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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预防·
流动儿童家庭因素、社会支持与情绪的关系
王薇罗静王毅高文斌
流动儿童是指６～１４岁随父母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

觉得父母感情关系：１、好２、一般３、不好）以及流动儿童对家庭

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我国现有流动儿童约２０００万人…，多

生活的满意程度（你对自己家庭的生活状况：１、很不满意２、较

数儿童就读于城市中的打工子弟学校。因其学习环境不稳定，

不满意３、无所谓４、比较满意５、很满意）。

生活水平低，无法享受城市儿童的待遇，出现了较多心理行为
问题。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关键因

２．统计方法：数据用ＳＰＳＳｌ３．０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采用
相关分析、卡方检验以及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

素一Ｊ，关于社会支持在儿童适应过程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

结

多研究者的重视一－。而流动儿童的特殊性表明他们主观评价
的父母感情和生活满意度对其心理健康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家庭因素与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焦虑、抑郁
情绪的影响，为提高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提供理论支持。

果

一、人口学背景信息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以小学、初中和高中为主，其中
父亲的文化程度小学毕业占２３．４％，初中毕业占４６．８％，高中
毕业占１６．７％；母亲小学毕业的占３７．４％，初中毕业的占

对象与方法

３１．７％，高中毕业的占１１．４％。父母的文化程度有显著差异

一．对象

（ｘ２（∞）－２５５．６０，Ｐ＝０．０００），父亲的文化程度更高。流动儿童

选择北京市通州区３所打工子弟小学五年级学生３２６人，

对于自己将来的学历期肇在大专以上的占８６．６％。大约７５％

去掉无效数据和缺失数据，有效样本共２７１人，入组标准：①北

的流动儿童认为他们的父母感情较好，８２％的流动儿童认为自

京市通州区专门为流动学生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②流动儿童

己的家庭生活水平处于中等及偏下。在生活满意度指标上流

及父母户口均不在北京；③小学五年级的流动学生。年龄范围

动儿童认为对生活比较满意及以上的占５８．６％。在所有变量

９一１５岁，平均年龄为（１１．００±１．２９），其中，男生１５４名，女生

上男女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１１７名。

表ｌ

家庭因素、情绪与社会支持的描述性

二、方法
１．研究工具：（１）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

统计结果（分，孑４－８）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ＴＡＩ）：该问卷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等于１９７０年编制。１９８０年修
订，用于评估状态焦虑（即短暂的情绪体验）与特质焦虑（即相
对稳定的焦虑倾向），于１９８８年出现中文版并开始在中国使
用‘“。ＳＴＡＩ含４０题，使用４点评估。前２０题评估状态焦虑，
后２０题评估特质焦虑。本次测试中状态焦虑分量表和特质焦
虑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ｏ【系数为０．８７和０．８２。（２）儿童抑郁问
卷（Ｃｈｉｌｄｒｅｎ毫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ＤＩ）：为Ｋｏｖａｃｓ与Ｂｅｃｋ于
１９７７年编制，适合７一１７岁年龄段。该量表共２７题，评估时段
为最近２周。我国刘凤瑜（１９９７）初步探讨了ＣＤＩ在我国儿童
青少年中的适用性一１，结果发现ＣＤＩ间隔半年的重测信度为
０．７９，分半信度为０．８２，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Ｏｔ系数为０．８４，均与原英文报

二、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情绪、家庭因素的相关分析

告接近。本次测试中Ｃｒｏｎｂａｅｈａ系数为０．８４。（３）社会支持评

本研究以父母感情关系、生活状况满意度作为家庭因素的

定量表：根据肖水源１９８６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针对

指标，以状态、特质焦虑和抑郁作为情绪的指标，进行相关分

中小学生的特点进行了’少量改编，如删去调查“近１年来与谁

析，结果表明，家庭因素和流动儿童的情绪具有显著的负相关，

住在一起的（家人、同学、同事、陌生人）”第２题，将第３和第４
题中有关邻居同事的项目改为询问同学关系。共有９个题项，
采用阴级或多重评分，用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和对支
持的利用度四项指标进行评价。肖水源报告２个月重测总分
一致性ｒ＝０．９２，各条目一致性系数为０．８９～０．９４。本次测试
中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ｄ系数为０．７２。（４）城市流动儿童背景资料自编
问卷：通过２个题目，分别了解流动儿童父母的感情关系（你

