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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艾影响儿童教师支持与一般自我效
能感的关系：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
赵申苒，郭腾飞，王明辉
（河南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所，
开封 475004）
【摘要】 目的：探讨教师支持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以及学校归属感在二者之间的作用。方
法：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教师支持量表和学校归属感问卷对 188 名受艾滋影响儿童进行调查。结果：①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呈正相关，教师支持与学校归属感呈正相关；②教师支持
显著正向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结论：
教师支持能
够提高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
但不能忽视其学校归属感在该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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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the
Children Affected by HIV/AID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chool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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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support and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of the children

affected by HIV/AIDS and the role of school belonging in this relatoinship.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88 students by using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Teacher Support Scale and School Belonging Questionnaire in
Henan province. Results: ①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children` general self-efficacy, teacher
support and school belonging. ②Teacher support predicted general self-efficacy significantly, and school belonging played
a complete mediation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Thus teacher support affects general self-efficacy by the complete mediation
effect of school belo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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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艾滋病影响儿童(以下简称受艾影响儿童)是

在心理和行为机能的发挥中具有重要作用，即人具

指自身患有艾滋病、为艾滋病患者遗孤、父母一方因

有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个体不只是环境的

艾滋病去世或者父母双方均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四

被动反应者，还是环境的主动塑造者。自我效能感

种情况之一的不满 18 岁儿童 。研究表明受艾影响
[1]

是个体应对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自信程度 [7]，本质上

儿童往往表现出心理和行为两方面的问题，由于遭

反映了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掌控。研究发现，自我

受社会的歧视、内在或自我歧视以及不公正对待，受

效能感能影响个体对待生活事件的态度和情绪，自

艾影响儿童往往缺乏安全感，承受严重的孤独感，容

我效能感低的个体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易产生焦虑

[2]

易陷入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和情感 ，经常否定自
[3]

和无助感，相反，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对自己处理生

我价值和排斥自我接纳 。从行为上来看，受艾影

活事件的能力有足够的信心，在不良情景中的身心

响儿童表现出较多的退缩行为，在竞争性的活动中

发展状况也更为理想[8]。自我效能感是认知转化为

常选择沉默或逃避，
在学校中出现适应不良、面对学

行为的中介,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评估结果来调整和

习任务信心不足，遇到困难时自主能力较低等

[4-6]

。

促进适应性行为的产生，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学

那么，如何改善受艾影响儿童的心理和行为？如何

校和城市适应正相关 [9]，而且良好的自我效能感有

改善受艾影响儿童面对不利情景时产生的消极情感

助于对这种适应行为的维持 [10]。因此，自我效能感

和较低的自主行为？

作为自我调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受艾影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个体的主体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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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儿童不良情景中产生的消极情绪和低自主行为进
而塑造积极情感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具有可塑性 [11]，
且自我效能的发展模型指出，个人和情景是自我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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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形成的重要来源[12]。教师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
的重要“引路人”，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
用。尤其是对受艾影响儿童而言，来自教师的支持
可以帮助其调整自我认知、改善自我评价进而肯定
自我价值。因此，提升受艾影响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教师支持是不容忽视的情景因素。同时，学校是适
龄儿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场所，学生对学校的认知
和归属感对其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校归
属感对学生的意义在于能提升学生的自我评价，赋

个条目，采用 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5 点计

分，总分越高表明感受到的教师支持越高。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4。
1.2.3

naire） 采用 Anderman 学校归属感问卷中文版 [17]，
共 5 个条目，单维结构，采用 1（非常不符合）~6（非常

符合）6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学校归属感越强。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95。
1.3

[13]

予积极的生活意义，增强生命效能感 。此外，研究
[14]

表明，社会支持可以有效预测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
教师作为学生社会化中的重要他人，学生获得教师

学校归属感问卷（School Beloning Question⁃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20.0 和 Mplus7.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

计、相关分析等，采用偏校正的 Bootstrap 对学校归属

感在教师支持和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中的中介效应进

的支持能在心理上感到被认可和接纳，有效促进归

行估计。

属感的形成，
而学校归属感对学生自我概念的发展、

2

生活意义感受以及能力信念的正向评价具有积极的
作用，从而促进学生形成积极地自我评价[15]，最终提

2.1

高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探讨教师支持对受艾影
响儿童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积极影响，然后引入学校
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对自我效能感诱因的作用机
制进行探讨。本研究将受艾影响儿童自我效能感诱
因的外在情景因素（教师支持）和个体内在因素（学
校归属感）有机结合，以期为受艾影响儿童自我效能
感的塑造和提高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结

果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Harman 单因素的方法检验本研究是否存

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未旋转析出 3 个公因子，最大方差解释率为 35.20%，
低于 40%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构建竞争模型检验变量的结构效度，
结果如表 1 所示，预设的三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
均达到临界值标准，单因子模型各项拟合不理想，因
此研究中所使用的构念具有良好区分性和有效性。
表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河南省受艾滋病影响严重地区的初一至初

