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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行为研究
——基于 2 625 份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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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a.教育学院；b.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基地，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采用同伴依恋分量表和在校行为子量表对 1 060 名返乡农民工子女和 1 565 名留守农民子女的同伴依恋

与学校适应进行测查，结果发现：返乡农民工子女与留守农民子女的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存在显著差异，返乡农
民工子女的同伴信任、同伴沟通以及学校适应得分均显著低于留守农民子女，而同伴疏远得分则显著高于后者；
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同伴信任、同伴沟通与其学校适应各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同伴疏远与学校适应各维度存在显
著负相关。控制被试的性别、年龄因素后，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同伴依恋对其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两者
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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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s peer attachment
and school adjustment: Based on 2625 questionnaires
TAN Qian-bao, ZHANG Ying, LONG Sha-sha, JIANG Wang
(a.School of Education; b. Study Bas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for Rur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We surveyed 1060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and 1565 non-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peer
attachment and school adjustment with Peer Attachment Subscale and School Behavior Subscale. Results: (a)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s peer trust, peer communication and school adjus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n-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the peer alienation of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n-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b)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peer trust, peer communication proved to b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school adjustment, while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s peer alienat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ir school adjustment.(c)When gender and grades were left out, the study
found that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attachment could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ir school adjust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s peer attach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school adjustment.
Key words: home-returning migrant children; peer attachment; school adjustment

工回到家乡谋求发展；另外，受中、高考制度的地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国家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部分进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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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限制和城市教育费用上涨等影响，一部分进城农
民工不得不送子女返乡就读和考试。这些致使农民
工子女返乡就学的现象呈增长趋势。农民工子女不
管是“流出”，还是“流回”，都势必对其身心造成
影响，尤其会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
国外关于流动儿童适应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国
际移民子女的社会适应，主要关注如何改善国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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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子女在移入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心理适应状况，

和学校适应的现状，并探索两者的关系，以期为此

亦有研究从社会保障方面探索国际移民子女的健

类群体的教育干预提供一定的依据。

[1-2]

康保险和社会救助； 对本国流动学生的研究主要

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选取来自湖南、四

集中在政府如何维护流动学生教育的延续性，如美

川、安徽 3 省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在校学生

国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学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保

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整班测查。调查共发出 2 772

障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国内研究的重点在城市流

份问卷，收回 2 703 份问卷，有效样本为 2 625 人。

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学校适应等方面，而对返乡农

将被试划分为返乡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农民子女两

民工子女的研究关注不够。返乡农民工子女由城市

种类型，其中返乡农民工子女 1 060 人，留守农民

到家乡(更多是农村地区)的迁移，意味着生活环境、

子女 1 565 人。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 1。

教育环境的改变，课程与教材等的衔接、教学质量

表 1 样本的基本特征
男
(人数/%)

女
(人数/%)

小学高年级
(人数/%)

初中
(人数/%)

与水平、同伴关系的重建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

样本分类

题。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返乡后存在心理落差。[3]

返乡

587/55.4

473/44.6

290/27.4

770/72.6

这些问题最终均折射到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

留守

735/47.0

830/53.0

275/17.6

1290/82.4

应上。

合计/平均

1322/51.2

1303/48.8

565/22.5

2060/77.5

学校适应是一个广义的多维概念。Ladd 认为学

选用同伴依恋分量表和在校行为子量表作为

校适应是指学生在学校背景下愉快地参与学校活

研究工具。青少年依恋量表(IPPA-R)中文版的同伴

[4]

动并获得学业成功的状况。 笔者认为，中小学学

依恋分量表包括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远 3

校适应是指学生有良好的学业表现、行为规范和情

个维度，每个维度 25 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11]

绪状态，以及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学校适应主要

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该项目上的程度越高。本次测

包括课业适应、常规适应、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和

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吴武典编制的学生在

[5]

自我接纳等5个方面。 在学校适应的相关因素中，

校行为子量表包括课业适应、常规适应、师生关系、

同伴群体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作用是人们关注的

同学关系和自我接纳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 10

[6-7]

主题之一。

在青少年期，同伴的亲密关系对个体

个项目，采用 4 点评分。[5]所有项目得分之和表示

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同伴依恋，即青少年建

该生在学校总的适应情况，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学

立起来的、双方互有的亲密感受以及相互给予温暖

校适应状态越好。本次测得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和支持的关系的作用更明显。青少年同伴依恋与其

0.88。

[8-9]

社会适应性等关系密切。

个体在儿童时期依恋对象往往是父母。随着年
龄的增长，个体与父母的距离渐渐变大，开始从家
庭外寻找新的依恋对象，他们一般主要从同伴那里
获得情感需要。同伴依恋对青少年心理适应的重要
[10]

