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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某地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性心理情绪特征及行为干预对策探讨

唐菁华 、 李星慧 、 吴恩珍 、 孙秀勤

【摘要】目的　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的个性心理和行为特征并探讨相应的护理对策。方法　选取我

医院所在辖区附近的 2 所农村小学，抽取 1000 名儿童接受调查，根据儿童是否为留守儿童分为留

守组（n =310）和对照组（n =690），使用艾克森个性问卷儿童版（EPQ）、流调用儿童抑郁量表（CES-

DC）、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Rutter 儿童行为教师问卷对这 1000 名儿童进行调查，比较两

组儿童的调查结果。结果　EPQ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的 P 分和 N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

（P< 0.05）；CES-DC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 0.05），留守组儿童

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 0.05）；Rutter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 A 评分显著低

于对照组（P< 0.05）；PHCSS 量表调查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躯体外貌和幸福与满足的得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儿童（P< 0.05）。结论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卫生状况要比同龄非留守儿童要差，要动员学

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护理；个性情绪

【中图分类号】R7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2-0311-04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Personality Emotions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TANG Jinghua，LI Xinghui，WU Enzhen，et 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school Nanchong City，Nanchong 63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sis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Methods　Two rural primary schools near our hospital dis-

trict were selected，and 1000 children were surveyed. according whether the children for left-behind were divided into 

Left-behind group（n=310）and the control group（n=690），using children exxon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

called children's depression rating scale（CES-DC），children's self-consciousness scale（PHCSS），Rutter’s child 

teach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1000 children，comparing two groups of children's survey results. Results　

EPQ survey，P and N points of left-behind group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left-behind children personality deviation detec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in children（P<0.05），

left-behind group children's depression detection rat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in children（P<0.05）；

CES-DC survey，left-behind group children scor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of children（P<0.05）；

A Rutter's survey，left-behind group childre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P<0.05）；PHSS ques-

tionnaire survey，left-behind group children body appearance and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status were worse 

than the same age difference，to mobilize the school，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and custody，ensure that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is in good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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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是由于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外出到

城市工作，而儿童自己留守在农村生活。2012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随迁子女超 1260 万，义务

教育阶段留守儿童 2200 万［2］。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

顾，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全面

健康成长造成不良影响，“隔代教育”问题在“留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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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群体中最为突出。其中有一部分留守儿童，他们

是自我疏导不够的孩子，很容易发生各种心理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好”的留守儿童的事件，让

人们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开始越来越关注［3］。本

研究为了探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护理对策，对本

地区部分留守儿童的个性心理和行为特征进行了分

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按照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在我医院辖区附近

的 2 所农村小学，再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在每个

年级抽取一部分学生一共 1000 名学生接受调查。根

据儿童是否有父母双方或者父母中一方外出工作分

为留守组（n =310）和对照组（n =690）。其中留守组

儿童年龄 7 岁至 13 岁，平均年龄（9.4±3.1）岁，男

性儿童 163 名，女性儿童 147 名；对照组中儿童年

龄 7 岁至 14 岁，平均年龄（9.6±3.5）岁，男性儿童

360 例，女性儿童 330 例。两组儿童在性别、年龄的

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之间

具有可比性。

1.2　调查方法

1.2.1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开始之前，对本研究的调查人员进行专

门培训，培训内容为本次研究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

收的各个环节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内容。由调查人员

将调查问卷发放给研究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的过程

中，调查人员向研究对象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和研

究内容，取得同意之后进行调查问卷的填写。由研

究对象填写完以后，当场收回。回收所有问卷以后，

再由专门工作人员对回收的调查问卷进行审核，将

填写错误和无效的问卷剔除掉。

1.2.2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包括四部分：

①艾克森个性问卷儿童版（EPQ），主要适用

于 7 岁至 15 岁的儿童，主要分为内外向（E）、神经

质（N）、精神质（P）和掩饰（L）量表得分；② Piers 

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适用于儿童，能

够根据量表手册计算出行为、躯体外貌与属性、合

群、智力与学校、幸福与满足、焦虑量表评分和总

分。③抑郁量表儿童版（CES-DC），根据被调查者的

调查结果可以计算出总得分，CES-DC 总分超过 20
分认为肯定有抑郁症状。④ Rutter 儿童行为问卷教

师问卷，由班主任老师进行填写，教师人数共计 20
人。主要根据儿童近半年来的表现情况，可以计算

出总分、N 行为总分和 A 行为总分。

1.2.3　问卷录入方式

使用 EpiData 软件进行问卷数据的录入，为了保

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采取了双人双录入的方式。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测量结果资料使用（x±s）表示，两组之间差异的比

较使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的两组之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结果

一般情况本次研究一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份，

1000 份问卷全部收回，其中符合规范的有效问卷为

991 份，此次问卷调查的有效回收率为 99.1％，其中

留守组儿童有效问卷为 305 份，对照组儿童有效问

卷为 686 份。

2.2　两组儿童 EPQ 量表评分差异的比较

EPQ 调查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的 P 分和 N 分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两组儿童的 E 分

和 L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留守组和对照组儿童EPQ量表评分差异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P分 N分 E分 L分

