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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小学生抑郁和拖延之间的关系,运用《儿童抑郁量表》、
《一般拖延量表》对3997名小学
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拖延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抑郁存在年级差异；(2)抑郁和拖延相关显著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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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rocrastination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3,997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Child Depression Scale and General
Procrastination Scal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gender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procrastination
and grade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2) Depression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ocrastination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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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抑郁在性别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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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抑郁和拖延在年级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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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05，下同。

注：***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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