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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留守的“迷雾”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数量可观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离开自己的家园，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了蔚为

壮观的“民工潮”。由于受到户籍管理制度和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绝大部分进城务工的

农村青壮年无法在城市定居，更无力带上孩子进城上学。于是，伴随着数量庞大的流动人

口的不断增长，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 

所谓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长期外出务工而被留在农村，由家中

其他长辈或父母其中一方抚养的儿童。不同研究者对留守儿童的年龄界定差异较大，一般

有 18 岁以下、16 岁以下、6-14 岁、6-18 岁、0-14 岁等多种界定方法。根据父母外出情况，

可以分为父母双方都外出、父亲一方外出、母亲一方外出三种情况。 

虽然留守儿童自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青壮年大规模进城务工就开始出现，但作

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在 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刊

报道后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很快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的调查研究也日益

增长。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课题组 2009年对中国留守儿童研究的述评，对留守儿

童心理和行为特点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自我意识方面，留守儿童一方面有严重的自卑感，对自己智力、外貌等方面

的评价明显偏低，另一方面又存在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2）在情绪问题方面，留守儿童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躯体化、恐怖、敌对、偏执、

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状态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并且存在年龄

和性别差异，具体说，年龄越小问题越突出，女性比男性更突出； 

（3）在压力应对方面，留守儿童倾向于对挫折事件的结果做外部归因，并较多采用

幻想、合理化、退避等不合理的应对方式； 

（4）在亲子关系方面，大多数留守儿童对父母充满怨恨，并有盲目反抗心理； 

（5）在人际关系方面，大多数留守儿童比较内向，受欺负或攻击现象突出； 

（6）在学业学习方面，大多数留守儿童学习态度不端正，较多有不良学习习惯，学

习成绩容易下滑，厌学、逃学和辍学现象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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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社会适应方面，留守儿童有较多的违纪和违法行为，表现为抽烟、酗酒、不

服管教，甚至出现赌博、偷窃、抢劫等违法行为。 

全国妇联于 2014 发布《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该报告根据中国 2010 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 6102.55 万，占农村儿童

37.7%，占全国儿童 21.88%。其中，小学(6-11 岁)学龄阶段儿童的数量为 1953 万，占农

村留守儿童的 32.01%；初中(12-14 岁)学龄阶段儿童的数量为 995 万，占农村留守儿童的

16.30%。从地区分布来看，农村留守儿童不仅广泛分布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的省份，而

且也分布于江苏、广东、山东等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调查表明，农村留守学龄儿童义务

教育总体状况良好，绝大部分在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留守儿童受

教育状况相对较差。 

2014 年 5 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调查对

象来自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贵州省的 12 个县（市、区），包括四

至九年级农村留守儿童 4533 人（占 61.7%）、非留守儿童 2731 人（占 37.2%）。本次调查

一方面发现农村留守儿童总体上形成了比较积极的价值观，对未来怀有希望，向往城市生

活，家庭关系良好；另一方面也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成长中存在以下 9 个突出问题： 

（1）遭受意外伤害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 

（2）学习成绩较差、学习不良行为较突出； 

（3）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弱，情感支持欠缺，经常感到烦躁、孤独、闷闷不乐、无缘

无故发脾气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 

（4）留守女童的负面情绪更加明显，经常感到烦躁、闷闷不乐和无缘无故发脾气的

比例高于男童； 

（5）留守男童迟到、逃学、受老师惩罚等问题行为较多，学习及校园生活中遇到的

障碍和受到的欺负也较多； 

（6）与其他年级学生相比，小学四年级留守儿童受到父母外出影响更明显，感觉父

母外出后自己更容易被欺负、被歧视、性格比原来内向、胆小的比例最高； 

（7）与其他年级的学生相比，初二留守学生在学习及校园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更多，

与父母的关系更差； 

（8）寄宿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习惯较差，学习和校园生活状况更糟糕，对生活满意

度相对较低； 

（9）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最突出，他们生活习惯更差，学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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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糟糕，遭受欺负的比例更高，网络不良行为更多，意外伤害更多，对留守生活的负面

体验也更高。 

总的来看，人们普遍假设留守儿童是有问题的群体，一些人甚至专门关注留守儿童个

体的极端表现，并倾向于将留守儿童的各种不良表现简单地归因为留守状态。各种媒体中

频繁出现的关于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将留守儿

童看成问题儿童的印象。基于留守儿童是有问题群体的假设，研究者从家庭、学校、社会

等不同的角度，提出一些缓解或改善现状的建议；而公益组织则试图通过捐钱、捐物等手

段，试图帮助留守儿童改善生活状态。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定留守儿童在各个方面存在问题，一些研究者发现儿童的学

习成绩和学习问题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没有明显关系，甚至一些留守儿童在学习信心和学

校效能感方面还略高于父母在家的儿童。一些研究表明，尽管亲子分离为留守儿童带来不

少困难，但儿童个体自身成长的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不同留守儿童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

异，一些留守儿童具有较高的心理复原力（心理弹性）。新华社记者对 2000 多名留守儿童

的抽样调查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多研究发现，亲子分离的年龄

段、分离时间长短、性别差异、年级差异、沟通方式和频度等因素，都对留守儿童的心理

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和心灵状况，需要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系统的、多

角度的、连续性的调查研究。2014年 10-12月，“上学路上”公益组织对我国东部、中部、

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亲子沟通、学业学习、课

外生活、情绪状态等方面，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与心灵状况，重点关注不同留

守儿童之间的差异，系统分析地区、性别、学习、生活等因素对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的影响。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农村儿童来自我国东部、中部、西北、西南的六个省市农村地区，发放问

卷2218份，回收有效问卷2131份（占96%）。在2131份有效问卷中，东部地区的问卷来自山

东省的4所小学，共323份，占15.2%；中部地区的问卷来自河北省的2所小学，共301份，

占14.1%；西北部地区的问卷来自甘肃省陇南市的6所小学，共455份，占21.4%；西南部地

区的问卷来自贵州省、广西省、云南省的11所小学，共1052份，占49.4%。 

本调查的农村儿童在留守状态、地区、性别、年级等特征的基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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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所调查留守儿童基本情况一览表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留守 

