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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收入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个性特征的比较
陈奕荣 员袁连

榕 员袁陈

坚 员袁柯玉英 圆

渊员援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袁福建 福州 猿缘园员园愿曰圆援 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袁福建 泉州 猿远圆圆园园冤
摘

要院

探讨不同经济收入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个性特征的差异。

整群抽取某大学近

四年来大一新生 员圆 源源愿 名，
采用卡特尔 员远 种人格因素量表（员远孕云）、
一般人口学变量调查表和自编

家庭经济收入量表进行调查。

实验性、
怯懦
单亲家庭与普通家庭大学新生在有恒性、
世故性、

专业成就动机因素和新环境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家庭经济
与果断、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
收入单亲大学新生群体在有恒性、
怀疑性、忧虑性、
紧张性、
适应与焦虑、
专业成就动机因素和新环
境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在忧虑性、适应与焦虑和新环境成长能力方面有显著的交互作用。
单亲家庭大学新生社会性性格发展不良。与贫困和中等单亲家庭大学新生相比，
富裕单亲家庭
低新环境中成长能力和高忧虑性的
大学新生个性特征表现出低有恒性、
低适应、低专业成就动机、
特点。
关键词院单亲家庭；
家庭经济收入；员远 种人格因素量表；
大学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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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人格有着重要的

家庭大学生心理特征行为的研究仍然较少遥 论证单

袁单亲家庭所导致的家庭因素缺失往往会对

亲家庭大学新生个性特征差异袁 探讨不同家庭经济

咱员原猿暂

学生的人格发展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咱源暂袁单亲家庭大

收入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个性特征袁 特别是对贫困和

学生在认知尧情感和人格等方面都与完整家庭的大

富裕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个性特征的研究袁 对有针对

学生有很大的差异袁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袁是同龄人

性地开展高校单亲家庭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

中心理障碍的高发人群 遥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遥

咱缘暂

家庭经济状况与大学生人格特征具有明显的相

关性咱远暂遥 家庭经济收入越低袁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越

低袁表现出更多的强迫症状尧人际关系敏感尧自卑尧抑
郁尧苦闷和精神病等不良行为曰其人格特征表现更为

一尧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对象
按照整群取样袁历时 源 年袁抽取福建某高校的大

内倾和具有较高的情绪不稳定 遥 家庭经济收入作

一新生共 员猿 圆源远 名参加测评 渊调查范围覆盖文科尧

来一定的影响遥 父母离异后袁对孩子漠不关心尧亲情

口头知情同意袁 在新生入学后 员 个月内进行测评袁

咱员暂

为一个客观存在必然对单亲家庭大学生个性特征带
缺失尧家庭生活贫富差异尧家庭引导缺失尧学校教育

理科尧工科和艺术类学生冤袁均由校方同意并获学生
排除没有参与测评人员和删除无效问卷后袁 获得

失误尧社会舆论的影响 咱苑原愿暂袁都会给单亲家庭子女心

有效问卷 员圆 源源愿 份袁 其中 圆园园怨 级新生 圆 远源怨 人袁

近年来发现袁贫困单亲家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级新生 猿 员缘苑 人遥 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普通家庭大学

理上带来巨大的阴影遥

问题突出袁心理问题检出率高 遥 而富二代的问题行
咱怨暂

为也在网络上受到人们的关注遥 但目前对富裕单亲

圆园员园 级新 生 猿 园缘圆 人袁圆园员员 级 新生 猿 圆猿园 人袁圆园员圆
新生 员员 苑愿园 人袁 占总体的 怨源援苑豫袁 其中男生 源 圆猿苑
人袁女生 苑 缘源猿 人遥 家庭低收入贫困普通家庭大学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源原圆员
作者简介院陈奕荣渊员怨愿圆原 冤袁男袁福建晋江人袁在读博士生袁研究方向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曰连

人袁教授袁博士生导师遥

榕渊员怨远员原 冤袁男袁福建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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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圆猿源窑

