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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满意度在农村学生住宿类型与孤独感中
调节／中介效应的分析
黄朝辉陶芳标郝加虎杨玲程代娟
【摘要】

肖利敏

目的探讨生活满意度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不同住宿类型与孤独感巾的调节／中介效

应，为农村中小学生心理卫生问题ｆ预提供理论参考。方法以农村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现况
研究设计，应用现场匿影｜．口Ｊ卷调杳法收集资料，内容包括一般健康情况、儿童孤独量表、多维青少年生
活满意度问卷。结果住校生的孤独感评分（３５．０±９．５）明显高于住家生（３３．１±１０．１）（Ｐ＝０．０００），而
住校生的学校满意度（３３．５±６－３）、朋友满意度（４２．１±６．２）、自我满意度（３２．４１５．Ｏ）评分明显低于住家

生（分别为３５．９±６．６、４２．９±６．６、３２．９±５．３）（Ｐ＜Ｏ．０１、Ｐ＜０．０１、Ｐ＜Ｏ．０５）；住宿类型与孤独感评分的关
系完全被学校满意度中介［孤独感的标准回归系数从Ｏ．０４３（Ｐ＜Ｏ．０５）降低到０．０２１（Ｐ＞Ｏ．０５）］，部分被
朋友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中介。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朋友满意度、自我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对寄宿制

学校与孤独感评分关系的调节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住宿类型和生活满意度对巾小学生孤独
感有良好的预测作用，学校满意度在住宿类型与孤独感中完全巾介效庇显著，对中小学生孤独感的干
预可从这些方面着手。
【关键词】孤独；生活满意度；学生；农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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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中小学校住校生的比例不断增加，

的知己，没有亲密的、充满情感的人际关系，他们害

且住校生开始呈现低龄化趋势。由于过早离开家

怕被父母所抛弃而出现焦虑、空虚、孤单等多种不良

庭，过上集体生活，他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没有真正

心理问题。调查发现，我国中小学生有近半数以上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这些心理问题在住校生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０４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专项科学研究重点项日
（Ｋｊ２００８Ａｚｘ０７）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通信作者：郝加虎，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７１２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ａ

中更加明显…。为了解我国农村学校不同住宿类型
的中小学生孤独感、生活满意度的现状，探讨生活满
意度、住宿类璎对孤独感的预测作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选择安徽省农村地区在校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２３·

用心理量表评定生活满意度、孤独感等不良心理反

４．质量控制：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调

应，并分析其相互作用，旨在为学校卫生丁作者实施

查技术培训，统一方法。开展预调查完善调查表；所

农村寄宿制学校儿童心理卫生问题早期干预提供理

有调查表均印有指导语，指导语部分内容为“亲爱的

论参考资料。

同学，请你在不记名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
填写，我们保证不会将你所填信息透露给其他人”。

对象与方法

调杏时解释指导语并提醒学生和教师仔细阅读指导

１．对象：在安徽省全椒、长丰、绩溪、岳西４个
县，每个县方便抽取５所中学或小学。每所中学或

语后填写；现场发放调查表，要求以匿名方式填写，
当场核验收回。

小学分别在小学５年级至高三年级各选１～３个班

５．统计学分析：资料以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库录

级，按照自愿参加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

入，经数据转换导入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查。共获取９～２１岁学生调查问卷３８３４份，其中男

生活满意度、孤独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分布差异

生２２９３名，女生１５４１名，平均年龄（１５．１５±２．０９６）

检验采用ｔ检验和方差分析，方差不齐时采用非参数

岁。小学７２１名（１８．８％），初中１８９８名（４９．５％），高

检验。生活满意度与孤独感之间的关联采用

中１２１５名（３１．７％）。住校生１５８６名，其中男生９７２名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儿童孤独量表信效度评定采用

（６１．３％），女生６１４名（３８．７％）；小学２０８名（１３．１％），
初中５９９名（３７．８％），高中７７９名（４９．１％）。住家生

因子分析、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严检验、内部一致性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Ｑ）检验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生活满意

１６９２人，其中男生９７０名（５７．３％），女生７２２名

度的调节效应和巾介效应分析采用温忠麟等ｂ’引的

（４２．７％）；小学３９５８名（２３．３％），初中１０５２名

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程序。调节效应分析时，通常

（６２．２％），高中２４５名（１４．５％）。此外，住亲朋家２３３

要将自变量（ｘ）和调节变量（Ｍ）做中心化变换（即变

名和住出租房３２３名不纳入分析。

量的标准化）。然后建立调节模型，即假设ｙ与ｘ有

２．调查内容：调杏内容包括学牛的人口统计学

如下关系：Ｙ＝ａＸ＋ｂＭ＋ｃＸＭ＋ｅ，可以把上式重

特征，如性别、年龄、年级、民族、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新写成Ｙ＝－ｂＭ＋（ａ＋ｃＭ）Ｘ＋ｅ。对于固定的

