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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学龄期儿童攻击行为与对“二孩冶接纳程度关系的研究

吴若瑶1,姚荣英1,杨少萌1,蒋志成2,王帮璇1,元永艇1

[摘要]目的:了解城市学龄期儿童对“二孩冶的接纳情况,探索其攻击行为与对“二孩冶的接纳程度的关系。 方法:采取分层整

群抽样方法,选取蚌埠市三所小学,抽取 2 ~ 6 年级共计 926 名小学生中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排行老大(简称“一孩冶)
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为儿童基本情况、儿童 12 - 条目攻击行为自评量表、家庭状况、接纳状况评估问卷四部分。
结果:926 名小学生中,独生子女 531 名(57. 34% )、“一孩冶395 名(42. 66% )。 “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率明显高于独生子女对

“二孩冶的接纳率(P < 0. 01)。 “一孩冶在躯体攻击维度的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在该维度的得分(P < 0. 0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躯体攻击和语言攻击倾向高是独生子女对“二孩冶接纳的制约因素。 年龄增长是“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的促进

因素。 而躯体攻击、语言攻击和敌意倾向高是“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的制约因素。 结论:为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减少儿童攻

击行为并改善同胞接纳情况,建议父母做好独生子女和“一孩冶的心理疏导工作,采用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学校可以尝试混

龄教育模式,为儿童父母开展家长学校,促进儿童的“二孩冶接纳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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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chool鄄age
children忆s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acceptance of second鄄born children

WU Ruo鄄yao1,YAO Rong鄄ying1,YANG Shao鄄meng1,JIANG Zhi鄄cheng2,WANG Bang鄄xuan1,YUAN Yong鄄ting1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2.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learn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by urban school鄄age children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Methods: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select three schools in Bengbu city. A total of 926 the only children and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of primary school from the
second to sixth grade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content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children,the 12鄄item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family status and acceptance status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re were 531
(57. 34% ) the only children and 395 (42. 66% )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among the 926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acceptance rat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by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y the only children (P < 0. 01). The score of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in the physical aggression dimen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nly children (P < 0. 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igh tendency of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language aggression were the limiting factors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by the only children,age growth w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by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and the high tendency of physical aggression,language aggression and hostility were the restricting
factors for the acceptance of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by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Conclusions:In order to promote children忆s social
development,reduce children忆s aggression and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compatriots,it is recommended that parents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the only children and the first鄄born children and adopt democratic and equal education mode,and
schools can try mixed鄄age education models and carry out family school for parents to promote children忆s acceptance for the second鄄born
children.
[Key words] abnormal behavior of children;school鄄age;aggression;second鄄born children;acceptance

摇 摇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开放“单独二胎冶政策

之后,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在这一人口与生育政策

鼓励之下,未来更多儿童青少年将从独生子女进入

同胞关系[1]。 同胞关系是家庭系统中最直接、最持

久的人际纽带,是儿童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指

标之一[2]。 儿童对“二孩冶的接纳程度是其将来或

现有同胞关系的表现。 儿童早期消极同胞关系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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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期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正相关关

系[3],而攻击行为则是儿童青少年外化行为问题之

一[4]。 攻击行为不仅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还
会对儿童的同伴关系产生不利影响[5 - 6],横断研

究[7 - 9]结果表明,同伴攻击行为与同胞攻击行为紧

密相关,进而造成消极的同胞关系。 以往研究[10 - 11]

大多考虑亲子关系、家庭情况对同胞关系的影响,对
儿童攻击行为与“二孩冶接纳程度关系的研究未见

报道。 为此,本研究以蚌埠市三所学校 2 ~ 6 年级共

计 1 353 名小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寻

求儿童攻击行为与对“二孩冶的接纳程度的关系,可
为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和“二孩冶政策顺利实施的

干预措施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 摇 2017 年 9 - 12 月,采用分层整群

抽样方法,在蚌埠市抽取 3 所小学 2 ~ 6 年级学生中

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的老大(简称“一孩冶)
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 1 002 名。 剔除

问卷信息不全和逻辑问题者,得有效问卷 926 名,有
效率 92. 42% 。 其中独生子女 531 名(57. 34% )、
“一孩冶395 名(42. 66% )。 男生 496 名(53. 56% ),
女生 430 名(46. 44% );年龄 7 ~ 12 岁;其中二年级

