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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是指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相一致，

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

的0-17岁儿童[1]。流动儿童作为所处环境的外来人

群，如何融入环境、与他人进行良好的人际交往是其

面临的重大挑战。社交焦虑被定义为一种常见的情

绪体验，由社交互动中对他人评价的强烈恐惧所触

发 [2]。严重的社交焦虑可能发展成社交焦虑障碍
[3]。已有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水平明显

高于所在城市儿童 [4]，持续的社交焦虑是其融入社

会的障碍，表现在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等方面[5]。

因此，研究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可以为改善流动儿

童的社会融入以及人际交往问题提供方向，具有重

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社交焦虑的成因研究表明，社交焦虑是个体的

内部因素（如认知加工）和外部环境（如家庭和同伴）

共同作用的结果。父母控制是儿童发展外部环境中

最微观和最基础的家庭因素之一[6]。父母在儿童青

少年情绪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7，8]。父母控

制包括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有研究者调查了442
名儿童（9-18岁），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社会适

应不良和社交焦虑密切相关[9]。父母心理控制是指

父母试图通过操纵亲子间的情感联结和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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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影响以及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父母心理控制问卷、自尊量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和社交焦虑量表对1063名11-14岁的流动儿童进

行调查。结果：（1）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社交焦虑；（2）父母心理控制通过三条路径间接预测社交焦虑：

自尊的中介作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链式中介作用。结论：流动儿童的父

母心理控制对其社交焦虑具有预测效应，这种效应的机制包括父母心理控制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自尊、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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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on social anxiety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uncertainty tolerance. Methods: Totally 1063 migrant children aged between 10
to 15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o complete the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sacle, the self-esteem scale,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and the social anxiety scale. Results: (1)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social
anxiety of migrant children; (2)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directly predicted social anxiety through three paths: mediat⁃
ing role of self-esteem, mediating role of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chain-mediated role of self-esteem and tolerance of un⁃
certainty.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control of migrant children has a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social anxiety. The
mechanism of this effect includes the direct effects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control and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self-esteem
and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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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和情绪感受加以控制，包

括限制言语表达、不肯定情绪感受、爱的撤回和诱发

内疚等形式，是一种侵入式的教养方式[10]。高心理

控制的父母可能会妨碍儿童青少年作为独立于父母

个体的发展，不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和适应外部社

会环境。有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父母大多采取消

极的教养方式[11]，流动儿童的社交焦虑与父母的消

极教养方式（拒绝和过度保护）呈正相关[3]。由此可

见，父母心理控制作为流动儿童家庭中重要的教养

行为，可能会对其社交焦虑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 1：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社交

焦虑。

家庭环境因素往往需要通过个体的内部因素发

生作用，故有必要对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

焦虑间的潜在机制做进一步探究。已有研究发现，

自尊与父母心理控制和社交焦虑关系密切，可能是

值得探究的中介变量。自尊是一种包含了能力和价

值的重要心理资源[12]，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

因素 [13]，与社交焦虑存在显著负相关 [14]。低自尊的

个体常以消极的方式评价自己，容易认为他人也以

同样的方式评价自己，在社会交往中这种预期的负

面评价将易导致社交焦虑的出现 [15]。还有研究表

明，流动儿童的自尊发展水平显著低于城市儿童[16]，

与父母心理控制这一消极的教养方式存在显著负相

关[17]。由此可见，流动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可能通过

对流动儿童的自尊造成一定损害，使得流动儿童形

成负面的自我评价，其自尊水平随之降低，当低自尊

的个体将内化的观念应用于社交情境中，预感到可

能产生负面评价时，焦虑体验会随即产生，甚至不断

膨胀 [18，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自尊在父母心

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根据社交焦虑成因的认知行为模型，社交焦虑

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加工失调，对外界信息处理

存在偏差。Jesse等研究者指出信息处理偏差是社

交焦虑产生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并对此进行了有

针对性的干预[20]。另有研究者发现，高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个体常出现信息处理偏差[21]，容易受到社交

活动中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感到压力和困扰[22]，

从而容易引发社交焦虑。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是指个

体面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时产生的一系列认知偏

差。这一认知偏差使个体倾向于认为不确定性情境

或事件是无法忍受的并且应该回避的，而不管该情

境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和导致的结果如何
[23]，是焦虑相关体验的核心特征 [24]，与广泛性焦虑