状态 

父母均在 910 42.7 44.8 

父亲外出 614 28.8 30.2 

母亲外出 131 6.1 6.4 

父母都外出 377 17.7 18.6 

合计 2032 95.4 100.0 

缺失 系统 99 4.6  

合计 2131 100.0  

地区 东部 323 15.2 15.2 

中部 301 14.1 14.1 

西北 455 21.4 21.4 

西南 1052 49.4 49.4 

合计 2131 100.0 100.0 

性别 男 1106 51.9 52.0 

女 1019 47.8 48.0 

合计 2125 99.7 100.0 

缺失 系统 6 .3  

合计 2131 100.0  

年级 三年级 1109 52.0 52.3 

四年级 235 11.0 11.1 

五年级 776 36.4 36.6 

合计 2120 99.5 100.0 

缺失 系统 11 .5  

合计 2131 100.0  

 

下面，根据2131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别从留守儿童的比例和类型、地区分布、性别

分布、年级分布、是否住校等方面，描述所调查农村留守儿童的基本情况。 

1.1 留守儿童的比例和类型 

本调查通过询问家人外出打工情况判断被调查的学生是否为留守儿童以及留守的类

型。具体说，对于“家里有哪些人长期（半年以上）在外或经常（每月或每星期）外出

打工（可多选）”这一问题，选择“无人外出”或“哥哥或姐姐外出”的被判断为非留

守儿童（父母均在身边）；选择“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都外出”被判断为留守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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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32个学生回答了这一问题（占全部学生95.4%）。图1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不同类

型留守儿童的数量分布情况。根据图中数据，从总体上看，“父母均在家”的非留守儿童

数量为910人（占44.8%），“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数量为614人（占30.2%）、“母亲外

出”的留守儿童数量为131人（占6.4%）、“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数量为377人（占18.6%），

三类留守儿童的总数量为1121人（占55.2%）。 

 

 

 

 

 

显然，在所调查的地区，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超过55%。也就是说，留守儿童的数量

超过非留守儿童。 

从三类留守儿童在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来看，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占 33.5%，仅父

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 54.8%，仅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占 11.7%。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

查表明，父母都在外地的留守儿童最多，占 51.7%，其次是父亲一方外出的，占 40.2%，

母亲一方外出的最少，占 8.1%。导致两项调查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是取样范围不一样。

从后面的数据可以看到，各地区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要求教师写出自己所教班级中留守儿童的数量，发现教师所写出

的留守儿童的数量只占全部学生的26%，大大低于根据学生答题所推测的数量。这一差异

表明，教师心目中的留守儿童与儿童实际的留守状况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可能是

图 1 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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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师并没有对自己学生的留守状况进行细致的统计，只是关注那些在情绪和行为问

题上表现比较突出的儿童。 

1.2 各地区不同留守儿童类型的分布比例 

从留守儿童的数量来看，西南地区的数量最多，有565人（占留守儿童总数的56%）；

西北地区其次，有287人（占25.6%）；东部地区第三，有159人（占14.2%）；中部地区最

少，有111人（占9.9%）。从留守儿童在当地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来看，西北地区的比例

最高，占68.3%；西南地区其次，占56%；东部地区第三，占51.8%；中部地区最少，占37.5%。 

图2显示了在不同地区，三类留守儿童所占比例情况。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四个

地区，“父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所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48%-76.1%），“母亲外出”的

留守儿童所占比例都是最低的（4.4%-13.5%）。在西南地区，“父母都外出”的留守儿童

占当地留守儿童比例37.9%，是四个地区中所占比例最高的。 

 

 

 

 

 

 

 

 

 

 

 

 

 

 

 

 

图 2  各地区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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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例 

总体来看，在所调查儿童中，男性儿童的数量（1106人，占52%）略高于女性儿童（1019

人，占48%），但不同地区儿童的性别比例表现出不同的偏向。具体说，东部地区和中部

地区都是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大约多出3个百分点， 51% VS 48%），而西北部地区和

西南部地区都是男性儿童多于女性儿童（大约多出8个百分点,54% VS 46%）。显然，与东

部和中部地区不同，西北和西南区有重男轻女的倾向。 

图3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分布。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总体来看，在

非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中，男性儿童的数量都多于女性儿童。也就是说，父母是否离家

外出务工，与孩子的性别没有关系。 

 

 

 

 

 

 

 

 

 

 

 

 

 

 

 

图4显示了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例。在“父亲外出”和“父母都外出”的留守

儿童中，总体上看，都是男性儿童多于女性儿童（约多5个百分点，52.5% VS 47.5%），

但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是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而西北和西南地区则是男性儿童多

于女性儿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女性儿童在总体上多于男性儿童。 

 

图 3 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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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在“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约多出 

5个百分点， 52.7% > 47.3%），并且不存在地区差异，即：在四个不同地区的该类留守

儿童中，都是女性儿童多于男性儿童。这暗示着母亲外出与女性儿童有关，即：在女性

儿童的家庭中，母亲外出的可能性较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重男轻

女的习俗。在母亲所生孩子为女性的情况下，可能会面临来自家庭及其他各方面的压力，

并导致其外出打工，甚至与孩子的父亲离婚而离开家庭的情况。 

 

1.4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上学方式 

图5显示了非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上学方式。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887名非留

守儿童中，67.4%的学生不住校（走读），30.8%的学生住校、每周回家，1.8%的学生住校、

每月回家；在1086名留守儿童中，72.6%的学生不住校（走读），25.4%的学生住校、每周

回家，2.2%的学生住校、每月回家。 

 

 

图 4  不同类别留守儿童的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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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非留守儿童住校的比例（32.6%）居然高于留守儿童（27.4%）。究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并校，导致学生需要走很远的路上学。住在离校较远的山

区的农民因有田耕种而没有外出，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上学路远而选择住校。如果这一推

断正确，非留守儿童住校比例较大的地区应该是耕地分散的山区，如西南和西北地区。 

图6显示了不同地区非留守儿童的住校情况。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近

98%的非留守儿童走读，只有2%住校；在中部地区，只有63.2的非留守儿童走读，近37%

住校；在西北地区，只有58%的非留守儿童走读，42%住校；在西南地区，近62%的非留守

儿童走读，38%走读（与中部地区接近）。 

 

 

 

 

 

 

 

 

 

 

图 5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上学方式比较 

图 6  不同地区非留守儿童的上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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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显示了不同地区留守儿童的住校情况。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东部地区，近99%

对的留守儿童走读，几乎没有留守儿童住校；在中部地区，约68%的留守儿童走读，32%

住校；在西北地区，约57%的留守儿童走读，43%的住校；在西南地区，约83%的留守儿童

走读，17%住校。 

 

 

 

 

 

 

 

 

 

 

 

 

 

 

 

将不同地区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上学方式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东部地区，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住校的比例均不到2%，基本没有差异；在中部地区，非留守儿童住

校的比例略高于留守儿童（37% > 32%）；在西北地区，非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住校的比

