四年级

97.85±25.04
96.53±25.14
92.97±18.37
92.68±18.93

五年级

98.33±20.24
99.08±24.25
93.00±19.21
95.78±19.51

六年级

90.99±22.90
92.49±26.00
94.49±22.64
96.7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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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计算出亲子依恋与留守时

间的交互项，最后运用强迫进入法分三步使各变量

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表 2）显示，在控制性别和年

级的条件下，亲子依恋与留守时间的交互项显著，

β=0.08，P<0.05，执行 bootstrap方法后 95%的置信区

间为（0.003，0.096），提示留守时间对亲子依恋和情

绪调节能力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进一步通过简单斜率检验分析留守时间对亲子

依恋与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趋势。将留守

时间为1年和3年以上的分别标定为短期留守和长

期留守，对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

短期留守的儿童随着亲子依恋水平的升高，情绪调

节能力也会明显升高（Simple Slope=0.48，P<0.01），

但长期留守的儿童随着亲子依恋水平的升高，情绪

调节能力升高的幅度更大（Simple Slope=0.68，P<
0.01）。可见，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恋对情绪调节

能力的影响受留守时间的调节，留守时间越长，其情

绪调节能力的发展越依赖亲子依恋水平。

表2 留守时间在亲子依恋与情绪

调节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

注：*P<0.05，**P<0.01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4-6年级农村留守儿童的亲子依

恋在年级上有显著差异，且具体表现为 4、5年级儿

童的亲子依恋得分显著高于6年级。这一结果与以

往研究是一致的。于海琴[20]在对小学高年级儿童亲

子依恋发展的研究中发现，被试的依恋得分有显著

的年级差异，具体表现为6年级和4年级儿童在母子

信赖维度有显著差异，6年级与4、5年级儿童的父子

信赖维度和母子依恋总分也有显著差异。这说明6
年级的儿童对父母的依恋程度在下降。Liebeman
等[21]指出，个体的依恋是一个终生建构的过程，但在

对象上将从早期的父母向同伴、恋人、配偶等转移。

小学 6年级的儿童开始迈入青春期，自我意识的迅

速发展使其在情感上逐渐脱离父母，开始向同伴倾

斜。这就意味着如果父母错过了早期的机会，再想

与孩子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就变得困难了。

儿童早期形成的亲子依恋是其日后社会适应和

情绪健康的基础。本研究显示，亲子依恋安全性与

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这已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8-11]。人们发现，亲子依恋

是影响情绪调节能力的关键因素，从而也和情绪健

康直接相关。Deborah等[22]的研究显示，亲子依恋得

分越高，情绪调节能力和同情心的得分越高，攻击性

和抑郁得分的越低。Mikulincer等[23]发现，安全型依

恋的个体很少通过发怒或者消极的方式来调节情

绪，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经常表现出更高的敌意。

尽管亲子依恋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如此

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子依恋就是决定情绪调节

能力发展的唯一因素，父母本身的言传身教也是至

关重要的。凌辉等 [3]发现，留守时间是预测留守儿

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有效因素。由于父母远离家乡

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必定是无法通过与

父母互动来完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从而可能致

使其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更加依赖于早期形成的依

恋关系。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即留守时间

的长短将调节着亲子依恋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影

响，留守时间越长，儿童情绪调节能力越依赖于早期

的亲子依恋。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农村留守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来说，早期形成的亲子依

恋质量有着基础性作用，在孩子形成较好的亲子依

恋关系的前提下，即使父母较长时间不在孩子身边，

孩子依然能发展出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但是，如果

父母在亲子依恋关系尚未很好建立就长期离开孩

子，孩子将难以发展出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可能导

致更多的情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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