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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特殊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研究报告 

 

课题负责人：雷万鹏 

课题主要成员：钱佳  向蓉  徐璐  王浩文 马红梅 刘师珈 

 

【摘要】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特殊群体的家庭教育是实现教育公平、教育精准

扶贫战略的重要抓手。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通过对湖北英山县、长阳县和广东乐

昌县三个地区 14 所学校的实地调查，探究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家庭教育差异、家

庭教育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的影响。研究表明：（1）留守儿童与非留

守儿童在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上无显著差异；（2）留守女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

优于留守男童；（3）父母离异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有负向影响；（4）

家庭教育投入、家长教育参与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有鉴于此，政府应瞄准“脆弱群体”，精准关爱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建立以需求

为导向的留守儿童经费保障机制；社区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提高

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水平；发挥家庭、社区、学校的教育合力，弥补家庭功能的

弱化；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加强家长的教育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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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2012 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

划（2011-2015）》，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进入以“构建基本覆盖城

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为核心目标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春

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强调：“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点。”这一讲话意味着国家对家庭教育的重

视已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同时也为政府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中的角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是需政府、研究者

及实践工作者携手共同应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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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问题是伴随着我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而出现的特殊社会问

题。由于进城务工者在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

受平等的市民待遇，大部分农民工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

上学，这些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被迫面临“缺失性”的成长环境。因此，留守

儿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首要场所，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中具有无可替代的

功能。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家庭教育处于“真空”状态，对其社会化产生巨大影

响。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外出后，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出现残缺或断裂引起家庭

结构与功能上的变化，造成家庭情感功能弱化和家庭教育功能受损，留守儿童在

安全、情绪情感、品德行为、学业成就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段成荣等，2014）。

因此，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与战略性。 

为了应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近年来，

我国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逐渐重视，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留守儿童

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政策。而从各地实施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政策来

看，存在政策落实力度不足、管理系统缺乏统筹安排、指导机构数量不足、指导

服务对象主体易位等问题。然而，当前学术界专门针对留守儿童特殊群体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研究较少，有待进一步挖掘。 

事实上，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前期的相关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

童，但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值得我们关注。每个留守儿童的留守原因、留守情

况各异，因此不同类型的留守儿童面临的家庭教育问题侧重点不同，应区别对待。

离异家庭、特困家庭、父母长期外出和留守女童四类特殊留守儿童群体的家庭教

育问题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只有如此，才能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有效的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有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湖北英山县、长阳县和广东乐昌县三个地区

14 所学校的实地调查，探究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家庭教育差异、家庭教育对留守

儿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的影响，为有针对性的解决留守儿童特殊群体的家庭教

育问题提供一剂良方，也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的调研，此次调研涵盖了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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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北省 6城市 15 区县 37所中小学。采用整群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

式，发放问卷 1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53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81%。结合留

守儿童定义和《统计用区划和城乡划分代码》，最终筛选出 651 个农村留守儿童

样本。此外，在过去十余年，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长期关注农村教育，课题组成

员对湖北省英山县、崇阳县、通山县等地区的留守儿童予以跟踪，对 13 个典型

的留守儿童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家庭特困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留

守女童、父母离异留守儿童以及成绩优异留守儿童等，并有针对性地对留守儿童

教育进行指导。 

（二）研究假设 

根据研究目的需要，在对现有文献研读的基础上，结合前期田野调查，研究

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与子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之间的相关

性，本研究有如下假设：（1）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2)家庭教育投入是影响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3)家长

对子女的教育参与越多的，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性越好，学业成绩越好;(4)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和学业成绩存在影响。 

（三）变量界定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抽样学生的标准化测试语文、英语、数学成绩和采

用因素分析法得出的学校适应得分。调查问卷中专门设计了一套面向所有抽样学

校的数学、语文、英语标准化测试题。因此，各个学校的学生成绩之间具有较好

的可比性，标准化测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 

反映留守儿童个体特征的变量包括儿童性别、学段。性别以男生为参照，学

段以小学为参照。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将课外读物拥有量、工具书、独立书桌、

电子设备、教辅资料五个指标合成家庭教育投入。对家长“教育参与”的观测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孩子学习的督促情况，具体考察的是“父母上周检查作