新生 员 愿园愿 人 渊家 庭人 均收 入在 员 园园园 元 以 下冤袁

存在计算机中袁 再从服务器上导出所需数据遥 使用

在 员 园园园耀源 园园园 元之间冤 和富裕普通家庭大学新生

渊曾 依 泽冤表示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有显著性差异遥

中等普通家庭大 学新生 愿 员圆缘 人 渊家庭 人均 收入

员 愿源苑 人渊家庭人均收入在 源 园园园 元以上冤遥单亲家庭

大 学 新 生 远远愿 人 袁占 总 体 的 缘援猿豫 袁其 中 袁男 生 圆猿远
人袁女生 源猿圆 人遥 学校认定并接受政府困难补助的

低收入贫困单亲家庭大学新生 员愿园 人袁中等单亲家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进 行 统 计 分 析 遥 数 据 以 均 数 依 标 准 差

二尧结

果

表 员 显示袁在主要人格因素方面袁单亲家庭大学

新生在有恒性和世故性得分低于普通家庭大学生袁

庭大学新生 源员愿 人和富裕单亲家庭大学新生 苑园 人遥

在实验性得分高于普通家庭大学新生曰 次级人格因

渊二冤方法

素中袁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在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尧专

运用卡特尔 员远 种人格因素量表渊泽蚤曾贼藻藻灶 责藻则泽燥鄄

业成就动机因素和新环境成长能力的得分明显低于

员愿苑 个项目袁 其中 猿 个项目为提示和测伪用袁 其他

普通家庭大学新生遥 这说明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在新

因素又可以组合成 愿 个次级因素遥 卡特尔 员远 种人

庭大学新生遥 普通家庭大学新生比单亲家庭大学新

灶葬造蚤贼赠 枣葬糟贼燥则 择怎藻泽贼蚤燥灶灶葬蚤则藻袁 简称 员远孕云 冤 咱员园暂遥 量表共

普通家庭大学新生袁 而在怯懦与果断因素得分高于

员愿源 个项目构成 员远 个人格因素袁 其中的 员缘 个人格

环境中成长的能力和专业成就因素明显低于普通家

格因素量表除因素 月 为二级计分外袁其他均采用三

生更沉着机警尧有进取心袁而单亲家庭大学新生比普

级计分袁计算出各主要因素的原始分后袁再将原始分

通家庭大学新生更坦率天真尧更激进尧独立果断尧锋

按常模表换算成以 员园 分为满分的标准分袁 得分为

芒毕露尧有魄力遥

苑 分表示该项得分较为突出遥

水平单亲大学新生群体在有恒性尧怀疑性尧忧虑性

把量表导入瑞格心理测评软件袁让被试在电脑

和紧张性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次级人格因素中袁不同

上自行完成问卷遥 所有被试分批次到教室袁每个教

家 庭 经 济 水 平 单 亲 大 学新 生 群 体 在 适 应 与 焦 虑 尧

源耀苑 分表示中等程度得分袁 相应的小于 源 分或大于

室均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讲解调查目的尧程序和
注意事项袁接着由被试自行在电脑上完成测评并保

表 圆 显示袁在主要人格因 素中袁不同家庭经济

专业成就动机因素和新环境成长能力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遥

表 员 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与普通家庭大学新生人格特征独立样本 贼 检验

因素名称
粤 乐群性
月 聪慧性
悦 稳定性
耘 恃强性
云 兴奋性
郧 有恒性
匀 敢为性
陨 敏感性
蕴 怀疑性
酝 幻想性
晕 世故性
韵 忧虑性
匝员 实验性
匝圆 独立性
匝猿 自律性
匝源 紧张性
载员 适应与焦虑
载圆 内向与外向
载猿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
载源 怯懦与果断
再员 心理健康因素
再圆 专业成就动机因素
再猿 创造能力因素
再源 新环境成长能力