经济状况、是否为独生子女、住宿情况等；儿童孤独

肘。这是ｙ对ｘ的直线回归。ｌ，与ｘ的关系由回归系

量表、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数口＋ｃＭ来描述，它是Ｍ的线性函数，ｃ衡量了调节

３．调查方法

效应的大小。对模型中调节效应的分析主要是估计

（１）儿童孤独感的评定：采用儿童孤独量表

和检验ｃ。如果ｃ显著（即Ｈ。：Ｃ＝－０的假设被拒绝），

Ｓｃａｌｅ）乜］。该量表有２４个项

说明Ｍ的调节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分析时，应把自

目，１６个条目评定孤独感、社会适用与不适用感以

变量（ｘ）、中介变量（Ｍ）、应变量（ｙ）按照图１建立三

及对自己在同伴中地位的主观评价，其巾１０条用语

个回归方程。首先检验系数ｃ，如不显著停止巾介效

指向孤独，６条指向非孤独。另外８个为补充条目，

应分析；如系数ｃ显著，依次检验系数８和ｂ，如果口

询问一些课余爱好和活动偏好。回答为五级记录，

和ｂ有任一个不显著应做Ｓｏｂｅｌ检验。如果两者也

从“始终如此”到“一点都没有”。高分表示孤独感

同时显著应继续检验系数Ｃ’，如果ｃ’也显著则中介

较重。

效应显著，如ｃ’不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对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２）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ＭＳＬＳＳ）：采用
美国学者Ｈｕｅｂｎｅｒ编制的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量表由４０个项目

Ｓｏｂｅｌ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如

口——［卜一一

组成，包括家庭（７个项目）、朋友（９个项目）、学校（８
Ｍ＝ａＸ十已

个项目）、生活环境（９个项目）、自我（７个项目）５个
因子。每个项目按“从不这样认为＝１、有时这样认
为＝２、常常这样认为＝３、多数情况下这样认为－－－－４，
总是这样认为＝－５”评分。总分越高，说明生活满意

厶

度水平越高。本研究只选用其中朋友、学校、自我三
个因子。

图１

巾介变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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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儿童孤独量表的信效度评定：对儿童孤独量

不显著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的１６个基本条目与８个插入条目做冈子分析发
结

果

现，所有１６个孤独条目负荷于单一因子上，因子负

１．住宿类型与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比较：由

荷为Ｏ．５１—０．６７。插人条目基本在此因子上负荷不

表ｌ可见，住校学生的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自

显著，因子负荷为ｏ．００８～ｏ．４５。１６个条目的累计贡

我满意度评分均低于住家学生。而住校牛的孤独感

献率为８４．７３。

的评分高于住家的学生。分别在两种不同住宿类型
的学生中比较满意度和孤独感评分差异，结果发现，

经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严检验表明，儿童孤独量表的１６个
孤独条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好，即项目具有内在的

性别和年级的差异形式在住校学生和住家学生中基

相关性（Ｆ＝３３７．５７，Ｐ＜Ｏ．０１）。１６条目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本一致。表１中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和两独立样本

０ｔ为０．８７。１６个基本条目与孤独总分的相天系数范

的秩和检验结果一致。

围为０。４８—０．７０。儿童孤独量表与生活满意度总

表１安徽省农村中小学住校生和住家生生活满意度
和孤独感得分（面±ｓ）

分、学校维度得分、朋友维度得分、自我维度得分均
呈负相关（表２）。因此可以认为该量表可靠性、稳
定性和一致性较好。
３．生活满意度对住宿类型与孤独感调节效应
分析：由于本研究的主要变量在一些社会人口学统
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因此分别把生活满意度、孤独

感评分按照人口统计学变量不同的水平（包捂性别、
地区、年级、独生子女）标准化（ｚ变化）。然后采用
调节效应检验程序进行验证，自变量为住宿类型（住
家＝１，住校＝２），分别以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
自我满意度为调节变量，应变量为孤独感。由表３
可见，学校满意度、朋友满意度、自我满意度对住宿
类型与孤独感的调节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图２湿
示，学校满意度低分值组与高分值的直线呈平行关
系，进一步直观地验证了学校满意度对住宿类型与
孤独感的关系无调节作用。
４０
３５
３０

鑫２５
警２０

霪１５
１０
５

４．生活满意度对住宿类型与孤独感的中介效应
分析：中介效应分析需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以孤独
感为应变量，住宿类型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第二步，分别以生活满意度的不同因子为应变量，住
宿类型为自变量依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第三步，以
孤独感为应变量，住宿类型和生活满意度同时作为
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出
注：４方差不齐时采用非参数榆验；中＜Ｏ．０５，。Ｐ＜０．０１

现。所有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不纳入同一模型进行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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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由表４可见，在住宿类型与孤独感的线性回