169 名(18. 25% ),三年级 144 名(15. 56% ),四年级

240 名(25. 92% ),五年级 262 名(28. 28% ),六年级

111 名(11. 99% )。 本项目经蚌埠医学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伦理审查,所有研究对象的监护人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
1. 2摇 研究方法摇
1. 2. 1摇 问卷编制与内容 摇 采用查阅文献[11]、专家

咨询和课题组成员讨论法,自行编制调查问卷。 问

卷包含三个部分:儿童基本情况、家庭状况和对“二
孩冶接纳程度评估。 儿童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
年级等。 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主要陪伴成员、自
评经济状况、父母文化程度、儿童家中排行等。 对

“二孩冶接纳状况评估分为独生子女问卷和“一孩冶
问卷。 (1)独生子女问卷,有 8 个条目均设置为假

设命题,评估独生子女对父母再生“二孩冶的接纳程

度,其中 7 条为不同层面的评估,1 条为总体评估;
(2)“一孩冶问卷,评估 “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程

度,共有 8 个条目,其中 7 条为不同层面的评估,1
条为总体评估。 每个条目采用 1 ~ 3 分的 3 级评分,
最后计算总分,分数越高代表对“二孩冶接纳程度越

高。 独生子对“二孩冶和“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程度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15
和 0. 793。
1. 2. 2摇 攻击行为评定摇 采用儿童 12鄄条目攻击行为

自评量表(12鄄item agression questionnaire,AQ),每个

条目采用 1 ~ 5 分的 5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

有攻击行为。 包含四个因子,分别为躯体攻击、语言

攻击、愤怒和敌意。 每个因子 3 个条目。 量表内部

一致性总的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753,各因子内部

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641、0. 502、0. 586 和

0. 564。
1. 3摇 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摇
1. 3. 1摇 调查方法 摇 2017 年 9 - 12 月,采用自行设

计的问卷,以班级为单位,由 1 名调查员逐项宣读问

卷内容,2 名调查员协助指导学生填写问卷的形式

进行调查。 问卷现场发放,填写完毕立即收回。
1. 3. 2 摇 质量控制 摇 (1)调查前对调查员统一培训

合格后方可具有调查资格;(2)进行预调查,预调查

中发现一年级学生对问卷内容理解困难,可行性差,
二年级及其以上年级学生对问卷内容理解较易,可
行性好。 因此,对预调查问卷问卷修订后,仅对 2 ~
6 年级学生进行调查;(3)采用 Epdata3. 1 软件对数

据进行双录入和核查。
1. 4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秩和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学生对“二孩冶接纳程度情况摇 结果显示

接纳程度评分为偏态分布,因此接纳程度的平均水

平采用中位数(M)表示。 531 名独生子女对“二孩冶
接纳程度评分 M = 19,295 名“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

程度评分M =17。 按照接纳程度评分 < M 设为不接

纳,逸M 的设为接纳。 总接纳率为 59. 40% ,“一孩冶
对“二孩冶接纳率为 64. 56% ,明显高于独生子女对

“二孩冶的接纳率 55. 56% (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独生子女和“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率比较[n;百
分率(% )]

分组 接纳 不接纳 合计 字2 P

独生子女 295(55. 56) 236(44. 44) 531

“一孩冶 255(64. 56) 140(35. 44) 395 7. 61 < 0. 01

合计 550(59. 40) 376(40. 60) 926

2. 2摇 2 组学生攻击行为情况的比较摇 结果显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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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攻击行为及其四个维度评分均为偏态分布,因此

综合攻击行为及其四维度得分的平均水平采用中位

数(M)表示。 531 名独生子女的综合攻击分数 M =
24,躯体攻击、语言攻击、愤怒和敌意四个维度评分

分别 M = 4、7、7、6。 295 名“一孩冶的综合攻击分数

M =25,四个维度评分分别 M =5、7、7、6。 “一孩冶在
躯体攻击维度的得分高于独生子女在该维度的得分

(P < 0. 01)(见表 2)。

摇 表 2 摇 独生子女与 “一孩冶的攻击行为状况的比较 [M
(P25 ~ P75)]