留守组 305 5.3±2.6 9.6±5.4 15.2±4.1 9.8±2.6

对照组 686 4.6±2.1 8.2±4.6 15.5±3.6 9.6±2.5

t 值 4.489 4.186 1.159 1.148

P 值 0.000 0.000 0.247 0.251

2.3　两组儿童 CES-DC 量表评分结果的比较

留守组儿童的 CES-DC 抑郁量表总分平均为

（18.3±8.3）分，对照组儿童的 CES-DC 抑郁量表总

分平均为（15.5±7.5）分，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留守组儿童 CES-DC 总分超过 20 分

即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39.34％，对照组儿童的抑郁

症状检出率为 21.87％，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2.4　两组儿童 Rutter 行为问卷教师问卷得分的

比较

留守组儿童 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N 评 分 和 总 分 在 两 组 之 间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详见表 2。

2.5　两组儿童 PHCSS 量表评分的比较

留守组儿童躯体外貌、幸福与满足的得分显著

低于对照组儿童（P<0.05），两组儿童在行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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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学校、焦虑、合群和总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详见表 3。

3　讨论

根据权威调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

了 6100 万人（相当于英国人口的总和）［4］。57.2％的

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

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 79.7％由爷爷、奶奶或

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

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留守儿童多由祖辈照顾，

父母监护教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

成长造成不良影响［5］。

EPQ 问卷最早由英国心理系精神病研究所艾森

克教授编制，该学者收集为数众多和非认知方面相

关的特征，经因素分析归纳，总结出了三个相互存

在关联性的维度，即：内外向性（E），神经质（N），

精神质（P），民众在上述三方面存在不同倾向和表

现程度，进而构成了人格特点。该问卷是当前心理

咨询与医学等相关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问卷之一。

神经质评分主要反映的是正常化行为，和病症

自身无显著关联性，如果受试者分数较高，可能是

由于担心，抑郁，焦虑等强烈情绪化反应所造成，

进而表现出非理智行为。

精神质与精神分裂症绝不相同，在每个人的内

心中均存在精神质特征。只是程度不相同，但如果

受试者表现出较为典型的明显程度，就会发展成为

异常现象，如果患者的分数过高，可能是因为孤独，

不关心他人，很难适应外部环境所造成，具体表现

为与他人关系不友好，喜欢挑衅，对危险事物好奇

等等。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留守组儿童的 CES-DC 评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留守组儿童的抑

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儿童（P<0.05），这表

明农村儿童的心理卫生问题较为严重。留守组儿童

Rutter 行为问卷教师问卷中的 N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这可能是因为，留守儿童远离父母，

具有一定的自卑情结，行为比较收敛，往往不会做

出一些公开违纪的事情，偶尔的外化的行为容易引

起老师的关注，故实际情况中留守儿童违纪行为的

发生率低于非留守儿童，而 Rutter 行为量表中留守

组 N 评分却高于对照组［6］。PHCSS 量表评分中，留

守组儿童对自己的外貌评价和幸福与满足的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儿童（P<0.05），这是因为，儿童对于

自己外貌的认识首先是来自于身边成年人的评价，

留守儿童在这方面缺乏父母的赞赏，因此会对儿童

的自我确定感、自信心和幸福感的形成带来一定的

影响［7］。因此，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

农村非留守儿童，表现在缺乏个性、抑郁状况更加

严重、主观的幸福感和自我肯定感不强等方面。

对于患病就医的农村留守儿童，要根据农村留

守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对策。

面对就医的农村留守儿童，护理人员要给予更多的

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建立起面对疾病和战胜困难的

勇气［8］。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安慰、鼓励、倾听、指导、

暗示等方式对患儿进行心理干预［9］。除了使用上述

方式之外，相关人员还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内容：

（1）因为儿童监护人常年不在身边，儿童患病

时会过度担心自己的健康，进而加重了抑郁症状。

护士在对其进行护理的时候，注意语气亲和，主动

询问患儿的要求，在根本上解决患儿的困难，对护

理人员生成“父母角色”的认知。经常性地鼓励患

者，使用有效方式肯定患者，令其加强自我幸福感

觉【9】。

（2）使用有效方式，正确对儿童加以引导。建

立起良好的社会支持性系统，护士要积极向患儿提

供帮助，要令其明白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人也能够

表2　两组儿童Rutter行为问卷教师问卷得分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N分 A分 总分

留守组 305 1.23±1.12 0.62±0.30 5.74±1.42

对照组 686 1.20±1.02 0.85±0.41 5.86±1.21

t 值 0.414 8.804 1.364

P 值 0.679 0.000 0.173

表3　留守组和对照组儿童的PHCSS量表评分差异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行为 智力与学校 躯体外貌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 总分

留守组 305 6.3±2.5 8.8±3.5 5.9±2.8 5.3±2.8 4.3±1.7 6.0±1.2 36.2±7.5

对照组 686 6.1±2.1 9.0±2.9 6.5±2.9 5.2±3.1 4.2±1.8 6.4±1.3 35.4±7.2

t 值 1.303 0.938 3.038 0.483 0.821 4.576 1.594

P 值 0.193 0.348 0.002 0.630 0.412 0.000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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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自己一起度过难关，提升农村留守儿童的自我

肯定感觉，全面改善抑郁症状【10】。值得说明的是，

留守儿童父母也应加强与儿童的交流，以便发现心

理问题，全面关注青少年儿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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