单亲家庭大学新生组渊灶越远远愿冤
园远援愿怨 依 员援苑园
远援远远 依 员援远员
园远援园苑 依 员援苑猿
园远援苑源 依 员援远源
园愿援员源 依 员援怨猿
园缘援园员 依 员援苑缘
园苑援圆员 依 员援缘圆
园缘援源猿 依 员援愿源
园源援圆苑 依 员援苑源
园缘援愿远 依 员援缘园
园远援园怨 依 员援源源
园源援远怨 依 员援愿圆
园缘援怨员 依 员援远猿
园猿援愿苑 依 员援苑员
园缘援远圆 依 员援缘缘
园缘援猿园 依 员援远源
园源援源园 依 员援愿愿
园愿援猿怨 依 员援怨员
园缘援怨圆 依 员援苑园
园缘援圆怨 依 员援缘猿
圆远援圆圆 依 缘援猿苑
缘远援园圆 依 怨援园怨
苑远援源愿 依 愿援愿猿
圆园援员缘 依 猿援缘怨

普通家庭大学新生组渊灶越员员 苑愿园冤
园远援苑苑 依 员援苑园
园远援苑园 依 员援远远
园远援员苑 依 员援苑员
园远援远源 依 远援远源
园愿援员缘 依 员援愿愿
园缘援猿源 依 员援愿源
园苑援圆缘 依 员援缘员
园缘援猿猿 依 员援苑苑
园源援员远 依 员援苑圆
园缘援苑苑 依 员援源怨
园远援圆圆 依 员援源园
园源援远员 依 员援苑愿
园缘援苑愿 依 员援远源
园猿援苑怨 依 员援远愿
园缘援远苑 依 员援缘怨
园缘援圆源 依 员援远员
园源援圆怨 依 员援愿苑
园愿援猿苑 依 员援愿缘
园远援园愿 依 员援远源
园缘援员员 依 员援源源
圆远援源愿 依 缘援圆愿
缘远援源愿 依 怨援源缘
苑远援园园 依 愿援远猿
圆园援缘缘 依 猿援远猿

贼值
员援苑猿
原园援缘缘
原员援源怨
员援苑园
原园援员缘
原源援远愿
原园援苑园
员援源远
员援缘苑
员援缘猿
原圆援圆员
员援园愿
圆援园圆
员援园怨
原园援苑猿
员援园园
员援源缘
园援圆园
原圆援猿缘
圆援怨苑
原员援圆园
原圆援园源
员援猿怨
原圆援苑缘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孕值
园援园愿缘
园援缘愿缘
园援员猿远
园援园愿怨
园援愿愿员
园援园园园
园援源怨愿
园援员源猿
园援员员远
园援员圆苑
园援园圆苑
园援圆愿员
园援园源源
园援圆苑源
园援源远苑
园援猿员愿
园援员源苑
园援愿源远
园援园员怨
园援园园猿
园援圆圆怨
园援园源圆
园援员远缘
园援园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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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圆

因素
粤 乐群性
月 聪慧性
悦 稳定性
耘 恃强性
云 兴奋性
郧 有恒性
匀 敢为性
陨 敏感性
蕴 怀疑性
酝 幻想性
晕 世故性
韵 忧虑性
匝员 实验性
匝圆 独立性
匝猿 自律性
匝源 紧张性
载员 适应与焦虑
载圆 内向与外向
载猿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
载源 怯懦与果断
再员 心理健康因素
再圆 专业成就动机因素
再猿 创造能力因素
再源 新环境成长能力