二、同伴依恋、学校适应及其差异——
基于留守农民子女的比较
采用描述统计对返乡与留守农民子女的同伴
依恋、学校适应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两者同伴信任、

性甚至大于父母依恋。 作为特殊群体的返乡农民

同伴沟通和同伴疏远的总分均在 25-75 之间，其理

工子女返乡后，在新环境中需要建构新的同伴关

论中位数为 50。返乡农民工子女 3 项总分的中位数

系，寻求同伴更多的帮助和感情支持。由于学习环

分别为 33、24、18，留守农民子女 3 项总分的中位

境和生活环境的转变，返乡农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同

数分别是 35、25、18。这说明两类学生的同伴信任、

伴依恋和学校适应方面的诸多问题。基于此，笔者

同伴沟通偏向消极方面，而同伴疏远偏向积极方

拟在详尽调查的基础上对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同伴

面。学生课业适应、常规适应、师生关系、同学关

依恋和学校适应进行实证考察，以了解其同伴依恋

系和自我接纳的总分均在 10-40 之间，其理论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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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5。统计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子女 5 项总分

调查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得

的中位数分别为 30、31、28、28、27，留守农民子

分明显低于留守农民子女。很多返乡农民工子女已

女 5 项总分的中位数分别 30、33、29、29、28。总

经习惯了生活在父母打工的城市，但从城市返回家

体来看，两者的学校适应可能偏向好的一面。

乡(尤其是农村)时，城乡差异给返乡农民工子女造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返乡农民工与留守农民

成了一定的困扰。有调查发现，由于教材不统一、

子女的同伴依恋与学校适应进行差异分析(表 2)，结

教学进度不协调、教学方法不同，不少返乡农民工

果显示，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信任和同伴沟通维度

子女都感到很不适应，造成成绩下滑。[13]蒋国河在

的得分极其显著低于留守农民子女，在同伴疏远维

研究中发现有 22.8%的学生对教师教学方法不适

度上得分却极其显著地高于留守农民子女(p <0.01)。

应，有 21.2%的学生认为跟以前在城市学的课程不

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总分及其各维度的得分

一样，有 51.5%的学生认为对新的学习环境有不能

明显低于留守农民子女，其中课业适应、常规适应、

适应的地方。[14]这些可能是造成返乡农民工子女课

同学关系上差异极其显著(p <0.01)，自我接纳上差异

业适应和常规适应相对较低的主要原因。此外，不

显著(p =0.038)，师生关系上差异边缘显著(p=0.07)。

少返乡农民工子女还受乡语与乡音的影响，与当地

从统计结果来看，返乡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性要

同学老师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困难，这也会限制师

差于留守农民子女。

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的发展。

表 2 返乡农民工与留守农民子女同伴依恋、学校

三、同伴依恋与学校适应的相关及作用

适应差异比较结果(M±SD)
返乡

留守

t

同伴信任

33.25±7.69

34.99±7.81

-5.65**

同伴沟通

24.80±5.98

25.44±6.14

-2.64**

同伴依恋与学校适应进行相关分析(表 3)，结果显

同伴疏远

18.50±4.65

18.00±4.26

2.81**

示，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信任、同伴沟通与其学

课业适应

29.39±4.28

30.02±4.22

-3.77**

校适应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p<0.01)，而同伴疏

常规适应

30.91±5.06

32.53±4.66

-8.32**

师生关系

28.41±4.12

28.71±4.16

-1.81

同学关系

28.09±4.45

28.95±4.43

-4.87**

结果来看，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信任、同伴沟通

自我接纳

27.60±4.50

27.97±4.66

-2.07*

水平越高，其学校适应性越好；同伴越疏远，其

学校适应

144.38±15.74

148.18±15.96

-6.02**

学校适应性越差。

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法对返乡农民工子女

远与学校适应之间呈显著负相关(p<0.01)。从统计

注： * P <0.05，** P <0.01(下同)

研究表明，相比留守农民子女，返乡农民工子

表 3 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与学校适应的相关
分析结果(r)

女的同伴依恋质量偏低。具体来说，他们对同伴表

同伴信任

同伴沟通

同伴疏远

课业适应

0.22

常规适应

0.24**

0.20**

-0.14**

师生关系

0.26

**

**

-0.10**

其同伴信任和同伴沟通得分显著低于本地儿童。[11

同学关系

0.36**

0.30**

-0.11**

12]

