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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对义务阶段学生的成长和

中国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使用中国５省１３区县１６６
所中小学１６３２０名农村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数据,探究中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现状、相关因素及其与学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

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的关

系.结果显示,在全部样本中,女性、父母受教育程度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正向预测

效应,单亲、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负向效应;四年级样本结果

与全样本基本一致,而在七年级样本中,不同的学生特征对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均没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学校适应情况、主观幸福感、自

信程度以及学业表现显著相关,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与全样本的结果一致.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非认知能力;自我控制力;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自信;学

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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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非认知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

个体的学业表现和未来收入水平的高低发挥着重要

作用.在 Heckman等提出的新人力资本框架中,
以能力为核心,将人力资本区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两部分,并专门强调了非认知能力在个体发

展和劳动力市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１].研究表明,
非认知能力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业表现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２].此外,非认知能力对个体的工资收

入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关注的 “受教育年限”这一核

心变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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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力是构成个体非认知能力的一个重

要维度,其发展与成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科

学文化知识、培养健全人格发挥了重要作用[４].自

我控制力作为自我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个体社会化的必要心理条件,它是自我意识的

体现,也是组成意志行动的重要成分[５].自我控制

力的发展和成熟与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有着密切的联

系,对个体 的 长 期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６].此 外,
自我控制力低下或缺乏也会对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埋

下众 多 隐 患.当 前 社 会 中 出 现 的 很 多 问 题,如

犯罪、艾滋病等性疾病蔓延以及青少年怀孕、吸

烟、酗酒、辍学等[７],都与自我控制力低下或者缺

乏有关.在这些问题中,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

原因是 重 要 的,但 自 我 控 制 力 的 缺 乏 也 是 原 因

之一[７].
研究表明,自我控制力对学生的教育产出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８Ｇ１２].教育产出是社会产出的一

个部分,它的产出有别于物质部门,并非物质产品,
而是通过对人进行培养而形成劳动能力,是凝结在

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人格[１３].在现阶段,
教育产出主要通过学生表现来衡量[１４].张佳佳通过

采用 «初中生学习自控力问卷»,对河南省开封地区

５７６名初中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初中生自控力

水平与学习成绩呈显著正相关[１０];Tangney等对

６０６名本科生的实证研究表明,自我控制能力更高

的人会获得更好的成绩,人际交往能力更强,个人

情绪调整得更好[８];根据孙铃等的研究,儿童在早

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会对其之后积极的学校适应指

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１];梅松丽等通过采用

«主观幸福感量表»和 «自我控制能力量表»,对长

春市１５５１名初高中学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学

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

系,而且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学生的情绪控制也有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１２].
尽管现有研究针对自我控制力与儿童教育产出

的关系有较多讨论,但仍存在不足.首先,现有研

究很少关注农村中小学生.目前,研究对象主要是

３岁以下儿童[１５],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城镇中小学生,
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占比更大的农村中小学生.其次,
几乎没有研究将小学和初中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义

务教育两个不同阶段自我控制力水平、自我控制力

的相关因素以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的差异.
从中国现实情况看,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水平差

距大,农村学生学业表现及其长期发展面临巨大的

风险挑战[１６].因此,探究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

控制力水平、影响因素及其对教育产出的关系,对

于提升他们的在校学业表现以及中国未来人力资本

的积累都有着重大意义[１７].
本文利用中国５省份１３区县共计１６３２０名农村

中小学生调研数据,分析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

控制力水平,探究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

影响因素及其与教育产出的相关关系.结合现有研

究,本文用学生学业成绩和能够代表学生在校心理

状态的学校适应、主观幸福感和自信程度３项指标

来衡量教育产出.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委托中国科

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完成的 “梦想中心效果评估

追踪项目”数据库基线数据为依托.项目团队通过

随机分层抽样选取样本,于２０１４年在全国选取山

西、陕西、湖北、贵州、福建５省开展项目;选取

样本省后,项目团队在样本省随机抽取１３个县级行

政区 (以下简称县)作为样本县,并从样本县教育

局取得该县所有中小学学校名单,随机抽取１６６所

完全小学、初级中学与九年一贯制学校;最后,项

目团队从样本学校随机抽取四年级和七年级的学生,
由于预算约束,每所学校的样本班级个数不多于３
个班.最终,项目团队共对１８１８１名学生开展问卷

调查.调查获得了所在学校的同意与积极配合,于

教室进行施测,问卷之前均获得了被测试学生的知

情同意.剔除遗漏信息数据后,本研究最终学生样

本量为１６３２０名,有效样本率为８９８％.其中,女

生８７２４名,男生７５９６名,四年级学生９７７９名,
七年级学生６５４１名.图１给出了本研究的班级抽样

规则.