症、社交焦虑及抑郁等均存在显著相关，是担忧、焦

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形成和维持的重要因素 [25，26]。

根据Deci和Ryan提出的自我决定理论，每个个体都

有自我发展的需求，包括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和关系

需求[27]。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与青少年的幸福感及

适应行为之间具有高度相关[28]。父母心理控制则是

父母将自身的意愿强加在子女身上，阻碍儿童青少

年在自我决定理论提出的三种基本需要方面得到满

足，使其感受到压力和强制性，由此产生孤独和社交

适应不良，使得青少年面对外界不确定事件时缺乏

有效的应对措施[29]，会导致青少年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水平加重。由此可见，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很可能

是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间的个体认知

变量。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影响中起到

中介作用。

有研究发现，低自尊的青少年在面对生活中的

不确定性信息和情境时难免表现过度关注和负性认

知，进而导致高无法忍受不确定性[30]。此外，李志勇

等人的研究又指出大学生自尊会通过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对社交焦虑产生间接作用[31]。基于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4：自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父母心理控

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以班级为单位对温州市某初中

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100份，最终

回收有效问卷1063份，有效回收率96.64%。其中男

生 542名，女生 521名；初一学生 365名，初二学生

394名，初三学生 304名。年龄范围在 10-15岁之

间，平均年龄13.27岁，标准差为0.90。
1.2 研究工具

1.2.1 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Wang等人编制的

中文版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32]，该量表共有 18个题

目，包含“引发内疚感”、“收回关爱”、“坚持权威”三

个维度。采用 5点计分方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

“5=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即父母心理控制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0.92。
1.2.2 自尊量表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
[33]，该量表共有10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方法，从“1=
非常符合”到“4=很不符合”，得分越高即个体的自

尊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0.86。
1.2.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采用黄仁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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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34]，共有11个题目，采用5
点计分方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不能够忍受不确定性。本研

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0.90。
1.2.4 社交焦虑量表 采用Fenigstein等人编制的

社交焦虑量表[35]，共有6个题目，采用4点计分方法，

“0=一点也不像我”到“3=非常像我”，量表分数越

高，即个体的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该量表克

隆巴赫系数为0.77。
1.3 数据处理方法

使用 SPSS2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

析，使用Mplus7.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检验共同方

法偏差，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12个，首

个因子仅能解释17.65%的变异，小于40%的临界标

准[36]，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各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后对四个变量进行相关

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各变量间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其相关分析

注：**P<0.01。
2.3 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关系：

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Mplu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父母心理

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中介模型。首先，分析

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结

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0.00，CFI=1.00，
NNFI=1.00，SRMR=0.01，数据对模型拟合良好，父母

心理控制能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社交焦虑（γ=0.22，t=
7.36，P<0.001）。其次，分析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

效应，结果发现，模型拟合指标是：RMSEA =0.03，
CFI =0.99，TLI =0.99，SRMR =0.01，数据对模型拟合

良好。由图 1可以看出：父母心理控制负向预测自

尊（γ=-0.25，t=-7.17，P<0.001），自尊负向预测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γ=-0.31，t=-10.73，P<0.001），无法忍

受不确定性正向预测流动儿童社交焦虑（γ=0.34，t=
10.39，P<0.001）。另外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

交焦虑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γ=0.03，t=0.97，P>0.05）。
采用偏差矫正百分位Bootstrap（重复取样 1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首先，模型中的直接路径

为：父母心理控制→流动儿童社交焦虑，95%的置信

区间为[-0.03，0.09]，效应值为 0.03，区间包括 0，因
此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直接效应不

显著。其次，模型中的间接路径有三条：（1）父母心

理控制→自尊→流动儿童社交焦虑，95%的置信区

间为[0.02，0.08]，区间不包括 0，中介效应值为 0.05，
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自尊是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

童社交焦虑之间的中介变量，假设 2成立。（2）父母

心理控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流动儿童社交焦

虑，95%的置信区间为[0.06，0.14]，区间不包括 0，中
介效应值为0.10，中介效应显著，因此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是父母心理控制和流动儿童社交焦虑之间的中

介变量，假设 3成立。（3）父母心理控制→自尊→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流动儿童社交焦虑，95%的置信

区间为 [0.02，0.03]，区间不包括 0，中介效应值为

0.03，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因此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

定性在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关系中

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自尊 -0.3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25*** 0.33*** -0.25*** 0.34***
父母心理控制 0.03 流动儿童社交焦虑