友满意度和自我满意度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

归模型中，住宿类型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完全被学

别为４１．７４％和２５．２０％。

校满意度中介了，即孤独感的标准回归系数从

讨

０．０４３（Ｐ＜０．０５）降低到０．０２１（Ｐ＞Ｏ．０５）。按照中介

论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ａ×ｂ／ｃ计算。学校满意度

孤独感是基于自我知觉和社会支持的基础上产

占总效应的比例为５１．７８％。朋友满意度和自我满

生的孤单、无助和不快乐的主观体验，是一种消极的

意度模型中，住宿类型与朋友满意度的标准【旦１归

情绪反应。在日常生活中青少年都无法逃避孤独这

系数（ｔ＝一１．７５，Ｐ＝０．０８）和住宿类型与自我满意度

种痛苦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不良的心理反应在寄宿

的标准回归系数（ｔ＝１．２２，Ｐ＝０．２２）均无统计学意

制学校的学生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人生来就有与人

义。根据温忠麟等ｂｏ提出的检验程序，需要做Ｓｏｂｅｌ

保持交往和被关爱的需要，除非个体的人际关系满

检验，枪验统计量：

足了这种固有的需要，否则孤独感就会产生。住校

ｚ＝ａ６矗雹礓

生长期住在学校，与住家生相比，他们感觉到自己没
有亲密的、充满情感的人际关系，不能获得满意的来

式中，三．６是ｏ，ｂ的估计值，Ｉｓ。，Ｓ。分别是ａ，６的标

自家庭的亲情，或者说意识到他们想要的或期望的

准误。计算统计量分别为ｚ＝一１．９３，Ｐ＜０．０５和ｚ＝

来自亲朋的关爱与实际现状之间存在差距，尤其在

２．２０，Ｐ＜０．０５。因此可以认为，朋友满意度和自我

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如头痛、发热）的时候，他们越发

满意度对住宿类型和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均显著。朋

感觉到来自父母的爱远远小于周围的住家生。因此

表２安徽省农村中小学牛牛活满意度评分、孤独感评分的相关分析

学校满意度模型

Ｓｔｅｐ

１住宿类型

学校满意度

朋友满意度模型

０．１３

Ｏ．１３４

２５４．０Ｚ

ｎ

Ｓｔｅｐ２住宿类型×学校满意度

Ｏ

０．１４

Ｏ．００

１６９．７舻

Ｓｔｅｐｌ住宿类型

０

０．３４

Ｏ．３４ａ

８３３．２３６

０．３４

０．００

３６５．４５４

０．２７

Ｏ．２７

６００．３２４

Ｏ．２７

Ｏ．００

４００．３０＊

朋友满意度
Ｓｔｅｐ

自我满意度模型

ｍ

０

２住宿类型ｘ朋友满意度

Ｓｔｅｐｌ住宿类型
自我满意度
Ｓｔｅｐ ２住宿类型×自我满意度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化系数Ｂ；８Ｐ＜０．０５；６Ｐ＜０．０ｌ

眈”肼ｍ船窨；皑弦

Ｏ仉ｎ

Ｏ．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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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更易于感觉焦虑、空虚、被排斥、被忽视而产生

表虽然出现在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一书中，但书

孤独的感觉ｎ１。谢华和苟萍№１综述我同近十年儿童

中仅对国外冒表做了翻译和介绍，没有国内中文版

青少年孤独感的研究后认为，孤独感的产生和发展

信效度的测试结果。并且使用年龄为９—２１岁，出

受到个人的人格因素、认知因素、社会关系网络和家

现明显的高年龄化的现象。本研究的儿童孤独量表

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强调了家庭功能与儿

信效度评定结果显示，１６项孤独条目得分与总分相

童孤独感的密切联系。父母的教养方式、沟通、角色

关系数较高，１６个孤独条目负荷于单一因子上，且孤

分工、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介人等都能使孩子

独量表评分与生活满意度总评分以及各因子评分都

远离孤独。对于住校生来说，父母长期不在身边，

有显著相关Ｉ生。从量表的一致陛看，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 Ｐ检验

当困难和矛盾产生的时候，住家生可以及时得到父

表明儿童孤独量表的１６个项目平均得分的相等性

母的帮助和开解，而住校生却不能。进而导致住校

好，即项目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并且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０【在

生更易产生无助、寂寞以及孤独感。此外，父母不

０．８以上。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量表具有很好的结

在身边也可能使住校生更易受到同学的欺负而产

构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因此认为本量表叮以使

生孤独感。

用于９～２１岁人群。

生活满意度是心理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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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芳标［１２１认为不同的心理卫生评价量表有不同
的年龄使用范围，而目前许多学校卫生工作者都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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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量表的低年龄化使用倾向，冈此其信度和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８－０４）

度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次研究使用的儿童孤独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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