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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558 students are selected (including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in Qitai Xinjiang, and
we give them the questionnaires on attitude of bilingual learning, sense of purpos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showed: (1) there a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on attitude of bilingual learning and sense of purpose; the girls are better than the boys;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attitude of bilingual learning, sense of purpos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can be predicted by attitude of bilingual learning and
sense of purpose; (3) bilingual learning attitude plays the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sense of learning purpose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Keywords
Attitude of Bilingual Learning, Sense of Purpos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and Middle School

新疆中小学生双语学习目标感对学业成绩的影
响：双语态度的中介作用
王

磊，胡

雁，信

睿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7年5月4日；录用日期：2017年5月22日；发布日期：2017年5月27日

文章引用: 王磊, 胡雁, 信睿(2017). 新疆中小学生双语学习目标感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双语态度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

进展, 7(5), 670-674.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5082

王磊 等

摘

要

随机抽取了新疆奇台县的558名双语班中小学生，对他们进行了双语学习态度、学习目标感和学业成绩
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在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学习目标感
更强，双语学习态度更积极；(2)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及学业成绩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习
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能够预测学业成绩；(3)双语学习态度在学习目标感和学业成绩之间起了部分中介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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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区域。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以及历史的
不断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十分复杂的民族分布局面，与此同时各族人民也有着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的优良
传统。因此，双语现象便应运而生。
双语教育对个体和社会发展都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适宜的双语教育对学生的认知发展能力起到
积极作用(李莹丽，2012; Erica Westly, 2011)，包括对语言认知能力、非语言认知能力和中央执行功能等
方面。双语学习者在自我评价上也比单语者更加客观，在认知灵活性、创新性上要优于单语者。同时，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班蓬勃发展，对自治区培养“民汉兼通”的双语人才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在新疆，双语教学已进入普及阶段，但在规模和数量上扩张的同时，双语教学质量并非特别理想。
以往对双语教学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教师身上，认为教育发展不均衡，师资和教材是短板，师资水平是
影响双语教学的主要影响因素(刘上连，2013；扎洛，2013；马少云，2009)，相对而言，从学生角度出发，
探究双语教学的较少，研究发现，内部动机和学习态度对学生学业成绩有直接作用，可以预测学生的学
业成绩(李炳煌，2012)。高职学生学习成绩与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孙式灵．2009)，
在双语教学中是否也存在类似结果？本文拟对学生双语教学中的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和双语学业
成绩三个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进而为双语教学提供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了新疆奇台县的三所学校：奇台县第三小学、奇台县第六中学和奇台县第一中学，从四年级到
高二，被试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2.2. 研究工具
本次调查使用的问卷为自编问卷，问卷分高中版，初中、小学版两个版本。其中高中版共计 5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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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sample distribution table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分布表
N

p(%)

男

273

48.9

女

285

51.1

四年级

51

9.1

五年级

46

8.2

六年级

51

9.1

初一

47

8.4

初二

53

9.5

初三

43

7.7

高一

148

26.5

高二

119

21.3

性别

年级

初中与小学版 49 题。
问卷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表，由性别，年级，父母的学历，父母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等信
息。
问卷第二部分采用 6 点计分方法，选项中完全不符合记 1 分，不符合记 2 分，有些不符合记 3 分，
有些符合记 4 分，符合记 5 分，完全符合记 6 分，测量内容包括双语学习态度，学习目标感，学业成绩。
双语学习态度指的是学生对于双语学习的态度，包含对母语语言和文字、汉语语言和文字的态度，共 6
道题。学习目标感指学生在学业上是否知道学知识和上学的作用，共 3 道题。学业成绩指的是学生在双
语课程上的学业成绩及上课吃力程度，共 8 道题。

3. 研究结果
3.1. 性别差异
通过表 2 可知，在性别上，男女在学业成绩上没有显著的差异(p>0.05)，在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
度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p < 0.05),女生与男生相比，学习目标感更强，双语学习态度更积极。

3.2. 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与学业成绩的相关分析
由表 3 可知，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及学业成绩之间相关显著，其中，学习目标感与双语学习
态度显著正相关(p < 0.001)；学习目标感与学业成绩呈现显著正相关(p < 0.001)，双语学习态度与学业成
绩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3.3. 回归分析
由表 4 可知，以双语学习态度、学习目标感为预测变量，学业成绩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在对学业成绩的预测中，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等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最终模型的确定系数
为 0.20，校正后的确定系数 R2 为 0.20，即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能共同解释学业成绩 20%的变异，
回归方程显著，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能正向预测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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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fference in test
表 2. 差异检验
男(n = 273)

女(n = 285)

t

学业成绩

4.11 ± .63

4.21 ± .70

-1.86

双语学习态度

3.05 ± .64

3.19 ± .60

-2.69**

学习目标感

5.01 ± 1.00

5.18 ± .88

-2.16*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and academic level table
表 3. 各维度与学业水平间的相关分析表
双语学习态度

学习目标感

双语学习态度

1

学习目标感

0.35**

1

学业成绩

0.37**

0.37**

学业成绩

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4. 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Beta

t

R2

Adjusted R2

学习目标感

0.27

6.71**

0.20

0.20

双语学习态度

0.28

6.78**

3.4 中介效应
根据表 5 可以发现，双语学习态度在学习目标感与学业成绩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4. 讨论
双语教学质量如何提升，以往研究者更多从政策角度、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对个体自身的心理因素
如何影响双语教学质量关注较少。本研究选取了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和学业成绩三个心理变量如
何影响双语教学质量进行了初步研究。
研究发现，学习目标感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知道学习的目的才能激发学生动力，也能
让学生养成对自己学业成绩评估的习惯；双语学习态度与学业成绩之间也存在显著性相关，学习态度是
对双语教学的一种评价和认可程度的反映，态度越积极，意味着评价更正向，认可程度更高。
回归分析表明，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能够预测学业成绩，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双语学习态度
在学习目标感和学业成绩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升双语教学质量，必须重视学生目标感的确
立，必须关注学生对双语学习的积极态度养成，这需要引起中小学教师和管理者的重视。

5. 结论
(1) 在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学习目标感更强，双语学习态度
更积极。
(2) 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及学业成绩三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学习目标感、双语学习态度能
够预测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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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bilingual language learning attitude between sense of purpos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表 5. 双语学习态度在学习目标感与学业成绩之间的中介效应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 0.37x

SE = 0.03, t = 9.34***

第二步

m = 0.35x

SE = 0.03, t = 8.85***

y = 0.28m

SE = 0.03, t = 6.77***

+0.27x

SE = 0.03, t = 6.71***

第三步

(3) 双语学习态度在学习目标感和学业成绩之间起了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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