业次数”；二是父母陪伴孩子的情况，对应问题是“父母平时带孩子参加活动的

种类”。对学生家庭 SES 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和

家庭经济状况。本研究主要选取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测量。（1）

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测量有多种方法，一是单独测算父亲受教育程度，二是选取父

母中学历较高的一方进行测量，三是综合父母的平均学历测算。本文选取的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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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方式，并将受教育程度的变量转化为受教育年限进行测量。（2）本研究采用

“家里的经济状况在本地的状况”测量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外出情况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父母外出时间，父母有一方外出时间多于 2年则为长期外出，其余

情况则为短期外出；二是父母外出类型，主要考察的是父母谁在外面务工，包括

父亲一人外出、母亲一人外出和父母均外出三种类型。变量的具体测量见表 1。 

 

表 1：变量界定与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界定与测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生=1；女生=0 0.51 0.50 

学段 小学=1；初中=0 0.56 0.49 

家庭教育投入 家庭教育投入综合因子得分 0.05 0.97 

家长监督 父母上周检查作业次数 3.02 1.63 

家长陪伴 父母平时带孩子参加活动的种类 1.49 1.92 

母亲受教育水

平 

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或中专=12；大专=15；

本科及以上=18 

9.14 2.75 

家庭经济状况 非常好=5；比较好=4；一般=3；比较差=2；非常差=1 3.04 0.81 

外出时间 长期外出=1；短期外出=0 0.91 0.29 

外出类型 父亲一人外出=3；母亲一人外出=2；父母均外出=1 1.81 0.95 

老师关注度 从不关心=1；很少关心=2；一般=3；比较关心=4；经

常关心=5 

3.70 1.12 

样本 1533   

 

（四）研究模型 

借鉴汉纳谢克（E. A. Hanushek）建立的分析学生成绩影响因素的教育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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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经典理论模型，本研究建立如下的拓展理论模型以分析家庭教育对留守儿童

学业成绩的影响： 

          FTEPCITscore  

在这里，I 代表儿童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学段；C 代表家庭教育设施；P

代表家长教育参与，具体用家长监督和家长陪伴表示；E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用母亲受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表示；T 表示学校状况，用老师对学生态度表示；

F表示父母外出情况，主要衡量外出时间长短和外出类型。为误差项，、、、、、、为

待估参数。采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来探讨家庭教育对学生学业成绩

和学校适应得分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1.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家庭教育基本状况 

家庭非特困留守儿童拥有 50本以上课外书、工具书、书桌、电子学习设备、

教辅资料、参加课外补习情况、每天检查作业以及询问学习情况均优于家庭特困

留守儿童，是否参加课外补习尤为明显；父母长期外出的留守儿童家庭上述情况

优于父母短期外出；母亲外出家庭投入及家长教育参与各方面表现最差，其次是

父母均外出，最优的是父亲外出；留守男童和女童家庭投入和家长教育参与差距

不明显。 

表 2：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家庭教育状况（%） 

变量名 

家庭经济 外出时间 父母外出类型 

女童 

特困 非特困 长期 短期 父亲外出 母亲外出 父母均外出 

工具书 3.4 96.6 91.3 8.7 56.3 6.6 37.1 50.2 

书桌 2.4 97.6 91.2 8.8 57.1 8.0 34.8 51.4 

电子学习设备 2.5 97.5 90.8 9.2 57.9 9.6 32.5 50.2 

教辅资料 3.9 96.1 90.6 9.4 58.2 7.5 34.3 52.0 

参加课外补习 0 100 86.6 13.4 59.5 8.9 31.6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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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检查作业 2.2 97.8 90.4 9.6 64.1 6.1 29.8 44.2 

询问学习 3.1 96.9 91.1 8.9 56.2 6.1 37.6 50.0 

50 本以上课外书 3.3 96.7 91.2 8.8 56.9 6.2 36.9 49.7 

 