三组比较袁 孕 约 园援园缘袁
鄢

渊分袁曾 依 泽冤

不同经济水平单亲家庭大学新生人格特征单因素分析

贫困单亲家庭
淤渊灶越员愿园冤
园远援愿园 依 员援愿远
园远援愿员 依 员援缘远
园园 园远援圆愿 依 员援愿圆
园远援苑员 依 员援苑圆
园苑援愿怨 依 圆援员源
园缘援猿远 依 员援苑怨
园苑援员远 依 员援远园
园缘援员愿 依 员援愿圆
园源援园远 依 员援苑远
园缘援愿圆 依 员援远源
园远援员怨 依 员援源苑
园源援缘源 依 员援苑怨
园缘援怨远 依 员援缘缘
园猿援愿圆 依 员援愿猿
园缘援愿园 依 员援远园
园缘援员圆 依 员援苑圆
园源援员苑 依 员援怨怨
园愿援圆缘 依 圆援员员
园远援员圆 依 员援愿猿
园缘援圆猿 依 员援远苑
圆远援缘员 依 缘援苑园
缘苑援缘远 依 怨援苑源
苑远援远怨 依 怨援源远
圆员援园愿 依 猿援源怨
孕 约 园援园员遥

鄢鄢

中等单亲家庭
于渊灶越源员愿冤
园远援愿怨 依 员援远园
园远援远缘 依 员援远源
园远援园猿 依 员援远怨
园远援苑园 依 员援缘愿
园愿援圆员 依 员援愿源
园源援怨源 依 员援苑员
园苑援圆圆 依 员援源苑
园缘援源怨 依 员援愿员
园源援圆愿 依 员援苑员
园缘援愿圆 依 员援源远
园远援园缘 依 员援源园
园源援远猿 依 员援苑愿
园缘援愿苑 依 员援远缘
园猿援愿愿 依 员援远缘
园缘援远园 依 员援缘园
园缘援猿圆 依 员援缘怨
园源援源园 依 员援愿圆
园愿援源员 依 员援愿猿
园缘援愿愿 依 员援远猿
园缘援圆苑 依 员援源猿
圆远援圆怨 依 缘援圆圆
缘缘援远远 依 愿援远苑
苑远援源园 依 愿援缘园
员怨援怨愿 依 猿援缘苑

富裕单亲家庭
盂渊灶越苑园冤
园苑援园苑 依 员援愿猿
园远援猿远 依 员援缘圆
园缘援愿园 依 员援苑圆
园苑援园猿 依 员援苑源
园愿援猿源 依 员援愿猿
园源援源怨 依 员援远愿
园苑援圆猿 依 员援远猿
园缘援远怨 依 员援怨源
园源援苑源 依 员援苑远
园园远援员源 依 员援猿苑
园远援员员 依 员援缘怨
园缘援猿怨 依 员援怨怨
园缘援怨怨 依 员援苑园
园猿援怨猿 依 员援苑远
园缘援猿园 依 员援远源
园缘援远怨 依 员援远苑
园源援怨苑 依 员援愿缘
园愿援缘怨 依 员援愿愿
园缘援远怨 依 员援苑源
园缘援远园 依 员援苑员
圆缘援园苑 依 缘援猿苑
缘源援圆猿 依 怨援猿远
苑远援猿怨 依 怨援员苑
员愿援愿园 依 猿援猿怨

对大学新生个性心理特征的各个维度总分进行

缘援源园

是否单亲家庭伊家庭经济收入的方差分析袁 结果发

图 圆 说明袁野是否单亲家庭伊家庭经济水平冶 在适

源援源园

盂跃淤袁 盂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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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员 单亲新生与普通新生忧虑性估算边际均值图

应与焦虑的交互作用中 云渊员源援员员缘冤越源援园缘袁孕越园援园员愿遥 结

员援园园

缘援园园

合表 圆 结果显示袁富裕单亲家庭大学新生适应与焦

单亲新生
普通新生

源援愿园

虑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单亲大学新生群体袁贫困

源援远园

单亲家庭最低遥 说明贫困单亲家庭大学生适应性最

源援源园

好袁富裕单亲家庭大学生适应性最差遥
图 猿 说明袁野是否单亲家庭伊家庭经济水平冶 在

源援圆园

新环境成长能力方面的交互作用中 云渊缘苑援愿园冤越源援源员袁

源援园园

孕越园援园员圆遥 结合表 圆 结果显示袁富裕单亲家庭大学新

生在新环境成长能力低于中等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和
贫困单亲家庭大学新生袁中等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又