分组 攻击 躯体攻击 语言攻击 愤怒 敌意

独生子女 24(20 ~ 30) 4(3 ~ 7) 7(5 ~ 8) 7(5 ~ 9) 6(4 ~ 8)

“一孩冶 25(20 ~ 30) 5(3 ~ 7) 7(5 ~ 8) 7(4 ~ 9) 6(4 ~ 8)

Z - 1. 393 - 2. 661 - 0. 282 - 0. 687 - 0. 576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2. 3摇 对“二孩冶接纳程度与攻击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摇 2. 3. 1摇 独生子女对“二孩冶接纳程度的单因素分

析摇 独生子女对“二孩冶的接纳率在攻击及其四维

度的低、中、高三水平组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接纳者在总体攻击行为、躯体攻击、语
言攻击、愤怒和敌意的低、中、高三组中所占比例逐

渐减少(见表 3)。

摇 表 3摇 独生子女对“二孩冶的接纳状况的单因素分析[n;百
分率(% )]

特征 接纳 不接纳 合计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174(54. 89)
121(56. 54)

143(45. 11)
93(43. 46)

317
214

0. 14 > 0. 05

年龄 /岁

摇 7 16(42. 11) 22(57. 89) 38

摇 8 46(56. 10) 36(43. 90) 82

摇 9 68(64. 15) 38(35. 85) 106 8. 52 > 0. 05

摇 10 89(57. 79) 65(42. 21) 154

摇 11 53(52. 48) 48(47. 52) 101

摇 12 23(46. 00) 27(54. 00) 50

攻击

摇 臆P25 115(69. 28) 51(30. 72) 166

摇 > P25 ~ < P75 131(57. 46) 97(42. 54) 228 34. 72 < 0. 01

摇 逸P75 49(35. 77) 88(64. 23) 137

躯体

摇 臆P25 134(64. 11) 75(35. 89) 209

摇 > P25 ~ < P75 95(53. 67) 82(46. 33) 177 12. 37 < 0. 01

摇 逸P75 66(45. 52) 79(54. 48) 145

续表 3

特征 接纳 不接纳 合计 字2 P

语言

摇 臆P25 94(63. 09) 55(36. 91) 149

摇 > P25 ~ < P75 116(60. 10) 77(39. 90) 193 13. 61 < 0. 01

摇 逸P75 85(44. 97) 104(55. 03) 189

愤怒

摇 臆P25 124(65. 96) 64(34. 04) 188

摇 > P25 ~ < P75 102(54. 55) 85(45. 45) 187 16. 42 < 0. 01

摇 逸P75 69(44. 23) 87(55. 77) 156

敌意

摇 臆P25 128(67. 02) 63(32. 98) 191

摇 > P25 ~ < P75 101(52. 06) 93(47. 94) 194 17. 45 < 0. 01

摇 逸P75 66(45. 21) 80(54. 79) 146

2. 3. 2摇 “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程度的单因素分析摇
“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率在年龄上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1),并且在总体攻击行为、躯体攻

击、语言攻击和敌意的低、中、高三水平组中差异也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接纳者在攻击、躯体

攻击、语言攻击和敌意的低、中、高三水平组中所占

比例逐渐减少(见表 4)。

摇 表 4摇 “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状况单的因素分析[n;百
分率(% )]

特征 摇 接纳 摇 不接纳 合计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摇 摇 116(64. 80)
摇 摇 139(64. 35)

摇 摇 63(35. 20)
摇 摇 77(35. 65)

179
216

0. 01 > 0. 05

年龄 / 岁
摇 7 17(65. 38) 9(34. 62) 26

摇 8 34(54. 84) 28(45. 16) 62

摇 9 51(68. 92) 23(31. 08) 74 18. 59 < 0. 01

摇 10 71(69. 61) 31(30. 39) 102

摇 11 63(74. 12) 22(25. 88) 85

摇 12 19(41. 30) 27(58. 70) 46
攻击

摇 臆P25 90(82. 57) 19(17. 43) 109

摇 > P25 ~ < P75 110(63. 22) 64(36. 78) 174 27. 28 < 0. 01

摇 逸P75 55(49. 11) 57(50. 89) 112
躯体

摇 臆P25 102(80. 95) 24(19. 05) 126
摇 > P25 ~ < P75 84(61. 31) 53(38. 69) 137 24. 14 < 0. 01
摇 逸P75 69(52. 27) 63(47. 73) 132
语言