例基本相同（42%与43%）；在西南地区，非留守儿童住校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38% < 17%）。 

 

2 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情况 

    本部分从是否了解父母的工作、与父母见面的次数、与父母通过电话或网络联系的次

数三个方面，考察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系情况。 

图 7  不同地区留守儿童的住校情况 



11 

 

2.1 是否了解父母的工作 

图8显示了留守儿童了解父母工作的情况。69.2%的留守儿童不知道自己父母在外所从

事的工作，有14.9%的儿童反映自己的父母在私营企业工作，有5.6%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

母在国有企业工作，有10.4%的学生反映自己的父母自主创业。 

 

 

 

 

 

 

 

 

 

 

 

 

 

2.2 与父母见面的次数 

图9显示了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见面的情况。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在1054名留守

儿童中，有11.1%的学生与父母每月见面3-4次，32.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5次以上，11.7%

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3-4次，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

过父母。根据29.4%和15.1%这一比例，按照留守儿童总数6100万测算，全国约有近1794

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2次；有921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显然，这是

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图 8 留守儿童了解父母外出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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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父母通过电话或网络联系的次数 

图10显示了留守儿童一年内通过电话或网络与父母见面的次数。由图中数据可以看

出，在1045名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几乎天天联系的学生有23.9%，与父母每周联系2-4次的

学生有28.6%，与父母每月联系3-4次的学生有19.3%，与父母每年联系3-4次的学生有

10.4%，与父母每年联系1-2次的学生有10.2%，与父母一年都没有联系的学生有4.3%。 

根据4.3%这一比例，按照全国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一年都没有与父母联

系的儿童有262万！一年与父母只联系1-2两次（半年才打一个电话）的儿童，有622万人；

每年与父母联系3-4次（3个月联系一次）的儿童，有634万。综合来看，每年与父母联系

次数少于3-4次的儿童，在总数上达到惊人的1518万。 

 

 

 

 

 

 

 

 

 

图 9 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情况 

图 10  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联系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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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 

本调查从学习成绩、作业时间、阅读时间三个方面，考察留守儿童的学习情况。 

3.1 对成绩位置的估计和满意度 

图11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由图中数据可以看

出，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对自己的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的估计没有明显差异，五种位置

所占比例分别如下：领先（9.5%和9.6%）、靠前（24.1%和23.5%）、居中（40.4%和41.7%）、

靠后（19.4%和19.3%）、垫底（6.7%和6%）。 

 

 

 

 

 

 

 

 

 

 

 

 

 

图12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度。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

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的各种情况所占比例分别如下：非常满意

（5.8%和6.1%）、比较满意（26.1%和21.5%）、一般（33%和35.2%）、不太满意（24.1%和23.7%）、

非常不满意（10.9%和13.5%）。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不满意的比例略高于非留守儿童。 

图 12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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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每天做作业的时间 

    图13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天做作业的时间。在非留守儿童中，40.3%做作

业半小时、35.8%做作业半小时到一小时，12.6%做作业1-2小时；在留守儿童中，33.1%

做作业半小时、40%做作业半小时到一小时，14.6%做作业1-2小时。留守儿童每天做作业

的时间略多于非留守儿童。此外，在全部学生中，有1.7%的学生每天几乎不做作业。 

 

 

 

 

 

 

 

 

     

 

 

图 12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 

图 13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天做作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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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显示了不同地区儿童每天做作业的时间。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区学生每天

做作业的时间基本一致，75%-80%的学生每天作业时间在1小时以内，约15%的学生每天的

作业时间在1-2小时之间。此外，有极少数学生每天几乎不做作业，约10%的学生每天作业

时间超过2小时。 

 

 

 

 

 

 

 

 

 

 

 

3.3 每天阅读课文或课外书的时间 

    图15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天阅读课文或课外书的时间。在非留守儿童中，

13.1%几乎没有阅读，49.3%阅读半小时，25%阅读半小时到1小时，7.3%阅读1-2小时，5.3%

阅读2小时以上；在留守儿童中，10.5%几乎没有阅读，48.1%阅读半小时，25.9%阅读半小

时到1小时，9.6%阅读1-2小时，5.9%阅读2小时以上。总体来看，留守儿童每天阅读的时

间略多于非留守儿童。 

 

 

 

 

 

 

 

图 15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天阅读的时间 

图 14  不同地区学生每天的作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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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显示了不同地区儿童每天阅读课文或课外书的时间。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各

地区学生每天阅读的时间基本一致，近50%的学生每天阅读半小时以内，约25%的学生阅读

半小时到1小时。此外，有约10%的学生每天几乎没有阅读，13%左右的学生每天阅读时间

超过1小时。 

 

 

 

 

 

 

 

 

 

。 

 

 

 

4 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 

本调查从娱乐时间、做家务的时间、零花钱三个方面，考察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 

4.1 每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 

图17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在非留守儿童中，

22.7%几乎没有看电视或玩游戏，35.9%娱乐半小时，19.1%娱乐半小时到1小时，9.2%娱乐

1-2小时，13%娱乐2小时以上；在留守儿童中，20.2%几乎没有看电视或玩游戏，38.4%娱

乐半小时，18.7%娱乐半小时到1小时，11.1%娱乐1-2小时，11.6%娱乐2小时以上。总体来

看，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每天娱乐的时间没有差异。 

 

图 16  不同地区学生每天阅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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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显示了不同地区儿童每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各地区

学生每天娱乐的时间基本一致，近40%的学生每天娱乐半小时以内，约20%的学生每天娱乐

半小时到1小时。此外，有约20%的学生每天几乎没有看电视或玩游戏，20%左右的学生每

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超过1小时。 

 

 

 

 

 

 

 

 

 

 

 

 

图 17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 

图 18  不同地区学生每天看电视或玩游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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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每天做家务的时间 

    图19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根据图中数据可见，非留守儿

童和留守儿童做家务的时间在每天半小时、半小时到1小时、1-2小时的比例基本一致。不

过，对于每天几乎不做家务这一选项，非留守儿童占18.5%，留守儿童占13.3%；对于每天

做家务超过2小时这一选项，非留守儿童占8.9%，留守儿童占11.9%。显然，留守儿童做家

务的比例略多于非留守儿童。 

 

 

 

 

 

 

 

 

     

 

图20显示了不同地区儿童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可以看出，各地区学生每天做家务的时

间基本一致，40%的学生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在1小时以内，约23%的学生每天做家务的时间

在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此外，有15%的学生每天几乎不做家务，东部、中部、西南地区约

5%的学生每天家务时间超过2小时，西南地区有16%的学生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超过2小时。 