自我接纳

0.28

**

**

-0.24**

学校适应

0.39**

0.35**

-0.21**

现了较高的同伴疏远感，较低的同伴沟通和同伴信
任。有研究显示，城市流动儿童的总体同伴依恋及
，

流动儿童的“流动”特性，或者是返乡农民工子

女的“返乡”特性确实使其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容易

**

0.21

0.28

0.25

**

-0.15**

产生消极体验。返乡农民工子女由于与同伴存在生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控制性别、年龄段影响

活习惯、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因而暂时难以与同伴

的基础上，考察同伴依恋对学校适应的独立预测作

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同伴依恋相对会偏低。

用，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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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课业适应
β

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行为研究

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对学校适应的回归分析(Enter)

常规适应
t

41

β

师生关系
t

β

同学关系
t

自我接纳

β

t

0.08
0.06

学校适应

β

t

β

t

2.56*

-0.09

-2.81**

0.13

4.29**

*

-0.04

-1.30

-0.02

-0.60

第一层
性别
年龄段

0.16

5.17**

-0.10

**

-3.34

ΔR =0.03 F=18.57
2

**

6.08**

0.19
-0.01

-0.36

ΔR =0.03 F=18.51
2

4.00**

0.12
0.03

**

0.90

ΔR =0.02 F=8.49
2

**

1.97

ΔR =0.01 F=5.32
2

**

ΔR =0.01 F=4.87
2

**

ΔR =0.02 F=9.33**
2

第二层
同伴信任

2.21*

0.10

同伴沟通

0.15

3.24

同伴疏远

-0.15

-4.85**

3.60**

0.16

**

0.08

1.71

-0.13

-4.41**

ΔR2=0.07 F=27.13** ΔR2=0.07 F=25.92**
AdjR

2

0.100

0.08

1.71

6.11**

0.27

0.23

5.01

**

*

0.11

2.49

-0.12

-3.91**

-0.12

-4.20**

0.17

3.87**

0.23

5.29**

0.17

3.77

**

0.20

4.76**

-0.26

-8.81**

-0.22

-7.84**

ΔR2=0.09 F=8.49**

ΔR2=0.14 F=57.42**

ΔR2=0.16 F=64.03*

ΔR2=0.20 F=87.29**

0.107

0.147

0.160

0.212

0.097

注：性别：男=0，女=1；年龄段：小学高年级=0，初中=1

第一层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和年龄段对学校适

向的预测作用。在中小学阶段，同伴是学生社会学

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来说，除了男生比女

习的参照点之一，个体与同伴之间的交流能促进个

生具有更高的自我接纳以外，在学校适应总分及其

体的社会化，而与同伴之间的关系疏远会在一定程

4 个 维 度 上 ， 女 生 比 男 生 具 有 更 高 的 适 应 性 (p

度上阻碍个体的身心发展。

<0.01)；年龄越大，课业适应水平越低(p <0.01)，同
学关系适应越好(p<0.05)。第二层回归分析显示，

四、结论及启示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段后，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

综上所述，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的积极因

各维度对学校适应总分及其各维度具有显著的预

子(同伴信任与同伴沟通)和学校适应显著低于留守

测作用，其中只有同伴信任对师生关系、同伴沟通

农民子女，而同伴依恋的消极因子(同伴疏远)则显

对常规适应的预测作用处于边缘性显著水平

著高于留守农民子女。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与

(p=0.088)，其余均处于显著或极其显著水平(p <0.05

学校适应存在显著的相关。在控制性别和年龄段

或 p <0.01)。

后，返乡农民工子女同伴依恋对其学校适应具有显

学校适应通常被视作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指

著的预测作用。

标。有研究发现，同伴依恋各维度与心理健康存在
[9]

以上说明，同伴依恋对返乡农民工子女学校适

显著相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返乡农民工子女的

应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和家长

同伴信任、同伴沟通维度与学校适应及其 5 个维度

可从同伴依恋方面着手，一方面，增强他们与同伴

存在显著正相关，同伴疏远则与学校适应及其 5 个

之间的交流，培养他们对同伴的信任感，从而强化

维度存在显著负相关，而且在控制性别、年龄段的

他们与新同伴建立新的情感联结，使他们能够尽快

影响后，同伴依恋对学校适应具有显著的预测作

地从新环境中得到情感补偿；另一方，学校应采用

用。具体而言：其一，信任是形成亲密关系的重要

措施鼓励当地学生主动接纳和帮助返乡农民工子

条件，信任同伴者更容易与同伴发展亲密关系和获

女，最终使返乡农民工子女更好地适应新的学校生

得友谊，进而取得同伴支持，促进学校适应。相关

活并健康发展。

研究显示，个体信任倾向越高，个体人际适应、自
我适应和情绪适应就越好，而且信任倾向能直接预
测自我适应。[15]其二，同伴沟通是信息传递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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