注：***P<0.001。
图1 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模型图

3 讨 论

3.1 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与流动儿童

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研究假设 1得到验证。家

庭是流动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场所，父母对其成

长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为深远。10-15岁的流动儿

童处于强烈的独立自我意识发展阶段，他们希望能

尽快进入成人世界，发展自主需求和独立意识是该

阶段的一项重要发展任务[10]。而流动儿童父母往往

因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忙碌而缺乏时间，以及在教

养孩子的过程中缺乏适当的方法等原因无法给予子

女更多心理上的鼓励、关爱以及更好的教育投入。

因此，更易通过引发子女的内疚感、撤回关爱和坚持

权威来控制孩子的行为[37]，具体可能表现为强烈占

变量

1父母心理控制

2自尊

3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4社交焦虑

M
2.82
2.87
3.13
2.24

SD
0.87
0.57
0.90
0.68

1
-

-0.24**
0.39**
0.22**

2

-
-0.39**
-0.39**

3

-
0.4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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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欲，过度侵犯、保护、指导和控制，使得流动儿童自

主需要得不到满足，压抑的消极情绪和无法表露的

真实情感易引起对自我及他人的否定，进而在社会

交往中表现出独立、排斥和退缩的行为[38]，从而无法

很好地融入社会、与他人进行交往。因此，在流动儿

童家庭教育中，应建议父母减少以操控情绪情感和

坚持权威为手段的消极教养行为，尊重青春期孩子

的自主需求和独立自我意识的发展。

3.2 自尊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自尊在流动儿童父母心理控制和

社交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流动儿童父母心理

控制水平越高，流动儿童自尊水平越低，进而其社交

焦虑感也越明显，研究假设 2得到验证。流动儿童

父母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子女

受到的拒绝和惩罚等一系列消极的教养方式也就越

多，进而阻碍流动儿童积极自我的建立，进而影响对

其自我的肯定，从而增加了低自尊的风险[39]。有研

究显示，流动儿童的总体自尊水平低于普通城市儿

童[16]。自尊作为人际关系的监视器，其水平的降低

势必导致较高的社交焦虑[40]。自尊水平越高，个体

受到焦虑影响的风险越小，产生与焦虑相关行为的

可能性越小；反之，则更容易产生焦虑相关行为[41]。

因此，流动儿童父母应努力营造积极温暖的家庭情

绪氛围，鼓励青春期流动儿童自主选择，自主探索，

接受儿童的情绪、想法和反应，使其能获得独立解决

问题的自我效能感，提高其自尊水平，进而帮助流动

儿童改善社交焦虑症状。

3.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流动儿童父

母心理控制和社交焦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流动

儿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流动儿童的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水平越高，进而其社交焦虑感越强，研究结

果验证了研究假设3。一方面，流动儿童进入城市，

因为个体家庭背景以及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学校环境

和人文背景的巨大差异，积极心理资本储备不够完

备，缺乏控制感和安全感，对未来的期望更为消极，

不能容忍不确定性，他们希望尽快得到某种控制感
[42]。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进一步造成焦虑

情绪。另一方面，初中阶段的流动儿童对父母的心

理控制，尤其是涉及交友等个人问题时，更容易感受

到被侵犯[37]。在面对外部的一些人际交往不确定情

景时缺乏有效地应对措施，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遇

到困难容易退缩，过分担心失败带来的严重后果，关

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这直接导致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高的流动儿童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过高的社交焦

虑。因此，流动儿童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的高低，

在父母心理控制对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影响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3.4 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流动儿童父母心

理控制和社交焦虑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通过链式中介模型建构发现，流动儿童父母心

理控制会通过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链式中介

作用影响流动儿童社交焦虑，验证了研究假设4。当

流动儿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比较高的时候，流动儿

童总是比别人更担心犯错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犹

豫不决，长此以往则使其自尊水平降低。低自尊者

倾向对负性信息进行加工，会加重对不确定情景的

感知偏差，表现出更高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高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者偏向于认为自己缺乏处理不确定

性因素的有效方法，从而导致其在是否进行社交活

动之间犹豫不决，这大大加重了他们担忧的程度，进

而引发社交焦虑[43]。因此，流动儿童社交焦虑的形

成既会受到来自于父母心理控制的家庭因素影响，

也会受到内部因素自尊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影

响，流动儿童社交焦虑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较好的厘清了四个研究

变量间的作用关系，为如何帮助改善流动儿童的社

交焦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研究启发流动

儿童的父母们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应当重视选择积

极的教养方式，给予子女关爱与呵护，降低其心理控

制的水平，同时通过提高子女的自尊水平和无法忍

受不确定性水平，从而减少社交焦虑的发生，使得流

动儿童更好的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融入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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