 

 

 

 

 

 

 

 

 

图 19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天做家务的时间 

图 20 不同地区学生每天做家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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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每周的零花钱 

    图21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周零花钱的数量。根据图中数据，非留守儿童

和留守儿童每周零花钱的数量基本一致，其中，50%的儿童每周零花钱在10元以内，约20%

的儿童每周零花钱约20-30元，只有约10%的儿童每周零花钱超过30元。此外，近20%的非

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每周几乎没有零花钱。 

 

 

 

 

 

 

 

 

     

 

图22显示了不同地区儿童每周零花钱的数量。由图中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48.1%

的学生没有零花钱，在各地区所占比例是最多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约30-33%的学生有

10元以下的零花钱；西南和西北地区约54-60%的学生有10元以下的零花钱。 

 

 

 

 

 

 

 

 

 

 

 

图 21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每周零花钱的数量 

图 22  不同地区学生每周零花钱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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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 

    各种针对留守儿童的调查分别从自我意识、情绪状态、压力应对、亲子关系、人际交

往、学业学习、社会适应等方面，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反映和分析。

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各方面要素中，情绪状态一个与其他各种因素密切相关，并且能集中

反映儿童心理状态性质和特征。因此，本次调查以情绪状态为聚焦点，反映留守儿童的心

灵状况的基本性质和主要特征。 

5.1 情绪状态的测量指标 

关于情绪状态的定义和分类，长期以来争议不断，主要表现为基本要素理论和维度理

论之间的争论。 

在基本要素理论方面，我国古代就有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七情说”，而

现代心理学则认为情绪包括好奇、高兴等基本积极情绪，以及悲伤、愤怒、厌恶、恐惧等

基本消极情绪。南非心理学家阿诺德·拉扎勒斯根据情绪的情境与功能，将常见的基本情

绪分成以下五大类：（1）与自我存在有关的情绪，包括焦虑、惊吓、自责、羞愧等；（2）

针对他人的积极情绪，包括感激、同情等；（3）针对他人的消极情绪，包括气愤、羡慕、

嫉妒等；（4）与不利生存条件有关的情绪，包括希望、悲伤、沮丧等；（5）与有利生存

条件有关的情绪，包括安心、快乐、高兴、骄傲、爱等。显然，这一分类丰富了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的两分法，并明确了情绪的出现的情境和功能。 

在维度理论方面，19世纪末，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认为情绪是由愉快－不愉快、

激动－平静、紧张－松弛三个维度组成的，每一种具体情绪分布在三个维度的两极之间不

同的位置上。20世纪 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施洛伯格根据面部表情的研究，提出情绪由

愉快－不愉快、注意－拒绝、激活水平三个维度组成。 

当前，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情绪由“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组成，“效价”维度在

积极（愉悦）和消极（不愉悦）之间变化；“唤醒”维度在兴奋（高唤醒）与平静（低唤

醒）之间变化。两个维度不同水平的组合就形成了各种基本情绪（参见图 23）。根据这

一情绪的二维模型，可以粗略地将情绪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积极高唤醒的情绪、积极低

唤醒的情绪、消极高唤醒的情绪、消极低唤醒的情绪。其中，积极高唤醒的情绪包括愉快、

得意、兴奋等；积极低唤醒的情绪主要包括镇定、平静等；消极高唤醒的情绪包括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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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焦虑等；消极低唤醒的情绪主要包括沮丧、迷茫、无聊等。 

 

 

 

 

 

 

 

 

 

 

 

本调查采用情绪词自我评估的方法，了解学生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状态。调查采用二

维模型的分类，选用了20个情绪词，分为四组（见图24）。其中，第一组为描述积极高唤

醒情绪的词汇，包括开心、愉快、轻松、好奇、有信心5个词汇，对应的情绪状态命名为

“愉悦度”（Pleasure）；第二组为描述积极低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镇定、平静、舒适、

满意、有安全感5个词汇，对应情绪状态命名为“平和度”（Peaceful）；第三组为描述消

极高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伤心、害怕、紧张、忧愁、心烦意乱5个词汇，对应的情绪状

态命名为“烦乱度”（Disorder）；第四组为描述消极低唤醒情绪的词汇，包括寂寞、孤独、

无聊、迷茫、缺乏信心5个词汇，对应的情绪状态命名为“迷茫度”（Confusion）。 

 

 

伤心、害怕、紧张、

忧愁、心烦意乱 

            烦乱度   

开心、愉快、轻松、

好奇、有信心 

愉悦度 

迷茫度 

寂寞、孤独、无聊、

迷茫、缺乏信心 

平和度 

镇定、平静、舒适、

满意、有安全感 

 

 图 24 本调查所使用的 20 个情绪词 

高唤醒 

低唤醒 

消极 积极 

图 23  情绪状态的“效价”和“唤醒”二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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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从“效价”和“唤醒”的二维模型，以及情绪产生的情境和功能出发，分别对

四种情绪状态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说明。 

（1）烦乱度：烦乱度属于消极高唤醒的情绪，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感知到当前

生存条件的状况不利甚至存在明显危机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促使人产生某种应激行

为，以改善当前不利的生存条件。 

（2）迷茫度：迷茫度属于消极低唤醒的情绪，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对未来生存

条件的前途不明确甚至比较悲观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个体从现实中回避和退缩，

以获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最有利的应对策略。 

（4）愉悦度：愉悦度属于积极高唤醒的情绪，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感知到当前

生存条件的状况比较有利，不存在明显危机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个体愿意关注外

部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以维持当前有利生存条件能够持续。  

（3）平和度：平和度属于积极低唤醒的情绪，这一情绪状态一般在个体对未来生存

条件的前途比较明朗和乐观的情况下产生，主要功能是使人避免产生盲目的行动，从而导

致对未来有利的生存条件产生干扰。 

根据以上分析，四种情绪状态分别对应于个体感知的生存状态的不同情境，可以从“当

前-未来”与“有利-不利”两个维度进行描述，具体说：（1）烦乱度对应于个体感知到当

前（实际的）生存条件不利的情境；（2）迷茫度对应于个体感知到未来（设想的）生存条

件不利的情境；（3）平和度对应于个体感知到未来（设想的）生存条件有利的情境；（4）

愉悦度对应于个体感知到当前（实际的）生存条件有利的情境。（参见图 25） 

 

 

      

 烦乱度 

 

愉悦度 

 

迷茫度 

 

 

平和度 

 

 图 25 四种情绪状态产生的情境 

未 来（设想的） 

不利

生存

条件 

有利 

生存

条件 

当 前（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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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种情绪状态没有将拉扎勒斯所区分的针对他人的各种情绪（如