父母的感情关系越好，流动儿童的焦虑水平越低。流动儿童的
社会支持与生活状况满意度显著的正相关，生活状况满意度越
好，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社会支持与父母的感情关系显著的
正相关，父母的感情越好，社会支持的程度越高。见表２。
三、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探讨社会支持在家庭因素和情绪之间的作用。采用
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技术来考察，第一步，将父母感情关系、生活
状况满意度放人方程，可以解释情绪变异的２％一９％，第二步，
将社会支持放入方程。可以解释情绪变异１１％一１５％。我们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６５５４．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３０３００１１３）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０１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
学院研究生院
通信作者：高文斌，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ｗｂ＠ｐｓｙｃｈ．ａｃ．ｃｎ

万方数据

现，当社会支持进入回归方程后，父母感情关系、生活状况满意
度对流动儿童焦虑和抑郁的影响有所下降，社会支持完全中介
了家庭因素对焦虑的影响，也完全中介了生活状况满意度对抑
郁的影响。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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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流动儿童的家庭因素、情绪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ｒ值）

０．０９

ｓｔｅｐｌ

０．１４

２．１２ａ

一０．２３

—３．５７ｂ

父母感情关系
生活状况满意度

Ｏ．０６
０．１７

一２．２４４

．一０．１５
０．１４

ｓｔｅｐ２

０．０８

父母感情关系

１．２５

Ｏ．０２

２．６０ｂ

Ｏ．０５

Ｏ．７ｌ

一Ｏ．１５

一２．２ｌ

４

Ｏ．１ｌ

Ｏ．１５

Ｏ．１２

１．８６

０．Ｏｌ

—０．１２

生活状况满意度

—０．２０

—３．１７ｂ

一Ｏ．１２

一１．８４

—Ｏ．１ｌ

一１．７３

主观支持

—Ｏ．１ｌ

—１．６２

一Ｏ．０８

一１．１５

一０．０５

—０．７ｌ

客观支持

一Ｏ．１３

—２．０２。

一Ｏ．２２

—３．４９ｂ

—０．１３

一２．０５８

对支持的利用度

一Ｏ．１３

—２．０２４

一Ｏ．１４

一２．１３８

—０．２５

—３．７９“

注：８Ｐ＜０．０５。“Ｐ＜０．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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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与家庭因素（父母感情关系、生
活满意度）及其焦虑、抑郁情绪具有显著的相关。家庭环境越
好（父母感情关系良好。生活状况满意度良好）．流动儿童获得

［１］段成荣，梁宏．我国流动儿童状况．人几研究，２００４，１：５３－５９．
［２］ 王秀丽，王丽敏．姚责英．等．自我效能感在大学生客观社会支持
与抑郁的凋竹作用．中围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８，１７：２５８－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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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支持越高。以往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情绪与父母的感

ｃｉａｌ

情关系、生活状况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其次，本研究

Ｙｏｕｔｈ

结果表明父母感情关系、生活状况满意度对焦虑和抑郁情绪有
影响，如果能得到足够大的社会支持，焦虑抑郁情绪会有所改

［４］
［５］

善．甚至还减小了家庭因素对情绪的影响。以往研究也表明社

总之，家庭环境是影响流动儿童的直接影响源，而社会支

［６］
［７］

城市的特殊群体，家庭环境是获得社会支持的最莺要的来源，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

王文忠，徐莎莎，刘正李，等．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相关
因素．中国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７。１６：６２５－６２７．
张作记．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国行为医学科学编辑委员会．
编．行为医学量表手册．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５：
刘风瑜．儿奄抑郁鼍表的结构及儿童青少年抑郁发展的特点．心
理发展勺教育．１９９７，１３：５７－６１．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１９９３，增刊，４２—

［８］

梁川，王桢．江新会．等．汶川地震后高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及其影响因素．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７４３－７４６．

ｆ９１

Ｒｕｉｚ

ＶＭ．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

在其他影响流动儿童情绪状况的客观因素无法改变的基础上，

ｉｎｇ，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

我们町以通过采取一些心理学干预措施，改善流动儿童的家庭

ｃｈｏｌ Ｒｅｐ，２００５，９６：８６３－８６６．

环境以及学校教育等社会支持系统，提高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
水平，进而有效促进流动儿童与流入地社会的良性整合，使他
们能更好更快的适应新生活。

万方数据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

４６．

持又影响了流动儿童的情绪状况，社会支持是家庭环境作用于
流动儿童情绪状况的中介因素；流动儿童是随父母一起生活在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２００６，３５：１０９—１２３．

２１２．２１３．

会支持是一直可获得或感知的社会资源．有意识的提供更多的
支持性资源。能发挥其“缓冲垫”的作用。”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ｓｙ—

（收稿Ｆｊ期：２００９—１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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