摇 臆P25 84(71. 79) 33(28. 21) 117

摇 > P25 ~ < P75 104(70. 27) 44(29. 73) 148 14. 42 < 0. 01

摇 逸P75 67(51. 54) 63(48. 4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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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

特征 摇 摇 接纳 摇 不接纳 合计 字2 P

愤怒

摇 臆P25 摇 摇 摇 73(72. 28)摇 摇 28(27. 72) 101

摇 > P25 ~ < P75 113(63. 84) 64(36. 16) 177 4. 26 > 0. 05

摇 逸P75 69(58. 97) 48(41. 03) 117

敌意

摇 臆P25 95(76. 00) 30(24. 00) 125

摇 > P25 ~ < P75 108(66. 26) 55(33. 74) 163 19. 27 < 0. 01

摇 逸P75 52(48. 60) 55(51. 40) 107

2. 4摇 独生子女与“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程度与攻击

行为的多因素分析摇
2. 4. 1摇 独生子女对“二孩冶接纳程度的多因素分析

摇 以独生子女对“二孩冶是否接纳为因变量,以有统

计学意义的变量攻击、躯体攻击、语言攻击、愤怒和

敌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显示,躯体攻击和语言攻击倾向高是独生子女对

“二孩冶接纳的制约因素(见表 5)。
2. 4. 2摇 “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程度的多因素分析摇
以“一孩冶对“二孩冶是否接纳为因变量,以有统计学

意义的变量年龄、攻击、躯体攻击、语言攻击和敌意

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

示,从 9 岁开始,年龄增长是“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

的促进因素(P < 0. 01)。 而躯体攻击、语言攻击和

敌意倾向高是“一孩冶对“二孩冶 接纳的制约因素

(P < 0. 05 ~ P < 0. 01)(见表 5)。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发现蚌埠市学龄期儿童对“二孩冶接纳

率较低,接近一半(40. 60% )的儿童不接纳“二孩冶,
但“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率 64. 56% ,明显高于独生

子女对“二孩冶的接纳率 55. 56% 。 这是因为独生子

女自出生以来便处于家庭的中心地位,被视为家庭

的轴心。 第二个孩子的来临会使家庭结构发生变

化,家庭结构核心化所带来的优势会阻碍独生子女

对“二孩冶手足的接纳。 另外独生子女平时缺乏玩

伴,集体的教育力量在他们身上很难反映出来,由于

缺乏与大自然接触、与伙伴们交流,导致孩子们无法

建立起对外界的信任与正常交流的渠道,容易表现

得脆弱和以自我为中心,进而影响其对同胞手足的

接纳度[12]。 再者,许多家长自身并非独生子女,他
们对传统的多孩教育方法比较熟悉,对独生子女缺

乏经验和相关方法指导,因此他们只能在摸索中不

断调整方式方法[13]。 专制、溺爱与放任的教养方式

容易滋生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安全感、自傲或自

卑等个性特点,这些都会成为儿童接纳同胞的阻碍,
降低同胞关系的和谐程度[14]。 何路[13] 调查发现,
许多独生子女对“二孩冶加入家庭的看法较为消极,
无论是对未来的家庭生活,还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 其中在家庭成员方面,表现为对亲子和同胞之

间的关系和相处方式比较担忧。 他们对家庭角色的

认知存在不足,在家庭角色的转变上存在一定困难,
所以他们对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表现出焦虑。 他们

