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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情指个体能够准确理解并感受到其他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这一能力的培养对于帮助
儿童拥有良好的同伴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共情能力的发展也表
现出独有的特点：性格孤僻、情感淡漠、人际关系较差、出现反社会行为等。基于此,对于留守儿童共
情能力的培养,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等三个层面着手,让留守儿童能够拥有较高的共情能力,并减少
因缺乏共情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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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means that individuals can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feel other people's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ability plays a vital role in helping children have a
good peer relationship. As a social vulnerable group, the development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lso show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drawn personality, apathy, poo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so on. Based on this,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abi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level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so that left-behind children can have higher empathy ability and reduce
a series of problems caused by lack of em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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