感激、同情、气愤、羡慕、嫉妒等）包含进来，主要是因为这些情绪有明确的指向性和针

对性，并且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难以反映一般的、稳定的情绪状态。正是基于这一考

虑，本调查只选择了拉扎勒斯所区分的与自我存在、有利生存条件、不利生存条件有关的

10个情绪词，作为反映学生情绪状态的测试词。 

在调查中，对每个情绪词，要求学生判断其与自己最近情绪状态相符合的程度，并按

照 1-5的等级做出判断：1—最不符合、2—不符合、3—不确定、4—比较符合、5—完全

符合。将属于同一潜变量的 5个词汇的得分计算平均值，作为衡量该潜变量的大小的数值，

分别称为“烦乱指数”“迷茫指数”“愉悦指数”“平和指数”。根据 5 等级评分的规则，各

种指数的最低分为 1 分，最高分为 5 分，低于 2. 4 分判定为符合程度较低，高于 3.4 分属

于判定为符合程度较高。“烦乱指数”“迷茫指数”高于 3.4，表示学生烦乱度和迷茫度

较高；“愉悦指数”和“平和指数”高于 3.4 分，表示学生的愉悦度和平和度较高。 

 “烦乱指数”“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平和指数”四个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系数）分别为0.643、0.697、0.559、0.542，基本符合测量学的要求。 

 

5.2 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总体情况     

下面，分别根据四个情绪变量的数据，对本次所调查的农村儿童的基本情绪状态、性

别差异和地区差异等进行简要描述。 

5.2.1 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总体情况 

调查对象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3和图26。根据表中数据，农村儿童

的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的平均数均低于3分（分别为2.87和2.69），愉悦指数和平和指数的

平均值均高于3.5分（分别为3.74和3.53）。显然，农村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处于中等水

平，而平和度和与愉悦度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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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描述性统计量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烦乱指数 2019 1.00 5.00 2.8701 .78211 

迷茫指数 1996 1.00 5.00 2.6866 .81824 

愉悦指数 2019 1.00 5.00 3.7444 .67996 

平和指数 2046 1.20 5.00 3.5327 .63450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1753     

 

 

 

 

 

 

 

 

 

 

 

 

 

 

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4。由表中数据可以看

出，一方面，农村儿童烦乱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为21.5%，迷茫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为16.4%；

另一方面，农村儿童愉悦指数高于3.4的人数为75.6%，平和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为51.1%（达

到一半）。 

表4  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比例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高于3.4的比例 21.5% 16.4% 75.6% 51.1% 

 

以上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农村儿童的平和度较高，说明他们对自身当前生存条件比

较满意；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儿童的愉悦度较高，说明他们对自身未来生存条件的前景表

示乐观。值得关注的是，有21.5%的农村儿童的烦乱程度较高，说明他们对自身当前生存

图 26  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得分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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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不满意，并感受到明显的危机；16.4%的农村儿童的迷茫度较高，说明他们对自身未

来生存条件的前途不明确，并感受到无聊和缺乏信心。 

 

5.2.2 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四种情绪状态的描述性指标见表 5 和图 27。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1）在烦乱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显著（t=-3.6，p= .000），具体

说，女性儿童的烦乱指数（2.93）略高于男性儿童（2.80）。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的调查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早于男性

儿童，也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遭遇到更多的现实不利条件。 

（2）在迷茫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显著（t=-2.364，p= .018），具

体说，女生的迷茫指数（2.73）略高于男生（2.64）。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

调查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女性儿童的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早于男性儿童，

并更早地思考有关未来生存条件的问题。 

（3）在平和指数和愉悦指数方面，不同性别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并且都达

到较高水平（分别为 3.5 和 3.7，均超过 3.4），说明农村儿童的平和度和愉悦度总体上处

于良好的水平。 

 

表5  不同性别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描述性统计量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男 均值 2.8090 2.6458 3.7670 3.5431 

N 1043 1034 1042 1068 

标准差 .80714 .82715 .66600 .62852 

女 均值 2.9344 2.7325 3.7207 3.5216 

N 970 957 971 975 

标准差 .75146 .80646 .69497 .64207 

总计 均值 2.8694 2.6875 3.7447 3.5328 

N 2013 1991 2013 2043 

标准差 .78313 .81821 .68035 .63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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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6。由表中数据

可以看出，女性儿童烦乱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为明显高于男性儿童（25.4%>19.8%）；女性

儿童迷茫指数高于3.4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儿童（17.6%>15.9%）；女性儿童的愉悦指数高于

3.4的人数也高于男性儿童（75.4%>65. 8%），女性儿童平和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与男性儿

童基本相同。 

 

表6  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比例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男性儿童 19.8% 15.9% 65.8% 51% 

女性儿童 25.4% 17.6% 75.4% 51.2% 

 

5.2.3 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地区差异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描述性统计量见表 7 和图 28。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在烦乱指数和迷茫指数方面，不同地区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在平

和指数和愉悦指数方面，不同地区农村儿童之间的差异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广泛的

地区差异说明农村儿童情绪状态受到与地区有关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地方文化和生活习俗、地区自然条件、不同地区的家庭教育方式等。 

 

图 27 不同性别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得分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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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描述性统计量 

地区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东部 均值 2.5730 2.3882 3.9299 3.8189 

标准差 .75965 .78760 .57481 .60065 

中部 均值 2.6750 2.5478 3.7972 3.4986 

标准差 .81017 .92447 .74833 .65759 

西北 均值 3.0886 2.8746 3.7741 3.5369 

标准差 .75684 .76448 .66949 .63622 

西南 均值 2.9237 2.7396 3.6564 3.4500 

标准差 .75185 .78553 .68067 .61165 

总计 均值 2.8701 2.6866 3.7444 3.5327 

标准差 .78211 .81824 .67996 .63450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8。由表中数据

可以看出，在烦乱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高的是西北地区；在迷茫指数方面，高于

3.4的比例最高的也是西北地区；在愉悦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是东部地区；在

平和指数方面，高于3.4的比例最多的也是东部地区。根据这一结果，可以推测，西北地

区存在更多导致农村儿童出现烦乱和迷茫等消极情绪状态的不利因素；而东部地区则存

在更多导致农村儿童出现愉悦与平和等积极情绪状态的有利因素。 

 

图 28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得分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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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比例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东部地区 11.9% 9.2% 83.1% 71.1% 

中部地区 13.3% 16.5% 76.2% 49% 

西北地区 29.5% 21.9% 63.8% 54.1% 

西南地区 22.8% 16.8% 59.7% 44% 

 