对“二孩冶生育的反对,恰恰表现出他们在亲情观方

面的缺乏。 而对于“二孩冶而言,更接纳的原因可能

是已有弟弟妹妹的儿童,会从弟弟、妹妹的特点上更

加具体化地考量,例如他们喜欢弟弟妹妹可爱、帅、
聪明。 不仅是由于弟弟妹妹满足了自身对玩伴的需

求,更是因为父母的适当教育和引导有助于帮助幼

儿形成对“二孩冶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认知,进而影响

他们对弟弟妹妹的接纳态度[15]。 并且儿童在享受

独生子女的过程中,已了解到父母角色所拥有的实

际权力和作为权力的象征,当“二孩冶出生后,独生

子女转变为长子女,这种角色转变使其拥有与父母

类似的权力教养“二孩冶。 这一角色满足了幼儿对

权力的热求和渴望,在成为哥哥、姐姐的过程中获得

了成就感[16]。

摇 表 5摇 独生子女和“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状况与攻击行

为多因素分析结果

分组 自变量 B SE Wald字2 P OR(95% CI)

独生子女

躯体攻击 - 0. 105 0. 038 7. 708 < 0. 01 0. 901(0. 837 ~ 0. 970)

语言攻击 - 0. 090 0. 042 4. 458 < 0. 05 0. 914(0. 841 ~ 0. 994)

愤怒 - 0. 044 0. 034 1. 676 > 0. 05 0. 957(0. 896 ~ 1. 023)

敌意 - 0. 063 0. 039 2. 637 > 0. 05 0. 939(0. 869 ~ 1. 013)

常量 2. 079 0. 350 35. 342 < 0. 01 8. 000

“一孩冶

年龄 / 岁

摇 7 0. 781 0. 532 2. 151 > 0. 05 2. 183(0. 769 ~ 6. 197)

摇 8 0. 491 0. 416 1. 398 > 0. 05 1. 635(0. 724 ~ 3. 692)

摇 9 1. 259 0. 414 9. 241 < 0. 01 3. 520(1. 564 ~ 7. 925)

摇 10 1. 173 0. 388 9. 159 < 0. 01 3. 232(1. 512 ~ 6. 908)

摇 11 1. 300 0. 409 10. 116 < 0. 01 3. 669(1. 647 ~ 8. 176)

躯体攻击 - 0. 142 0. 044 10. 205 < 0. 01 0. 868(0. 796 ~ 0. 947)

语言攻击 - 0. 121 0. 054 5. 117 < 0. 05 0. 886(0. 798 ~ 0. 984)

愤怒 0. 019 0. 041 0. 211 > 0. 05 1. 019(0. 940 ~ 1. 105)

敌意 - 0. 100 0. 050 3. 935 < 0. 05 0. 905(0. 820 - 0. 999)

常量 1. 816 0. 540 11. 321 < 0. 01 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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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本次对接纳程度与攻击行为关系的研究显示,
“一孩冶在躯体攻击维度的得分与独生子女在该维

度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一孩冶得分高于独

生子女得分。 这一结论与 YUCEL 等[17 - 19]研究结果

有异,先前的研究大都认为与独生子女相比,拥有

1 ~ 2个兄弟姐妹能够增强儿童的社会情绪理解能

力、同伴交往能力,增加其亲社会行为,降低其外化

问题行为。 但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儿

童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水平,同胞关系质量是一个

更重要的影响指标[1]。 积极的同胞关系对于儿童

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其应对外界

风险的保护性因素;而消极的同胞关系往往会导致

儿童青少年产生各种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行为,是
影响其社会性发展的危险性因素[20 - 21]。 本研究中

的“一孩冶比独生子女更加接纳“二孩冶,本应该比独

生子女具有更少的攻击行为,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恰

好相反,可能的原因是独生子女并不是攻击性增加

的危险因素,作为独生子女的孤单不一定会增加儿

童攻击性[22]。 并且 SONG 等[23] 研究发现孩子在兄

弟姐妹出生前的攻击性行为问题预示着孩子在出生

后对兄弟姐妹的敌对行为会增加。 赵凤青等[1] 从

心理功能角度将同胞关系划分为积极同胞关系和消

极同胞关系两个方面。 既温暖亲密又有相互冲突与

竞争,因此它在温暖和冲突两个维度上并不是彼此

对立的。 由此我们可知原本具有攻击性的独生子女

转变为“一孩冶时会增加其同胞相处时的攻击性,并
且年龄较小的孩子通常对身体更具攻击性,也倾向

于进行更多兄弟姐妹的侵略[24 - 25],因此“一孩冶比

独生子女更具有躯体攻击性。 而良好的同胞接纳关

系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同胞间的冲突和竞争,所
以在“一孩冶比独生子女更具躯体攻击性时,也能同