2.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业成绩分析 

（1）英语成绩 

留守女童英语成绩均分为 67.05，留守男童英语成绩均分为 63.24，T=2.64，

p=0.009，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英语成绩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女童英

语成绩高 3.81 分；留守儿童特殊群体成绩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亲外出、母亲

外出和父母均外出英语成绩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外出英语成绩最高，

父亲外出次之，父母均外出最差；英语成绩在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外出

时间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 3：留守儿童特殊群体与英语成绩 T 检验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F 值 T 值 

留守儿童 65.04 14.60 1.42 -1.11 

非留儿童 66.06 13.96 

特困儿童 68.37 15.35 0.06 0.77 

非特困儿童 65.20 14.53 

父母长期外出 65.55 14.64 0.001 0.16 

父母短期外出 65.09 15.09 

留守女童 67.05 13.90 2.78 2.64** 

留守男童 63.2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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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文成绩 

留守女童语文成绩均分为 75.74，留守男童语文成绩均分为 70.74，T=4.46，

p=0.001，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语文成绩在 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留守女童

语文成绩高 3.81 分；留守儿童特殊群体成绩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亲外出、母

亲外出和父母均外出语文成绩在 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外出最高，母亲

外出次之，父母均外出最低；语文成绩在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外出时间

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 4：留守儿童特殊群体与语文成绩 T 检验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F 值 T 值 

留守儿童 73.12 14.24 

5.23 -0.10 

非留守儿童 73.20 15.13 

特困儿童 74.32 12.36 

0.03 0.04 

非特困儿童 74.19 13.64 

父母长期外出 73.75 14.07 

1.19 1.45 

父母短期外出 70.81 15.37 

留守女童 75.74 13.18 3.95 4.46*** 

 

（3）数学成绩 

留守儿童特殊群体成绩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亲外出数学成绩均分为 73.78，

母亲外出为 72.78，父母均外出为 67.81 分，p=0.0001，不同父母外出模式留守

儿童数学成绩在 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成绩最高的父亲外出比最低的父母

均外出高 5.97 分；数学成绩在留守儿童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外出时间、性别上

没有显著差异。 

 

 表 5：留守儿童特殊群体与数学成绩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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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均值 标准差 F 值 T 值 

留守儿童 71.17 15.42 0.26 1.28 

非留守儿童 70.11 15.76 

特困儿童 72.48 13.37 0.24 0.04 

非特困儿童 72.34 14.91 

父母长期外出 71.53 15.47 1.48 0.39 

父母短期外出 70.68 13.29 

留守女童 71.12 15.07 0.05 -0.19 

留守男童 71.35 15.77 

 

3.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校适应得分 

（1）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得分 

根据张大均和张琦编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问卷共设计 22个

关于社会适应的量表题目，采用因素分析方法（factor analysis method）将问

卷指标其合成 5 个社会适应的子因子，分别是学习适应、生活适应、情绪适应、

生理适应、人际适应，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0.93、0.92、0.91、0.90、0.90，解

释效果较好；其内部一致性 Cronbachα为 0.91，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采用同样

方法，将这 5个子因子合成学校适应这一个指标。分别为量表选项赋分：完全不

符合=1、不太符合=2、比较符合=3、完全符合=4，根据学校适应负荷矩阵算出社

会适应得分。 

 

表 6：学校适应负荷矩阵 

指标 学习适应 社会适应 情绪适应 生理适应 人际适应 

觉得学习有意思 0.77     

根据学习任务选择学习方法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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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新旧知识 0.66     

井井有条安排生活  0.69    

清楚自己每天该干什么  0.67    

合理支配金钱  0.65    

在群体活动中能扮演角色  0.61    

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0.54    

遇到不顺心的事有办法让自己开心   0.74   

尽管不顺心也能坚持做事   0.73   

积极情绪多于消极情绪   0.51   

能从艰苦生活中找到乐趣   0.50   

性发育未带来烦恼    0.85  

对于身体变化不紧张    0.81  

不为外貌体态苦恼    0.68  

同学喜欢和我谈话     0.76 

别人以友好的眼光看自己     0.71 

和老师同学相处感到轻松     0.52 

方差解释率 0.93 0.92 0.91 0.90 0.90 

Cronbachα 0.91     

 