三的受艾影响在校学生，经过事先调查和了解，
以学
校为单位对受艾影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单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研究变量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χ2
df RMSEA CFI TLI SRMR
2030.52 230
0.20
0.42 0.36 0.20
484.67 227
0.08
0.92 0.91 0.05

注：单因子模型为：一般自我效能感+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
三因子模型为：
一般自我效能感，
教师支持，
学校归属感。

21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88 份，有效回收率 89.52%；

2.2

女生 98 人（52.13%）；初一 132 人（70.21%），初二 10

校归属感显著正相关，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学校归属

研究对象年龄为 14.24±1.32 岁；
男生 90 人（47.87%），
人（5.32%），
初三 46 人（24.47%）。
1.2

表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采用王才康编制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
量表 ，共 10 个条目，单维结构，采用 1（完全不正
[16]

确）~4（完全正确）4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一般自我

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表 2 结果表明，教师支持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学

感呈正相关。

工具

1.2.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相关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相关

1 一般自我效能感
2 教师支持
3 学校归属感

M
2.64
24.44
21.59

SD
0.57
6.81
6.02

1
1
0.26**
0.31**

注：
*P<0.05，
**P<0.01，
***P<0.001，
下同。

2

3

1
0.33**

1

数为 0.90。

2.3

用 What Is Happening In This Class（WIHIC）问卷中

建模容易产生较大的参数估计偏倚 [18]，为了准确和

1.2.2

教师支持量表（Teacher Support Scale） 采

的教师支持（Teacher Support）分量表中文版 [17]，共 8

学校归属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直接采用原始题目

稳定地估计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采用随机打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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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进行打包，假设模型拟合指数：χ2=33.25，df=

校归属感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显著（r=0.25，P<

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未加入学校归属

对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性水平（r=

24，RMSEA=0.05，CFI=0.99，TLI=0.99，SRMR=0.04。

0.05），加入学校归属感这一中介变量后，教师支持

感变量时，教师支持对一般自我效能感（r=0.25，P<

0.17，P>0.05）。

0.05），学校归属感（r=0.33，P<0.01）的影响显著；学
归属感 1

0.89***

教师支持 1
教师支持 2
教师支持 3

归属感 2

0.97***

0.83***

0.33**

0.96***

教师支持

0.88***

0.17（0.25*）

0.25*

0.76***

一般自我效能

0.90*** 一般自我效能感 2
0.84***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效应图

自我效能感间的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因此间接效应显著，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一
般自我效能感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一

般自我效能感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
教师支持 →归属感→自我效能感

讨

一般自我效能感 1

一般自我效能感 3

表 3 结果表明，学校归属感在教师支持和一般

3

0.89***

学校归属感

图1

表3

归属感 3

Bootstrap
95%CI
0.08* 0.04 0.01 0.16

估计值 SE

论

本研究发现教师支持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受艾
影响儿童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13]。由于自身的“特殊”状况，受艾
影响儿童容易遭受歧视和孤立，这种不利的处境往
往会使儿童青少年产生消极认知和否定自我价值，
从而表现出较低的自我效能。根据处境不利—挫
折/压力—适应不良模式，这种不利处境又会对儿童
青少年造成压力，容易使儿童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
遭受挫折，进一步导致儿童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降
低。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支持，一方面教师支持能
够为改善这种不利处境提供有效外部资源，如通过
互联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对艾滋病的传播形成正确
认知，减少因同伴的歧视和孤立所带来的消极情感
和行为的影响。同时，教师在儿童青少年遭遇挫折
后及时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能够促使受艾影响儿童
从遭受挫折的消极情绪中积极恢复，避免过度消极

的自我认知和评价；另一方面，
获得教师的支持和认
可对学生而言是一种无形的激励，能够促进学生形
成积极的自我认知，不断增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从
而产生较强的自信心和积极的效能评价[12]。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支持对于受艾影响儿童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是通过学校归属感这一中介
变量实现。根据个人-环境-行为的三元交互理论
的观点，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外部环境和人的内部因
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学校归属感是个体与学校环境
相互作用后产生的主观心理感受，其本质是被所在
群体的认可和接纳。教师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
要他人，是学生与学校相互联结的桥梁和纽带，
教师
对学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对学校的主观
感受，来自教师支持可以使学生感到被学校接纳和
认可。因此，良好的教师支持感可以促进学生学校
归属感的形成。学校归属感本质上是一种积极的心
理感受，拥有较高学校归属感的学生能够在集体中
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产生被尊重和被认可的积
极情感体验，而正向情感体验可以提高学生对自己
能力的认可和评价，这种在学校生活中的积极情感
体验和成功经历是个体自我效能形成的重要来源，
对自我效能感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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