盂跃淤

源援远园

图 员 说明袁野是否单亲家庭伊家庭经济水平冶 在忧

等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和贫困单亲家庭大学新生遥

淤跃于袁 于跃盂袁 淤跃盂

源援愿园

其他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袁主效应不显著遥

圆 结果显示袁 富裕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忧虑性高于中

园园援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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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焦虑和新环境成长能力方面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袁

虑性方面的交互作用 云渊圆猿援园猿冤越苑援圆源袁孕越园援园园员遥 结合表

蕴杂阅 检验

贼值

单亲新生
普通新生

缘援圆园

现袁野是否单亲家庭伊家庭经济水平冶在忧虑性尧适应

低于贫困单亲家庭大学新生遥

窑圆猿缘窑

图圆

员援园园

圆援园园
猿援园园
家庭经济水平
单亲新生与普通新生适应与焦虑估算边际均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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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援缘园

单亲新生
普通新生

圆员援园园
圆园援缘园

的脆弱性曰另一方面袁在良好的家庭环境和丰富物质
刺激面前容易受到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咱员苑暂袁父母
野望子成龙冶心切或过于溺爱袁影响其心理健康和个

圆园援园园

性特征的健全与发展咱员愿暂遥

员怨援缘园

本研究发现袁 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并没有给单

员怨援园园
员愿援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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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庭大学新生心理上带来更多的优越感袁 物质上
员援园园

圆援园园
猿援园园
家庭经济水平

图 猿 单亲新生与普通新生新环境成长能力估算边际均值图

三尧讨

论

的满足并不能弥补精神上的缺失遥 家庭的不完整性
及其未能与其父母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袁 往往容易
形成各种消极的情绪反应和非理性认知袁 单亲家庭
大学生内心的脆弱性使个性特征的形成更容易受环
境变化的影响遥 不同家庭经济收入单亲大学生个性

本研究发现袁单亲家庭大学新生在有恒性尧世故

特征两级分化明显遥对于单亲家庭大学生而言袁不同

性尧感情用事与安全机警尧专业成就动机和新环境中

家庭经济水平的大学新生袁其忧虑性尧适应性和新环

成长能力明显低于普通大学新生袁而在实验性尧怯懦

境成长能力有显著性差异袁家庭经济水平越高袁忧虑

与果断因素得分高于普通家庭大学新生遥 他们比普

性越高袁适应性和新环境成长能力越弱遥特别是有些

通家庭大学新生更坦率天真尧激进尧独立果断尧锋芒

富裕单亲家庭往往会在物质上给子女更多的补偿袁

毕露而有魄力袁但在沉着机警和进取心方面不如普

而在其他方面的教育则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弥补袁或

通家庭大学新生遥

由于忙于工作而缺少对子女的管教袁 往往使子女陷

单亲家庭大学新生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家

于迷茫中导致无助尧忧虑袁促使他们缺乏学习目标袁

庭环境袁他们的个性特征与普通家庭大学生有着不

难以自我发展和自我塑造遥 富裕单亲家庭大学生心

同的表现遥 单亲家庭环境增加了适应环境的困难袁

理行为问题应引发我们更多的关注袁 有助于我们更

导致个体产生紧张尧焦虑尧抑郁尧自卑尧无助等消极情

深入研究富裕单亲家庭大学生问题行为背后更深层

绪反应袁进而产生非理性认知袁长此以往袁导致形成

次的原因袁促进其人格的健康发展遥

不能有效适应环境和挫折的心理素质袁从而影响其
人格的健全与完善咱员员暂遥 单亲家庭学生缺少完整家庭
之爱尧有别于普通家庭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尧不能有
效利用社会支持系统和当前我国多元化教育不够完
善都是影响单亲家庭学生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 咱员圆暂遥
单亲家庭学生表现出社会性性格特征不良尧个性好
胜和自我同一性发展受阻袁与相关研究一致 咱员猿暂遥

家庭环境对大学生个性特征的形成起着重要作

用袁心理是主体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袁家庭经济收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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