（2）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校适应具体指标得分 

据表 7显示，家庭特困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得分均高于家庭非特困留守儿童；

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的学习适应得分、情绪适应得分、人际适应得分高于父母

短期外出，生活适应和生理适应得分则低于父母短期外出；除生理适应得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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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女童社会适应得分均高于留守男童；父亲外出社会适应得分均最高，母亲外

出学习适应得分高于父母均外出，其他指标得分则低于父母均外出。 

表 7：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校适应得分（均值） 

分类 学习适应 社会适应 情绪适应 生理适应 人际适应 

特困儿童 3.02 3.17 3.25 3.12 2.93 

非特困儿童 2.94 3.01 3.04 2.99 2.92 

父母长期外出 2.94 3.01 3.07 2.98 2.93 

父母短期外出 2.93 3.06 2.90 2.99 2.77 

留守女童 2.96 3.06 3.13 2.97 3.00 

留守男童 2.91 2.94 2.98 2.98 2.84 

父亲一人外出 2.96 3.01 3.07 3.07 2.97 

母亲一人外出 2.90 2.95 2.92 2.91 2.67 

父母均外出 2.89 2.99 3.01 3.01 2.88 

 

（3）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校适应得分差异性分析 

父母外出模式不同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得分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父亲外出和父

母均外出的社会适应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母亲外出与其他两种外出类型的学校适

应得分无差异。由表 8 可知，留守女童学校适应得分为 3.04，留守男童得分为

2.96，T=1.87，p=0.06，留守女童与留守男童学校适应得分在 10%的水平上存在

差异。 

表 8：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学校适应得分 T 检验 

分类 均值 标准差 F 值 T 值 

留守儿童 3.00 0.52 

0.34 1.22 

非留守儿童 2.96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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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儿童 3.12 0.51 

0.05 0.93 

非特困儿童 3.01 0.51 

父母长期外出 3.01 0.52 

2.93 0.18 

父母短期外出 2.99 0.43 

留守女童 3.04 0.48 

5.91 1.87* 

留守男童 2.96 0.56 

 

（二）回归结果 

基于实证调查数据，本文利用 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分析了影响留

守儿童学业成绩和学习适应的主要因素，回归结果如下： 

表 9：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数学 英语 语文 总分 学校适应 

性别（男） 

0.011 -4.519** -3.487** -6.839 -0.063 

（1.418） （1.556） （1.306） （4.156） （0.051） 

学段（小学） 

5.062*** 7.549*** -1.773 5.275 0.053 

（1.496） （1.902） （1.373） （5.079） （0.055） 

家庭教育投入 

3.346*** 4.371*** 3.312*** 11.31*** 0.067* 

（0.827） （0.912） （0.764） （2.436） （0.029） 

家长监督 

-0.236 1.602** 0.163 0.707 0.083*** 

（0.484） （0.568） （0.445） （1.516） （0.017） 

家长陪伴 

0.114 -0.193 0.095 0.563 0.007 

（0.394） （0.430） （0.364） （1.149） （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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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受教育水平 

0.463 1.094** 0.253 2.327** -0.0005 

（0.279） （0.332） （0.254） （0.887） （0.010） 

家庭经济状况 

1.969* 0.338 1.081 2.414 0.009 

（0.994） （1.168） （0.918） （3.120） （0.036） 

父母外出时间 

-0.290 1.810 -0.190 -4.531 0.173 

（2.851） （3.378） （2.638） （9.022） （0.101） 

父亲一人外出 

-1.688 -4.067 0.681 -3.837 0.026 

（2.986） （3.003） （2.762） （8.020） （0.104） 

父母均外出 

-5.887 -5.899 -1.639 -12.35 -0.001 

（3.071） （3.067） （2.839） （8.190） （0.107） 

老师关注度 

2.298*** 0.505 1.813** 4.803* 0.066** 

（0.680） （0.770） （0.628） （2.056） （0.025） 

常数项 56.09*** 51.96*** 65.44*** 176.4*** 2.321*** 

（6.354） （6.860） （5.860） （18.32） （0.225） 

调整后R2 0.147 0.309 0.126 0.221 0.14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留守儿童个体特征中，留守儿童的英语、语文成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留