时具有更高的“二孩冶接纳度。
本研究发现躯体攻击和语言攻击倾向高是独生

子女对“二孩冶接纳的制约因素。 可能的原因是攻

击行为不仅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还会对儿童

的同伴关系产生不利影响[5 - 6],比如遭受同伴拒绝、
朋友数量较少,甚至遭受同伴欺负等。 同伴关系不

良的儿童受到更多人际交往的打击,因此更有可能

拒绝接纳同胞的出现。 而躯体攻击、语言攻击和敌

意倾向高是“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的制约因素。 可

能的原因是具有更大破坏性行为问题的年轻人会对

兄弟姐妹更具攻击性[26],并且表现出攻击性的青少

年容易冲动,较多的采用消极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调

节能力差[27]。 因此攻击性强的儿童会产生更多的

同胞攻击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进而影响

“一孩冶和“二孩冶间的同胞关系,造成较差的同胞接

纳水平。 由此可以发现,对比独生子女,已具有事实

意义同胞的“一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多出敌意这一

制约因素。 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一孩冶比独生

子女更具有更攻击性,而 BAILEY 等[28 - 29]研究都表

明高攻击性的儿童青少年会出现高敌意归因偏向,
并表现出较多的攻击行为。 并且“一孩冶在与事实

同胞相处的过程中难免发生摩擦,较之独生子女而

言,会产生较多敌意,进而影响其同胞接纳程度。
本研究探究其他因素对“二孩冶接纳的影响,发

现年龄增长是“一孩冶对“二孩冶接纳的促进因素。
这点与 VOLLING 等[30 - 31] 的研究结论一致,同胞关

系质量的高低可能会受到儿童年龄的影响。 可能的

原因是 7 ~ 12 岁的儿童已进入了具体运算阶段,该
阶段的儿童开始寻求个人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儿童

会用他们已提高了的推理能力去解决人际关系问题

和安排个人生活。 这时期儿童思维的显著特点就是

逻辑性增强,尤其是在解决问题方面,她们可以比较

两种对立的理论,从自己和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且
能利用这些信息制定达到目标的策略。 具体运算阶

段的儿童已经克服了“自我中心性冶 [12],已经能够从

父母的立场考虑问题,能够理解父母对弟弟妹妹照

顾更多的行为,因此随着“一孩冶年龄的增长,会更

加能够接纳“二孩冶的出现。 并且“一孩冶在年龄的

增长中与自己的弟弟妹妹进行磨合,自然会越来越

能够习惯和接纳“二孩冶,并且父母也会在其中起到

引导和教育的作用,故而“一孩冶的年龄增长会促进

其对“二孩冶的接纳程度,但独生子女虽然年龄也会

增长,心理上也会逐渐成熟,以自我为中心也会减

少,但毕竟还是家中唯一的孩子,是家庭结构的核

心,在实际的同胞到来前,年龄对其同胞接纳的促进

作用都不会太大。
据以上结论对广大儿童父母提出以下建议:

(1)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头胎子女对“二孩冶的接纳存

在密切联系。 父母对孩子采取民主公正的态度,帮
助孩子学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父母爱心的流露

以及对孩子攻击性行为的恰当制止,将促使孩子更

懂得关心和帮助他人,从而有助于提高其对弟弟 /妹
妹的接纳水平[12]。 (2)父母应当注意孩子的情绪、
行为问题,及时地予以沟通和疏导,在“二孩冶的生

育或同胞相处问题上予以独生子女或“一孩冶更多

的耐心劝导。 独生子女父母需要在生育“二孩冶前

对孩子进行充分足够的心理沟通,为弟弟妹妹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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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铺垫。 “一孩冶父母尤其需要在“一孩冶进入和

适应同胞关系的那段时间,保证父母对“一孩冶的陪

伴和沟通,减少其抵触的情绪和行为。 (3)对具有

躯体攻击和语言攻击倾向的儿童予以更多的关注和

陪伴教育,了解孩子攻击的心理动机,加以有效的疏

导。 必要时求助心理咨询人员的帮助,减少“一孩冶
对“二孩冶的排斥和两者间的矛盾冲突,促进独生子

女的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对“二孩冶到来的接纳。
对学校的建议:(1)学校应当配有专业的心理

