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３５卷第ｌ期Ｃｈｉｎ

·３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现场调查·

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及其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
胡月

韩娟
【摘要】

陈心广

杨森焙徐阳欢谢姝刘维韦

目的了解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探讨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在湖北省麻城市随机抽取２个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为调查现
场，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小学（６年级）、初中、高中各ｌ所，以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筛选出ｌ

０３１

名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利用自编社会资本问卷及《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进行调查。采用
ｆ检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差异以及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的关
系。结果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５４．１２％。随着每月零用钱的增多，外出打工父母与家里

联系频次的减少及想念父母频率的降低，心理问题检出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Ｚ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Ｏ．０１）。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留守儿童中高中生心理问题发生危险
高于小学生（ＯＲ＝２．４１０．２．６８２），对父母外出打工持“无所谓”态度（ＯＲ＝２．０４８～２．４２０，均Ｐ＜
０．００１）会增加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危险。控制人口学特征及留守相关因素后，家庭（ＯＲ＝
０．８４５，９５％Ｃ／：０．８０１～０．８９１）、邻里（ＯＲ＝Ｏ．８６７，９５％ＣＩ：０．８２６～０．９ｌＯ）、学校（ＯＲ＝Ｏ．８９３，９５％ＣＩ：
０．８６３。０．９２３）社会资本为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结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社
会资本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提高留守儿童家庭、邻里和学校社会资本有助于改
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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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影响心理健

表１儿童社会资本评定的问卷设计及信度结果

康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具有社会
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特征心１。有学者指出社
会资本对儿童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ｂ１。有关农村留
守儿童与父母分离所导致的心理脆弱与社会资本之
间的关系研究尚少，本研究旨在了解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的状况，探讨其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湖
北省麻城市随机抽取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２个乡镇
为调查现场，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
各１所，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调查抽取的６所学校小学６
年级学生和全部中学生。
注：问卷内部一致性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０．８１９

２．研究变量：
（１）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级、父母职

写调查日期。

业、家庭月收入等。
（２）留守状况特征：包括留守儿童的目前看护

４．统计学分析：剔除无效问卷后，所有数据经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双份录入建立数据库，逻辑纠错。

人、每月零用钱、父母与家庭联系频次、对父母的想

运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ｆ检验比较

念程度及对父母外出打工的态度等。

不同人口学特征、留守因素下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

（３）心理健康：采用王极盛等¨１编制的《中国中

检出率，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并建立非条件多因

学生心理健康量表》（ＭＭＨＩ一６０），共６０个条目，包
括偏执、强迫症状、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学习压力、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拟合社会资本等变量对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检出率的影响。采用逐步法筛选变量，

适应不良、敌对、抑郁、情绪不平衡、焦虑和心理不平

人选标准为Ｐ＜０．０５。

衡１０个维度，５级评分，ｌ～５分别表示“从无”，“轻

结

度”、“中度”、“偏重”、“严重”。各维度平均得分可初
步反映各因子心理健康问题的严重程度。６０项条

果

１．基本特征：共调查２ ０００名学生，回收问卷

目得分的平均值为心理健康总均分，分值越高，提示

１

心理问题越严重。总均分＞／２为有心理问题。

儿童有效问卷１ ０３１份，留守率为５３．５３％，其中男生

９２６份，按留守儿童纳入标准筛选，最终获得留守

（４）社会资本：参照国外社会资本相关的评估工

５４７名（５３．０６％）、女生４８４名（４６．９４％）。平均年龄

具ｂ１，结合我国儿童的实际状况，编制调查问卷，共１５

（１４．２３±２．３４）岁，年龄范围为１０。１８岁。ｌ ０３１名

个条目，包括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３个维度，５级

留守儿童中５５８名有心理问题，检出率为５４．１２％，其

评分制，各条目得分值越高，社会资本状况越好。问

中高中生心理问题检出率（６５．４６％）明显高于小学生

卷内部一致性．营、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０【系数为０．８１９，见表１。

和初中生（４３．６３％、４６．６１％），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

３．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学研究生为
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指导语，说明研究