守男童英语成绩均分比留守女童低 4.519 分，语文成绩均分低 3.487 分；学段对

留守儿童数学和英语成绩存在显著影响，处于小学阶段留守儿童数学和英语比中

学阶段留守儿童分别高 5.062、7.549 分。由此可见，留守对中学阶段学生的学

业成绩影响更大。 

家庭教育投入对留守儿童的英语、语文、数学和总成绩均存在正向影响，且

在 0.1%的水平上显著。家庭教育投入越丰富，对儿童学业成绩的正向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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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英语、语文、数学和总成绩越高。家庭教育投入每增加 1 单位，数学、

英语、语文成绩分别提高 3.346、4.371、3.312分。家长监督对留守儿童学业成

绩存在正向影响，且对英语成绩的影响在 0.1%的水平上显著。监护人（家长）

检查作业的次数越多，留守儿童英语成绩越高，家长每多检查一次作业，留守儿

童英语成绩提高 1.602 分。家长监督是家长教育参与的重要体现，这表明，家长

教育参与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存在正向影响。 

家庭教育投入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教育投入越多，

学校适应得分越高，学校适应越好。家庭教育投入每增加 1个单位，学校适应性

得分增加 0.067个单位。家长教育参与的家长监督对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存在正向

影响，且在 0.1%的水平上显著，家长每多检查一次作业，留守儿童社会适应提

高 0.083 个单位。 

（三）研究讨论 

1.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方面无显著差异 

由数据可知，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在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方面不存

在显著差异。雷万鹏、杨帆（2009）的研究指出，大多数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

和心理发展等方面与非留守儿童没有差别，留守儿童并不是“问题儿童”。既有

研究也表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正常，在多数生活行为上，农村留

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要改变将农村留守儿童看作“问题儿童”

的刻板印象，不要以个别特殊现象代替留守儿童普遍现象，注重农村留守儿童的

个体差异（范兴华、方晓义，2010）。 

研究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确实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思考的

是，这些问题是农村留守儿童所特有的现象，还是农村儿童存在的普遍现象？许

多研究中都是将留守儿童与包括城市儿童在内的其他所有儿童进行比较，而没有

控制经济条件、地域差异等变量，两者之间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农村儿童的

共性，应该将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这样得出得结论才有可

信性。有学者指出，以上研究还未完全脱离“问题”视角，关注重点仍旧在留守

儿童的消极心理，留守儿童存在被“污名化”的倾向，歧视知觉也相继产生，这

不仅容易使其他人对留守儿童失去信心，也容易使留守儿童对周围的人和事物产

生不信任与排斥，更为严重的是留守儿童会对包括父母在内的社会产生不满与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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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申继亮等（2009）指出，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农村留守儿童的歧视知觉

明显偏高，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当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时候，农村留守儿

童更容易被人看成是“问题”儿童，歧视知觉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

应该客观理性看待留守儿童现象。 

2.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上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总体而言，留守男童的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比留守女童差。这与以往研究结

论基本一致（Machin & Pekkarinen，2008），但是也与常见报道中留守女童处于

弱势地位，应该重点关注留守女童的结论不同。男生学业成绩落后于女生的现象

存在于学习环境较差的学校，因为男生在较差的学校中，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而

形成反学校的认知、度和行为，而女生则较少受到这种响。留守儿童主要在农村

上学，学习环境相对较差，在缺少父母监督和与父母正常交流沟通的情况下，留

守男童更容易受到农村社会环境的影响，对其学业成绩产生负面影响。问卷结果

表明，就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而言，特困家庭与非特困家庭留守儿童、父母长期

外出和短期外出留守儿童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3.父母离异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学校适应有负向影响 