２２　测量工具

２２１　自我控制力水平

儿童青少年自我控制力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

目团队修订,以杨丽珠和董光恒编制的自我管理量

表中的自我控制力维度为基础进行完善[１８].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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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班级抽样规则

主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共５
题,是单维问卷.量表采用４点计分 (从 “１＝很不

符合”至 “４＝很符合”)来表示被测试者直接的、
短期的期望以及控制冲动的能力[５].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信度为０５９,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

数较为理想,各项目的载荷在０３４~０５８,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

２２２　学校适应情况

采用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量表来衡量学校适应

情况.该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进行修订,
以Ladd编制、屈智勇等修订的学校喜欢和回避问卷

为基础,增加学习态度维度,形成了包含学习态度、
学校喜欢和学校回避３个维度的量表[１９].该量表主

要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级儿童青少年,问卷共

包括１３道题目.该量表采用５点计分 (从 “１＝非

常不符合”至 “５＝非常符合”)[５,２０Ｇ２１],通过计算得

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断学生的学校态度与学习态度

每个 维 度 的 状 况.该 量 表 在 本 研 究 中 的 信 度 为

０７２~０８２,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数较为

理想,各项目的载荷在０５８~０８４,表明该量表有

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２３　主观幸福感

儿童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

目团队对幸福感指数量表 (IndexofWellＧBeing)进

行修订而形成[２２],该量表适用于中国四年级至九年

级儿童青少年[５,２３],问卷共包括９道题目,询问了

学生过去几周在两个维度的真实感受———学生总体

情感指数以及生活满意度[５,２４],并根据这两个维度

得分计算出幸福感量表总分 (总体情感指数×１＋生

活满意度×１１).该量表采用７点计分,幸福感量

表总分越高,表明个人幸福感越强.该量表在本研

究中的信度为０８７,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指

数较为理想,各项目载荷在０５９~０７３,表明该量

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５,２５].

２２４　自信程度

儿童青少年自信量表由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团队

修订,对王娥蕊和杨丽珠[２６]编制的３~９岁儿童自

信心教师评定问卷进行改编[５],形成了包含成就感、
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３个维度的儿童青少年自信

量表.该量表共包括１７道题目,采用４点计分 (从
“１＝很不符合”至 “４＝很符合”)来表示青少年的

自信程度[５,２０Ｇ２１,２７].通过计算得出各维度的均分来判

断学生的成就感、自我表现和自我效能感高低.此

外,计算得出自信总均分 (各维度均分之和/３),均

分越高,表明被测试学生的自信程度越高[５].该量

表在本研究中的信度为０４８~０８８,其验证性因素

分析模型拟合指数比较理想,各项目载荷在０３９~
０７６,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２２５　学业表现

本研究采用标准化数学考试衡量学业表现.考

试题目由专家根据国际通用的数学测试和国家课程

标准以及学生的所在年级进行设计.学生在拿到试

卷之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研员监督,对题目进行

作答,答题时间规定为３０分钟.在调研过程中,调

研员使用统一的现场交流语言,确保所有施测学生

听到一致的指导信息,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其他因素

的干扰.数学测试卷由项目团队预先打印出来后带

到调研地点,以确保来自不同省份的学生使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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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测试卷来检验数学水平,考试前任何样本地

区师生没有接触过试卷.

２２６　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问卷由学生的个人情况、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

３部分组成.包括学生的性别、年级、民族、是否

住校、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类型、父母户口

类型、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等信息,
由学生在问卷上填写完成.

２３　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Stata１４２进行数据分析.使用最小

二乘法分析自我控制力的相关因素及其与上述教

育产出的关系.由于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认知水

平和各项生理指标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对全样本

进行自我控制力影响因素分析的同时,也按年级

将学生分开进行年级组别内的影响因素分析.模

型如下:

Yedui＝α＋βXselfi＋θXi＋ε
其中,Yedui代表学生教育产出各项指标,包括学

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

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

感)和数学成绩.α代表回归方程的常数项,Xselfi代

表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β值代表自我控制力水平

对学生教育产出的相关性系数,Xi代表控制变量,包

括学生特征变量,如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

单亲家庭、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各项家庭情况如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是否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父母

的户口类型,ε代表随机误差.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样本基本特征如表１所示.总体来看,样本学

生中女性占４７％,９２％为汉族,单亲家庭占比７％,

２１％为独生子女,住校生占比３４％.父亲具有初中

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７１％,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