问题检出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ｆ检验，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ｃ２＝一５．９１２，Ｐ＜Ｏ．００１）；母亲职业为“个体

目的和意义以及填写注意事项，在学生知情同意下

户／商贩等”和“医生、教师和科技人员等”的心理问

匿名填写。问卷当场回收，审核后调查员署名并填

题检出率高于其他职业组（如务农、临时工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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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９．４９０，Ｐ＜０．０５），不同性别、父
亲职业和家庭月收入的心理问题检出率差异无统计

其中，心理健康总评分与家庭社会资本评分相关

学意义（Ｐ＞０．０５）。

（ｒ＝一０．２６０）。

关系（ｒ＝一０．２９５）最为密切，其次是学校社会资本

２．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与留守各因素的

４．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影响因素的非条件多

关系：随着外出打工父母与家里联系频次的减少、
想念父母频率的降低以及留守儿童每月零用钱的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心理健康、心理问题为因
变量（心理健康＝０：总均分＜２分；存在心理问题＝

增多，心理问题检出率均呈增长趋势，经趋势）ｃ２检

１：总均分≥２分）。以性别、年级、父母的职业、家庭

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支持父母外

月收人、留守儿童目前的看护人、每月零用钱、父母

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最低（４５．５７％），

与家庭联系频次、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想念和对父母
外出打工态度及社会资本为自变量，采用非条件多

持“无所谓”的检出率最高（７１．２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ｘ２＝４６．４０５，Ｐ＜０．０００ １）。独自居住或亲戚家

居住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８２．９８％、５９．３８％）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高中生心理问题发生危险高
于小学生（ＯＲ＝２．４１０～２．６８２），对父母外出打工持

明显高于和父／母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住的留

“无所谓”态度会增加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发生的危险

守儿童（５１．８５％～５４．５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１７．８９４，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ＯＲ＝２．０４８～２．４２０，均Ｐ＜０．００１）。通过控制人口
学特征及留守相关因素的模型一、二、三检测，结果

表２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与留守各因素的关系

显示，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得分的增加可降低
心理问题发生的危险性，是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
（ＯＲ＝Ｏ．８４５，９５％Ｃｈ

０．８０１～０．８９１；ＯＲ＝Ｏ．８６７，

９５％Ｃｈ ０．８２６—０．９１０；ＯＲ＝Ｏ．８９３，９５％ＣＩ：０．８６３—

０．９２３，均Ｐ＜０．００１）。家庭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
保护作用最强（ＯＲ＝Ｏ．８４５，９５％ＣＩ：０．８０１～０．８９１）。
进一步控制学校（家庭、邻里）社会资本和邻里（学
校、家庭）社会资本后，模型四显示家庭（邻里、学校）
社会资本与心理健康具有相关性，见表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检出率为５４．１２％，高于张万军等№１调查结果
（２４．８０％），低于胡昆等…调查结果（５７．１４％）。此外，
高中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小学、初中生，与
刘欣和陈青萍ｎ１的一致，与罗静等隋１的相反。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９ ３指出，与父母共同生活对青春期儿童

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表明，留守儿
童心理健康与父母的情感联系、受抚养状况等密切
相关ｎ０｜。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与留守儿童团聚越
频繁、联系越紧密，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越低；由
亲戚抚养或自我照顾的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不想
念外出打工父母或对父母外出打工持“无所谓”态度
注：。为趋势ｆ值

３．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将留

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检出率较高。此外，本研究显
示，留守儿童的零用钱越多，心理问题检出率越高。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评分与社会资本各条目评分

社会资本与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

分别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
的心理健康总评分与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评

的关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总评分与家庭、邻里、学校社会资本评分均呈负

分均呈负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１）。

相关。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控制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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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１

表３农村留守儿童社会资本影响心理健康的非条件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注：ａｔ模型均是以人口学特征和留守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的结果；一未考虑变量；。Ｐ＜Ｏ．００１；６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口学特征以及留守相关因素表明，家庭、邻里、学校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Ｓｏｃｉｏｌ，１９８８．９４ Ｓｕｐｐｌ：￥９５一１２０．