图 29 呈现了不同地区农村儿童在四类情绪状态上的得分情况。根据图中数据，并参

照差异检验后的多重比较，可得出以下结果： 

（1）在烦乱指数方面，除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地区之

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烦乱指数较低，西北和西南地

区学生的烦乱指数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烦乱度越高，说明儿童对现实生存条件越不

满。换句话说，西北和西南地区儿童所在的家庭、学校及当地有关部门没有给儿童创造有

利的生存条件。显然，这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在迷茫指数方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之间的差异均达

到显著水平；具体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迷茫指数较低，西北和西南地区学生的迷茫

指数显著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迷茫度越高，说明儿童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前途越不明确。

换句话说， 西北和西南地区儿童所在的家庭、学校及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引导儿童对自身

未来生存条件形成积极的预期，导致儿童对未来缺乏信心，陷入迷茫、无聊、孤独的消极

情绪之中。 

（3）在愉悦指数方面，除中部和西北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以外，其他地区之间的

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东部和中部地区学生的愉悦指数较高，西北和西南地区学

生的愉悦指数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4）在平和指数方面，东部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

东部地区学生的平和指数较高，其他三个地区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综合来看，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村儿童的情绪状态明显比东部和中部地区儿童的消极，

这一状况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儿童需要在改善现实生存条件和

明确未来期望方面得到切实的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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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概况     

5.3.1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对比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分值见表 9 和图 30。从表 9 中的数据可

以看到，在“迷茫指数”和“烦乱指数”两个消极情绪变量上，留守儿童的得分均高于非

留守儿童(2.72>2.57,2.86>2.73)，t 检验表明差异显著（p=0.000）；在“愉悦指数”和

“平和指数”两个积极情绪变量上，留守儿童的得分均略低于非留守儿童(3.6<3.65, 

3.57<3.58)，但 t 检验表明差异不显著。根据这一结果，农村留守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

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愉悦度和平和度与非留守儿童没有明显差异。 

 

图 29 不同地区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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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分值   

是否留守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非留守 均值 2.7857 2.6053 3.7663 3.5503 

N 852 863 860 874 

标准差 .79530 .85154 .67237 .62315 

留守 均值 2.9221 2.7415 3.7201 3.5118 

N 1076 1043 1071 1077 

标准差 .76902 .78625 .68830 .64172 

总计 均值 2.8618 2.6799 3.7407 3.5291 

N 1928 1906 1931 1951 

标准差 .78348 .81905 .68146 .63360 

 

 

 

 

 

 

 

 

 

 

 

 

 

 

 

 

 

5.3.2 三类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对比 

本调查将父母外出情况分为“父母均在”“父亲外出”“母亲外出”“父母均外出”

四种情况，其中，“父母均在”的情况为非留守儿童，其他三种情况是留守儿童的三种类

型。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分值见表 10。 

 

图 30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得分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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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上的分值 

父母外出情况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父母均在 均值 2.8236 2.6149 3.6785 3.4659 

标准差 .76364 .82973 .66933 .61348 

父亲外出 均值 2.8814 2.7512 3.6697 3.4768 

标准差 .77893 .77548 .67131 .64396 

母亲外出 均值 3.0972 2.9000 3.5886 3.3362 

标准差 .62528 .64042 .61657 .58460 

父母都外出 均值 3.0650 2.8816 3.5881 3.4020 

标准差 .69888 .69335 .73963 .55906 

总计 均值 2.9132 2.7309 3.6502 3.4459 

标准差 .75098 .78127 .68183 .60937 

 

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在迷茫指数、烦乱指数、平和指数三个变量上，父母外出四种

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在愉悦指数这一变量上，父母外出四种情况之间的差

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图 31显示了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在情绪状态四个变量上的得分情况。根据图

中数据，并参照差异检验后的多重比较，可得出以下结果： 

    （1）在烦乱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三类留守儿童的得分（即烦乱

程度较低），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出

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烦乱度的影响更大。 

    （2）在迷茫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均也显著低于三类留守儿童的得分（即迷

茫程度较低），母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父亲外出留守儿童的得分，与父母都外

出留守儿童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反映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对儿童迷茫度的影响更大。 

（3）在愉悦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与三类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

性水平，三类留守儿童得分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说明父母是否外出以及外出的不同情况

对小学阶段农村儿童的愉悦度没有显著影响。虽然如此，从数值上看，在四类儿童中，母

亲外出留守儿童的愉悦指数是最低的，说明母亲外出的儿童在愉悦度方面不如其他孩子。 

（4）在平和指数方面，非留守儿童的得分与母亲外出、父母都外出两类儿童的得分

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与父亲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达不明显；父亲外出儿童

的得分与母亲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不显著，与父母都外出儿童的得分之间的差异达

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说明，父母都外出的孩子在平和度方面不如其他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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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结果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父亲外出相比，母亲外出的儿童在烦乱度、

迷茫度方面更严重，在愉悦度方面较少。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母亲在为小学阶段儿童提供稳定可靠的生存条件、增进对未来

的信心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母亲外出往往伴随着父母离

异，而这一事实对儿童的生存条件和未来希望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其烦乱度和

迷茫度的加剧、愉悦度的减少。 

5.3.4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对比 

不同性别农村留守儿童四种情绪状态的描述性指标见表 11。由表中数据可以看出： 

图 31 非留守儿童和三类留守儿童四种情绪状态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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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烦乱指数方面，不同性别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显著（t=-2.83，p=.005），具

体说，女生的烦乱指数（2.99）略高于男生（2.86）； 

（2）在迷茫指数方面，不同性别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1.23，p= .218）； 

（3）在平和指数和愉悦指数方面，不同性别留守儿童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并且都

达到较高水平（分别为 3.5 和 3.7）。 

 

表11不同性别农村留守儿童四种情绪状态的描述性指标 

 性别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烦乱指数 男 555 2.8573 .79463 .03373 

女 517 2.9899 .73783 .03245 

迷茫指数 男 535 2.7121 .79303 .03429 

女 505 2.7723 .77962 .03469 

愉悦指数 男 551 3.7365 .67718 .02885 

女 516 3.7019 .70079 .03085 

平和指数 男 564 3.5245 .64736 .02726 

女 512 3.4977 .63640 .02813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儿童所占比例见表12。由表中数

据可以看出，女性留守儿童烦乱指数高于3.4的比例略高于男性（25.1%>22%）；女性留

守儿童迷茫指数高于3.4的比例与男性儿童基本相同（17.4%≈17.2%）；女性儿童的愉悦

指数高于3.4的人数与男性儿童基本相同（63.4%≈63.3%），女性儿童平和指数高于3.4的

比例与男性儿童基本相同（51.8%≈50.7%）。 

 