老师对儿童们进行同胞关系的教育,对有攻击行为

和倾向的儿童进行专业的教导。 (2)家长学校是家

长们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的重要场所[12]。 应当定时

邀请儿童心理教育学专家来为家长们上课,建立定

期的家长学校,向家长们普及儿童心理行为、社会发

展、同胞关系协调的知识,为父母们提供沟通、学习

的平台,引导父母们以正确的方式让独生子女和

“一孩冶接纳“二孩冶并与其融洽相处,达到生育“二
孩冶本来的目的。 (3)尝试混龄教学模式。 混龄教

学模式的应用不仅能为儿童创设一种自然的学习环

境,更可以给孩子提供异龄观摩的学习机会,有利于

提高独生子女与不同年龄孩子和谐相处的能力,从
而为将要成为哥哥姐姐的独生子女们做好心理准

备[3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影响独生子女和“一

孩冶对“二孩冶的接纳程度的因素很复杂,如家庭结

构、父母教养方式、儿童自身气质等。 本研究仅控制

了性别、年龄等变量,仅研究了攻击倾向高低对低年

级小学生“二孩冶接纳的影响,没有纳入其他因素。
以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父母教养方式等影响因素与儿

童攻击行为和“二孩冶接纳程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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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高校女大学生乳腺癌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

郑素格,张顺花,朱伟豪,樊婷婷,付宝月,巨年婷,张晓嵽

[摘要]目的:研究芜湖市高校女大学生乳腺癌知信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乳腺癌防治及健康教育提供建议和对策。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随机抽取芜湖市 4 所高校 600 名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芜湖市高校女大学生乳腺癌知识总知晓

率为 70. 79% ,乳腺癌态度总持有率为 71. 15% ,乳腺癌预防行为总形成率为 62. 31% 。 芜湖市高校医学专业学生知信行得分

高于其他专业,大五学生知信行得分最高,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知信行得分越高,接受过乳腺癌健康教育的学生知信行得分

高于未接受过教育的(P < 0. 05)。 乳腺癌知识、态度、行为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 专业、母亲受教育程度、乳腺癌健

康教育是乳腺癌知识的影响因素;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乳腺癌健康教育是态度的影响因素;专业、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
乳腺癌健康教育、乳腺癌家族史是行为的影响因素;专业、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乳腺癌健康教育是知信行的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论:芜湖市高校女大学生乳腺癌知识、态度尚可,行为略差,应进一步加强乳腺健康教育工作,提升高校

女大学生乳腺癌知信行水平。
[关键词] 乳腺肿瘤;女大学生;知信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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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鄄attitude鄄practice
of breast cancer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Wuhu city

ZHENG Su鄄ge,ZHANG Shun鄄hua,ZHU Wei鄄hao,FAN Ting鄄ting,FU Bao鄄yue,JU Nian鄄ting,ZHANG Xiao鄄die
(School of Medical Imag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鄄attitude鄄practice of breast cancer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Wuhu city,to provid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for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A total
of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in Wuhu c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fill in the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breast cancer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Wuhu city was 70. 79% ,the total attitude holding rate of
breast cancer was 71. 15% ,and the total formation rate of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behavior was 62. 31% . The score of knowledge鄄
attitude鄄practice of medical students in Wuhu cit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majors,the fifth year students had the highest score,the
score got higher 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ir mothers忆 education degree,and the students who had received breast cancer health education
scored higher than those who had not received education (P < 0. 05). The knowledge鄄attitude鄄practice of breast cancer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P < 0. 01). Profession,education degree of mother,and breast cancer health educ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reast cancer knowledge;grade,education degree of mother,and breast cancer health educ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ttitude;major,grade,education degree of mother,breast cancer health education,and family history of breast cancer were the

摇 摇 摇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actice; and major, grade, education
degree of mother,and breast cancer health educ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knowledge鄄attitude鄄practice. Conclusions: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breast cancer among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Wuhu city is generally positive, the
practice is slightly poor. The work of breast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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