４ＩＷａｎｇ ＪＳ，ＬｉＹ，ＨｅＥＳ，ｅｔ ａ１．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００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Ｓｃｉ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

社会资本越高，心理问题发生率越低，是心理健康的

１９９７（４）：１５—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保护因素，尤以家庭社会资本的保护作用最强。

王极盛，李焰，赫尔实，等．中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及
其标准化［Ｊ］．社会心理科学，１９９７（４）：１５—２０．

Ｓｔｅｉｎｂｅｑｇｎｌｌ指出家庭的鼓励、支持和期望有助于孩
子形成健康的社会情感、正确的社会态度和良好的

５ｌ ＣｈｅｎＸ，ＳｔａｎｔｏｎＢ，Ｇｏｎｇ Ｊ，ｅｔ ａ１．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ｃａｌｅ：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１．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社会关系。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与父母相处时间不

Ｒｅｓ，２００９，２４（２）：３０６—３１７．

１ ６ｊ

断减少，学校（老师、同学）、邻里在儿童社会化过程

ＷＪ，Ｌｉ Ｊ，Ｆｅｎｇ ＸＭ，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ｔｙｌｅ．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Ｉ

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父母的信任、支持仍是儿童获

ａｒｅａ

Ｊ

１．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叭０，３１（１）：５—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得情感支持的重要资源，这种信任、支持一旦缺失或
被剥夺，会降低儿童自我认同感，从而产生焦虑等心

张万军，李杰，冯晓明，等．农村留守中学生应对方式家庭社会
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０，３ｌ（１）：５－７．
７】Ｌｉｕ Ｘ，Ｃｈｅｎ Ｑ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ｉｔｈ

理问题。家庭社会资本成为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因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素或近因素ｎ２Ｉ，而邻里、学校等社会资本除了对心理
健康产生直接影响，还可能通过家庭社会资本或其

ａｎ

ｎｏｎ．１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Ｊ

Ｉ．Ｊ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２００９（５）：３０—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ｒｌＴｌａｌ

刘欣，陈青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研究
［Ｊ］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９（５）：３０一３３．
Ｌｕｏ Ｊ．Ｗａｎｇ Ｗ．Ｇａｏ ＷＢ．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ｅｌｉ．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８

他因素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间接作用ｎ ３｜。一些学者

Ｊ１．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Ｓｃｉ，２００９．１７（５）：９９０—９９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也指出社会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可能通过社

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述评［Ｊ］．心理科学进
展，２００９．１７（５）：９９０—９９５．
９

会网络提供个体社会支持以缓冲遭遇的应激，通过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ＥＬ．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ｓｙｃｈ０１

社会影响引导个体行为和健康促进ｎ ４Ｉ。但社会资本

｜１０

Ｗａｎｇ

ＲＸ，Ｚｈｕ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影响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不清楚，还需进一步探讨。

ｄｉｖｏｒｃｅ

ＬＱ，Ｎｉｕ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Ｊ

１．

Ｓｃｉ，２００９，４（２）：１４０一１５２．

ａｎｄ

ＳＸ．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校的留守儿童，未考虑

１．Ｊ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 Ｅｄ，
２０１２，３８（６）：１２１４—１２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辍学等其他儿童；同时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因此为

王瑞学，朱莉琪，牛嗣霞．河北北部偏远农村留守中小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分析［Ｊ］吉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２，３８（６）：
１２１４—１２１８．

更好地探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尚

１ｌ

Ｓｔｅｉｎｂｅｑｇ

需扩大样本，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得到联校教育社会科学医学研究论文奖计划

Ｌ．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Ｓｅｖｅｎｔｈ Ｅｄ

１

１２

（ＹＸｌ２００３）资助］

Ｊ

Ｌｉ ＨＬ，Ｚｈａｎｇ Ｌ，Ｆａｍｉ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２００５，１３（３）：２８３—２８９．

１
ＨＹ，Ｍｅｎｇ 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ａｌ １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ｌ Ｊ １．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１０，１８
（８）：９９４—９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胡昆，丁海燕，孟红．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８）：９９４—９９６．
１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Ｓｃｉ．２００５．１３（３）：２８３－２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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