课题组长期追踪的个案显示，父母离异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照料，一

方法定监护人缺位，一方法定监护人角色丧失。很多留守儿童父母离异后，跟着

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为生活所迫而外出务工。监护人角色丧失在这里是指留守儿

童父母离异后，母亲放弃了抚养孩子的责任与义务，将孩子留在父亲家里，留守

儿童的家庭教育主要由隔代监护人承担。在这样的家庭里，因为家庭裂变给留守

儿童所带来的心灵创伤比普通留守儿童更加严重，加之隔代监护人由于其自身文

化程度不高，没有科学合理教养方式的观念，更容易让此类留守儿童形成不良的

个性与心态。“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最严重也最现实的问题，与此同时，父亲

监护人角色丧失，让原本亲情缺失的留守儿童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

缺乏母爱，与父亲之间的感情生疏，完整的亲情和交流缺失，简单地表现为“渴

望母爱，期盼父亲早日回家”。  

母方监护人角色丧失，父方监护人缺位，隔代监护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即

使有时间，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辅导孩子有心无力。外出务工的父亲若不关心

子女的学习，平时不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不与老师及时进行沟通，容易在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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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形成对学习的错误看法：“长辈都不关心我的学习，学习肯定不是很重要，

那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的学习，还不如好好玩耍”，这将不利于孩子的学业表现。

父母离异，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子女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如果抚养方能够及时给予

孩子足够的爱与关注，保持与孩子交流沟通，即使因为生活必须在外工作，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孩子的亲情缺失。 

4.家庭教育投入、家长教育参与与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呈显著正相关 

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学业成绩没有显著影响，而家长的

教育参与，包括家庭教育投入和督促子女学习对子女的学业成绩有显著促进作用。

拥有课外读物、工具书、书桌、电子学习设备、教辅资料等反映了家庭教育投入

情况，为孩子提供一个专供学习使用的场所和学习用具对孩子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而反映家长教育参与的家长监督越多，每天检查作业的次数越多，展示了父母通

过各种教育活动的作用而储存于个体身上的文化知识、文化修养、文化技能越丰

富，留守儿童学业成绩越好。 

有研究表明，教育在生产中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代际传递中很重要的因素在

于父母对子女投入的时间及与子女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使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

传递成为可能。留守子女除了获得物质方面的满足外，他们更需要心理上的支持

以及行为方面的监督、引导，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心理发展水平和规范自身的行

为。因此，监护人和学校履行职责越到位，儿童的学习成绩也越好。 

5.家庭教育投入、家长教育参与与留守儿童学校适应呈显著正相关 

监护人经常检查作业，加强监护人与留守儿童的交流沟通，不仅有助于提高

留守儿童学业表现，也有助于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现代社会对学生要求日益增

高，对学生学习、社会、情绪、生理以及人际方面的适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父

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会随着社会的需求变化。如果外出的农民工能够接受到更

多新鲜事物，拓宽视野，对子女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会注重对各方面能力的培

养。 

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重要场所，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作为留守儿童教育的

第一责任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父母对子女的关注和时间、

精力投入有利于各种有关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可以监督、鼓励和

促进学生更加努力、有效地学习。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和成长需要家长（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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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积极配合和有效参与，这样才有利于儿童在家长（监护人）的言传身教中

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规范等社会行为方式，更好的适应学校。 

四、政策建议 

（一）瞄准“脆弱群体”，精准帮扶留守儿童特殊群体。 

首先，准确掌握留守儿童的信息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在相关政策

中强调要建立留守儿童信息台账，坚持一人一档案，动态管理留守儿童信息，以

对留守儿童进行精准施测。在留守儿童信息中加入家庭成员信息，包括外出情况

（外出时间、外出距离、外出类型）、监护人信息，适当的链接心理测试、学校

适应测试等信息，使留守儿童的识别更加精准。 

其次，分类识别留守儿童。只有将留守儿童群体进行细化和分类，分析不同

类型留守儿童的共性和个性，才能结合留守儿童的不同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

措施。针对家庭特困留守儿童、父母长期外出留守儿童、留守男童、父母离异留

守儿童等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应该采取分类的帮扶策略，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 