历的 比 例 为 ６１％,样 本 学 生 父 亲 务 农 的 比 例 为

２１％,母亲务农的比例为２５％,父亲户口类型为农

业户口①的比例为８１％,母亲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

的比例为８０％.
表２描述样本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以及学校

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学习态度)、主观

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

感)和数学成绩.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我控制力水平,
还是教育产出指标,四年级和七年级学生均存在显

著性差异.
表１　样本学生特征及家庭特征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１)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４７ ０５０ ０４６ ０５０ ０４７ ０５０

(２)民族 (１＝汉族;０＝非汉族) ０９２ ０２７ ０９０ ０３１ ０９６ ０２０

(３)是否为单亲家庭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２６ ０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２４

(４)是否为独生子女 (１＝是;０＝否)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３９

(５)平时主要住校 (１＝是;０＝否) ０３４ ０４７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５９ ０４９

(６)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７２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４７

(７)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６１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４８ ０５８ ０４９

(８)父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２１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４５

(９)母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４７

(１０)父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８１ ０３９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９０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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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２０１４年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

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编者注.



(续)

特征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１１)母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８０ ０４０ ０７４ ０４４ ０９０ ０３０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表２　学生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现状

指标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两个年级差异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p 值

(１)自我控制力 (１~４分) ３０４ ０６２ ３１４ ０６１ ２９０ ０６０ ＜０００１

(２)学校喜欢 (１~５分) ３９４ ０９４ ４２１ ０８１ ３５４ ０９９ ＜０００１

(３)学校回避 (１~５分) １９５ ０９４ １７７ ０８８ ２２１ ０９７ ＜０００１

(４)学习态度 (１~５分) ３９０ ０８０ ４０８ ０７３ ３６４ ０８３ ＜０００１

(５)学生幸福感指数 (２１~１４７分) １０６２ ３０６ １０８８ ３１３ １０２４ ２９２ ＜０００１

(６)自信总分 (１~４分) ２７９ ０４７ ２８５ ０４６ ２６９ 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７)成就感 (１~４分) ２８１ ０６７ ２７６ ０６９ ２８８ ０６３ ＜０００１

(８)自我表现 (１~４分) ２４８ ０６９ ２６２ ０６８ ２２５ 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９)自我效能感 (１~４分) ３０７ ０５４ ３１６ ０５２ ２９５ ０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０)数学成绩 (１~２９分) １９１３ ５９８ ２２２９ ４６４ １４４０ ４４５ ＜０００１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四年级数学成绩为１~２９分,七年级数学成绩为１~２３分,在使用总样本的回归中,对数学成绩分年级进行标准化处理.

３２　农村中小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的相关因素

从表３可以看出,性别、是否住校、是否为

单亲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母亲户口类型等变量

均显著影响自我控制力水平.其中,女生、父母具

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自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正向

预测作用,单亲家庭、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对自

我控制力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民族、是否

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工作类型等因素对样本学生的

自我控制力水平无显著影响.四年级样本结果与全

部样本结果基本一致,而在七年级样本中,父亲是

农 业 户 口 对 自 我 控 制 力 水 平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预 测

作用.

表３　自我控制力相关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１)性别 (１＝女;０＝男)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２)民族 (１＝汉族;０＝非汉族)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３)是否为单亲家庭 (１＝是;０＝否)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４)是否为独生子女 (１＝是;０＝否)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５)平时主要住校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６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5（总 493）



(续)

特征
自我控制力均分

全部样本 四年级 七年级

(６)父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７)母亲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１＝是;０＝否)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８)父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９)母亲工作类型 (１＝务农;０＝非农业)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１０)父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１１)母亲户口类型 (１＝农业;０＝非农业)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４)

常数项 ２９９∗∗∗ ２９０∗∗∗ ２９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５)

调整R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p＜０１,∗∗p＜００５,∗∗∗p＜００１.

３３　农村中小学生教育产出与自我控制力的相关

关系

由表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全样本中,还是在

四年级样本,或者七年级样本中,教育产出各项指

标与自我控制力水平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１)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学生学校适应越好.

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力与学校适应３个维度均有显

著相关关系.在全部样本、四年级学生群体和七年

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１％的显著性水平.其中,学

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

系,与学校回避呈显著负向相关关系,与学习态度

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明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

越高,学生就会表现出越积极的学习态度,就更加

愿意去认真学习.
(２)对于学生的幸福感指数,自我控制力水平

与之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并在全部样本、四年级

学生群体和七年级学生群体中均达到１％的显著性

水平.
(３)自我控制力对于自信总均分以及自信量表

３个维度均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表明自我控制力

水平越高,学生表现得越自信.具体来讲,自我控

制力越高的学生,个人成就感水平越高,获得成就

时的自我体验感越良好;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的学

生,也越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越高,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就越高,
也更倾向于积极正面地评价自身能力.