表12  不同性别留守儿童在四个情绪变量中得分超过3.4的比例 

 烦乱指数 迷茫指数 愉悦指数 平和指数 

男性儿童 22% 17.2% 63.3% 50.7% 

女性儿童 25.1% 17.4% 63.4% 51.8% 

 

5.4 农村留守儿童情绪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调查考察了不同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或联系的次数、学习成绩及对成绩的

满意度、课外作业的时间、课外阅读时间、课外娱乐（看电视或玩游戏）时间、做家务的

时间情况等因素。在这些因素中，父母外出情况、父母见面或联系的次数、对学习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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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的时间等可能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状态；

学习成绩的满意度又会受到学习成绩的影响；学习成绩则会受到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业

时间、课外娱乐时间等的影响。此外，地区、性别、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也可能影响以上各

种因素。 

5.4.1 留守儿童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的初始模型 

留守儿童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的初始模型如下图（图 32）。 

 

 

 

 

 

 

 

 

 

 

 

 

 

 

 

 

这一路径分析图包含三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第一个模型的效标变量是“学习成绩”，

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年级”“性别”“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

乐时间”“做家务时间”“父母外出情况”8 个自变量；第二个模型的效标变量是“对成绩

的满意度”，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年级”“性别”“学习成绩”“家人外出情况”5

个自变量；第三个模型的效标变量是情绪状态（分别以“烦乱指数”“迷茫指数”“愉悦指

数”“平和指数”为指标），可能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区”“年级”“性别”“课外阅读时间”

“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时间”“学习成绩”“对学习成绩满意度”“父

图 32 留守儿童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的初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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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外出情况”“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12 个自变量。 

此外，在这一初始模型中，还包括“地区”“年级”“性别”“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

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时间”“父母外出情况”等变量的关系，以及“父母外

出情况”对“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的影响。 

5.4.2 外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为了考察“地区”对“年级”“性别”“父母外出情况”“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业时

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时间”7个变量的影响，需要计算 8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见表 13）。根据表 13的数据，“地区”这一因素与“性别”“父母外出情况”“课外阅

读情况”“做家务时间”四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 

表 13 “地区”等 8 个外生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地区 性别 年级 

父母外出

情况 

课外作业

时间 

课外阅读

时间 

课外娱乐

时间 

做家务时

间 

地区 Pearson 相关性 1 -.042 -.067
*
 .168

**
 -.012 -.100

**
 -.018 .184

**
 

性别 Pearson 相关性 -.042 1 -.024 .000 -.030 .008 -.156
**
 .095

**
 

年级 Pearson 相关性 -.067
*
 -.024 1 .013 .135

**
 -.031 .040 .026 

父母外

出情况 

Pearson 相关性 .168
**
 .000 .013 1 .010 -.036 .015 .045 

课外作

业时间 

Pearson 相关性 -.012 -.030 .135
**
 .010 1 .216

**
 .105

**
 .201

**
 

课外阅

读时间 

Pearson 相关性 -.100
**
 .008 -.031 -.036 .216

**
 1 .075

*
 .250

**
 

课外娱

乐时间 

Pearson 相关性 -.018 -.156
**
 .040 .015 .105

**
 .075

*
 1 .034 

做家务

时间 

Pearson 相关性 .184
**
 .095

**
 .026 .045 .201

**
 .250

**
 .034 1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为了考察“父母外出情况”对“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的影响，需要

计算这 3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 14）。根据表 14 的数据，“父母外出情况”与“与

父母见面次数”和“与父母联系次数”均呈显著的相关。“与父母见面次数”和“与父母

联系次数”之间也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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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父母外出情况”等3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父母外出情况 与父母见面次数 与父母联系次数 

父母外出情况 Pearson 相关性 1 .185
**
 .064

*
 

显著性（双侧）  .000 .039 

与父母见面次数 Pearson 相关性 .185
**
 1 .186

**
 

显著性（双侧） .000  .000 

与父母联系次数 Pearson 相关性 .064
*
 .186

**
 1 

显著性（双侧） .039 .000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5.4.3 对第一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的检验 

在第一个复回归分析模型中，自变量包括“地区”“年级”“性别”“父母外出情况”

“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时间”8个变量，效标变

量是“学习成绩”。对这一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8个自变量与“学习成绩”

的多元相关系数R=0.171，R
2
=.029，表示8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学习成绩”2.9%的变异量。

表15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表15  以“学习成绩”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263 .216  15.129 .000 

地区 -.058 .030 -.062 -1.948 .052 

性别 .135 .063 .066 2.141 .032 

年级 -.092 .033 -.086 -2.780 .006 

父母外出情况 -.010 .034 -.009 -.280 .779 

课外作业时间 -.031 .033 -.030 -.944 .345 

课外阅读时间 .086 .033 .085 2.619 .009 

课外娱乐时间 -.041 .025 -.050 -1.611 .107 

做家务时间 .010 .028 .012 .363 .717 

a. 因变量: 学习成绩 

 

由表 15 可以看出，“父母外出情况”“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时

间”4 个自变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不显著，而“地区”“性别”“年级”“课外阅读时

间”4 个自变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果，可以将这一复

回归分析模型调整为如下图（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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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4个自变量与“学习成绩”的多元相

关系数R=0.158，R
2
=.025，表示4个变量可以解释“学习成绩”2.5%的变异量，4个变量对

“学习成绩”这一效标变量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16）。 

 

表16 以“学习成绩”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067 .174  17.637 .000 

地区 -.057 .028 -.061 -2.011 .045 

性别 .153 .061 .075 2.513 .012 

年级 -.098 .032 -.091 -3.032 .002 

课外阅读时间 .075 .030 .075 2.479 .013 

a. 因变量: 学习成绩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性别”“年级”“课外阅读时间”4个自变量对“学

习成绩”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对农村儿童学习成绩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

高于其他地区。 

（2）性别对农村儿童学习成绩有显著的影响，女性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略高

于男性儿童。 

（3）年级对农村儿童学习成绩有显著的影响，三年级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高

于四年级和五年级儿童，四年级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最低。 

（4）课外阅读时间对农村儿童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一般的趋势是，课外没有

阅读的学生对自己成绩判断最低，课外阅读时间越多，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越好（参

图 33  以“学习成绩”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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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34）。每天阅读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最好，与每天

阅读时间在1-2小时、2小时以上的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基本相同。 说明在提升学