（二）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留守儿童经费保障机制。 

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留守儿童经费保障机制，从经济上提高家庭监护能力。

一方面，以留守儿童家庭为精准帮扶对象提供财政支持，通过工作补贴、发放津

贴以及购买社会服务等方式对留守家庭提供帮助，以降低家庭抚养成本，确保农

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失学。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农村经济滞后

问题，投资发展地方优势特色产业，重视小城镇建设，引导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就业，减少家庭离散。落实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政策，使企业“引得进”、劳

动力“留得住”、家长“想留下”，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三）建立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水平。 

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的

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而我国的家庭教育工作并没有独立、明确的家庭教育管理

和实施机构，相关工作分别由教育部门、妇联、民政部门承担，政出多门易造成

政策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沟通。为了给留守儿童家庭提供专业化的指导服务，也

应重视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业化发展，以大学为中心，整

合各项资源，加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者队伍的专业力量，提高专业化水平，

改变过去各部分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和协调沟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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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人员配备，尤其是社区留守儿童管理人员

配备和专业人才的培养，重点加强对偏远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政策倾斜。

一方面通过系统培训活动，加强现有专兼职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培养；

另一方面可以与民政部门合作，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为工作人员适当提供工作

补贴的形式弥补人员不足，促进关爱工作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家庭、社区、学校的教育合力，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 

学校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主阵地，教师是留守儿童适应过程中的重要他人。要

求学校及教师代表社会担当更多的责任，履行更多的义务，发挥更多的教育功能。

教师应针对留守儿童特点，坚持启发、引导的疏导原则，强化行为规范的养成训

练，组织班队活动让留守儿童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自我生活。学校应主动

与外出务工父母和临时监护人保持联系，交换意见。应开设系列讲座、家长学校，

培训临时监护人，提高他们的教育素质。 

学校每年应对留守儿童进行深入调查与了解，全面掌握他们的数量、家庭状

况、监护人情况，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行为习惯、性格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从而加强对留守儿童教育策略的实践研究。探索留守儿童教育原则和方法，为全

社会对留守儿童群体实施有效教育提供重要的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五）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加强家长的教育参与。 

家庭是青少年生活成长的最主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留守儿童

父母不在身边，则监护人应该担负起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首先，良好的家庭

环境在家庭教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促进孩子修身养性，养成良好的

品质和行为习惯。因此，家长或者监护人要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参加

各类家庭教育培训，通过各种支持平台接受家庭教育知识、理念，以家长整体素

养的提高来改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 

其次，家长要转变教育观念，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参与，改变过去对教育参与

不足的状况，尤其是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监督与陪伴。具体而言，监护人应当每

天晚上按时检查子女的家庭作业，即使不能完全指导子女写作业，至少起到监督

作用。此外，除了监督子女的学习状况外，监护人定期陪伴子女参加户外活动，

丰富子女的课余生活，父母的陪伴能够有效促进亲子之间的沟通，提高其言语表

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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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监护人还要充分发挥以身作则的作用，加强“自我约束”，时刻注意

自己的日常言行，改变不文明行为，为子女树立良好的形象，同时尽可能地避免

对子女传输负面情绪、负面信息，从而增强子女的自信心，进而增强子女的社会

适应性。 

 

【专家评语】 

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留守儿童的教育、

管理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以往对留守

儿童的研究往往聚焦在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学业失败等方面，而对于留守儿童群体

的构成，以及内部差异则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研究对湖北英山县、长阳县

和广东乐昌县三个地区 14 所学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家庭教育、家长参与

是影响留守儿童学业成绩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提出了政府应瞄准“脆弱群体”，

精准扶贫留守儿童特殊群体；发挥家庭、社区、学校的教育合力，以社区和学校

功能的完善来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加强家长的教育参与等

建议，对于政府制定政策，加强、改善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