(４)自我控制力与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也呈

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即自我控制力越高的学生,
数学成绩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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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自我控制力与教育产出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样本 指标

学校适应情况
主观幸

福感
自信程度 学业表现

学校喜欢

均分

(１~
５分)

学校回避

均分

(１~
５分)

学习态度

均分

(１~
５分)

学生幸福

感指数

(２１~
１４７分)

自信总

均分

(１~
４分)

成就感

均分

(１~
４分)

自我表现

均分

(１~
４分)

自我效能

感均分

(１~
４分)

数学成绩

标准分数

(标准差)

样本量

自我

控制力

均分

全部样本

０５５∗∗∗ －０３８∗∗∗ ０４９∗∗∗ １０８∗∗∗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４３∗∗∗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７５ ０１９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７８ ０２１５ ０１０２

四年级

０４６∗∗∗ －０３０∗∗∗ ０４２∗∗∗ １０９∗∗∗ ０３０∗∗∗ ０１２∗∗∗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１ ０１２５

七年级

０５５∗∗∗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９７∗∗∗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是a

调整的R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７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７ ０１７０ ００４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９０ ００８９

１６３２０

９７７９

６５４１

　　注:∗∗∗p＜００１;a回归模型控制了学生性别、民族、是否为单亲家庭、是否住校、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工作类型

和父母的户口类型.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了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

平.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

会影响他们的自我控制力水平.除此之外,自我控

制力水平与学校适应情况 (学校喜欢、学校回避、
学习态度)、主观幸福感、自信程度 (成就感、自我

表现、自我效能感)以及学业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

相关性.
学生的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特征会影响学生的自

我控制力水平.总体上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样本是女生、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农村

中小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单亲家庭、
住校、母亲是农业户口有负向预测效应.张佳佳发

现女生和低年级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１０].在四年级学生

中,样本是女生、汉族、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

对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而住校也对小学生

的自我控制力有正向预测效应,究其原因可能是住

校的小学生相对于非住校生,有更高的独立性,而

高晶和马艳萍的研究显示,独立性较高的小学生倾

向于拥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力水平[２８].从家庭层面来

看,父母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对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有正向预测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父母倾向于采取更合理的养育方式,同时,他们能

够与子女保持更亲密友好的互动,这有利于儿童青

少年自我控制力水平的发展[２９Ｇ３０].在七年级学生群

体中,性别、民族、是否住校、是否为单亲家庭、
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均无法预测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

平.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农村七年级学生的自我控制

力水平相比于四年级而言下降许多,以至于不同特

征样本群体之间自我控制力水平差异极小,因此在

四年级不同特征样本群体中存在的显著性差异,随

着自我控制力水平下降,在七年级样本群体中逐渐

消失,这 一 研 究 结 论 与 王 红 姣 和 卢 家 楣 的 结 论

一致[３１].
在学校态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校喜

欢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其中原因可能是学校能够

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

容易适应学校生活,内化学校规则,对学校表现出

更加积极的态度.同时,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
学习态度也通常更加积极和稳定.可能的原因是学

生自我控制力水平越高,越有能力融入学校生活,
因此更加可能形成积极的学习观念,并对学习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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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积极的态度.该结论与孙玲等的结论一致[１１].
在主观幸福感上,学生的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

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自我控

制力水平越高的学生倾向于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指数.该结论与梅松丽等[１２]、郭金花和梅松丽[３２]的

研究一致,不同的是他们的研究更多地把自我控制

力作为中介变量使用,而本研究则更多地关注自我

控制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在自信程度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学生的

自信程度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学生的自我控制力

水平越高,就越容易在学校生活中取得成就并适应

规则,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也越高,更倾向于积

极正面地自我评价,从而具有更高的自信分数.本

研究和王娥蕊和杨丽珠使用了同样的维度[２６],从成

就感、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３个维度来观测学生

的自信程度,目前尚未有研究来探究学生的自信程

度和自我控制力之间的相关性.
在标准化数学成绩上,学生自我控制力水平与

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这表

明具有较高自我控制力的学生往往有着比自己同龄

学生更高的数学成绩,无论是在四年级还是七年级

学生样本群体中.由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数学成

绩通常与其他科目成绩显著相关,因此也可以预测

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业表现.该结论与张佳佳

的结论一致[１０].
自我控制力水平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

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产出及以后的长期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控制力缺乏不仅会影响个

体长远的发展,也会对社会和国家发展埋下众多隐

患.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加强对自我控制力的关注,
尤其重视男生、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高年级、住

校、单亲家庭学生的自我控制力培养.通过对自我

控制力的加强和提升来促进农村学生学校适应性、
主观幸福感、自信和学业表现,进而为人生发展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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