习成绩方面，儿童的课外阅读时间并不是越多越好。 

 

 

 

 

 

 

 

 

 

 

 

5.4.4 对第二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的检验 

在第二个复回归分析模型中，5个自变量是“地区”“年级”“性别”“学习成绩” “家

人外出情况”，效标变量是“对成绩的满意度”。对这一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5

个变量与“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多元相关系数R=0.438，R
2
=0.192，表示这5个变量可以解

释“对成绩的满意度”19.2%的变异量。表17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表17 以“对成绩的满意度”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2.463 .193  12.744 .000 

地区 -.110 .028 -.108 -3.888 .000 

性别 -.084 .060 -.038 -1.395 .163 

年级 -.145 .032 -.124 -4.503 .000 

父母外出情况 -.067 .033 -.056 -2.017 .044 

学习成绩 .417 .030 .384 13.932 .000 

a. 因变量: 满意度 

 

图 34 每天课外阅读时间与学习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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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7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性别”这一自变量对“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影响不显

著，“地区”“年级”“父母外出情况”“学习成绩”4 个自变量对“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影

响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果，第二个复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调整为图 35： 

 

 

 

     

 

 

 

 

对这一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4个变量与“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多

元相关系数R=0.437，R
2
=0.191，表示4个变量可以解释“对成绩的满意度”19.1%的变异

量，4个自变量对“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18）。 

 

表18  以“对成绩的满意度”为效标变量的第二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2.346 .173  13.583 .000 

地区 -.109 .028 -.107 -3.860 .000 

年级 -.144 .032 -.123 -4.482 .000 

父母外出情况 -.069 .033 -.057 -2.077 .038 

学习成绩 .414 .030 .382 13.912 .000 

a. 因变量: 对成绩的满意度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年级”“父母外出情况”“学习成绩”4个自变量

对“对成绩的满意度”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对农村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对自己学习

成绩的满意度高于其他地区，西南地区学生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度最低。 

（2）年级对农村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三年级儿童对自己学习成

绩的满意度高于四年级和五年级儿童，四年级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度最低。 

（3）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父亲外出的影

响不明显，但母亲外出和父母都外出则影响显著（见图36）。 

图 35  以“对成绩的满意度”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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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习成绩对农村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有显著的影响，基本趋势是，学生对

自己学习成绩的判断越高，对自己学习的满意度也越高。 

 

5.4.5 对第三个复回归分析模型的检验 

在第三个复回归模型中自变量包括“地区”“性别”“年级”“留守状况”“与父母

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课外作业时间”“课

外阅读时间”“课外娱乐时间”“做家务的时间”，效标变量是情绪状态指数。根据所考

察的指数不同，可以分出烦乱指数、迷茫指数、愉悦指数、平和指数四个子模型。 

 

5.4.5.1 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 

对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12个自变量与“烦

乱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07，R
2
=.094，表示12个变量可以解释“烦乱指数”9.4%的

变异量。表19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图 36  父母外出与学生成绩满意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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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2.557 .179  14.260 .000 

地区 .104 .022 .153 4.736 .000 

性别 .124 .046 .080 2.697 .007 

年级 .018 .024 .022 .725 .468 

父母外出情况 -.011 .022 -.015 -.500 .617 

与父母见面次数 -.038 -.018 -.064 -2.064 .039 

与父母联系次数 -.052 -.016 -.098 -3.247 .001 

学习成绩 .004 .024 .005 .170 .865 

满意度 -.078 .023 -.110 -3.413 .001 

课外作业时间 -.055 .024 -.069 -2.269 .023 

课外阅读时间 .025 .024 .032 1.028 .304 

课外娱乐时间 -.053 .018 -.086 -2.889 .004 

做家务时间 .016 .021 .025 .782 .435 

a. 因变量: 烦乱指数 

 

由表 19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 12 个变量中，“地区”“性别”“与父母见面次数”

“与父母联系次数”“满意度”“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这 7 个自变量对“烦

乱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果，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

分析模型可以调整为如下图（图 37）： 

 

 

 

 

 

 

 

 

 

对调整后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后的模型中7个自变量

与“烦乱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90，R
2
=0.152，表示7个变量可以解释“烦乱指数”

15.2%的变异量；7个变量对“烦乱指数”这一效标变量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0）。 

图 37  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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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以“烦乱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2.666 .152  17.595 .000 

地区 .111 .021 .163 5.392 .000 

性别 .104 .045 .067 2.340 .019 

与父母见面次数 -.041 -.018 -.069 -2.318 .021 

与父母联系次数 -.051 -.016 -.095 -3.245 .001 

对成绩的满意度 -.077 .020 -.108 -3.783 .000 

课外作业时间 -.047 .023 -.059 -2.076 .038 

课外娱乐时间 -.050 .018 -.081 -2.806 .005 

a. 因变量: 烦乱指数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性别”“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父

母外出情况”“对成绩的满意度”“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7个自变量对“烦

乱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的烦乱度最低，西北地

区儿童的烦乱度最高。 

 （2）性别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女性儿童的烦乱度高于男性儿童。 

 （3）与父母见面次数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

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图38）。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见面5次以上”

与“每月见面3-4次”两种情况下，儿童的烦乱度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年见面3-4次”

儿童的烦乱度显著高于“一年见面5次”以上的儿童。 

 

 

 

 

 

 

 

 

 

 

图 38 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烦乱度的关系 



43 

 

（4）与父母联系次数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

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越高，与父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烦乱度最小（图3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其烦乱度竟然小于见面次数在每月3-4

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种情况。说明长期与父母不联系使得儿童的情绪状态受父

母的影响减弱。但其中所蕴含的亲情的缺失可能是更为深刻的，而且是难以弥补的。 

     

 

 

 

 

 

 

 

 

 

 

 

 

 

 

（5）对成绩的满意度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成

绩越满意，烦乱度就越低。 

（6）课外作业时间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每天做作业

的时间越多，烦乱度就越低（图40）。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几乎没有作业的儿童，在

烦乱度上居然是最高的；另一方面，与每天做作业1-2小时的儿童相比，每天做作业2小

时以上的儿童的烦乱度有提升的趋势。这一结果说明，适量的课外作业时间有利于儿童

保持良好的情绪。 

 

 

图 39 与父母联系次数与烦乱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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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课外娱乐时间对农村儿童烦乱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在一定范围内，

儿童每天课外的娱乐时间越多，烦乱度就越低；但课外娱乐时间超过2小时，儿童的烦乱

度反而大幅度提高(图41)。此外，课外几乎没有娱乐时间和课外娱乐时间半小时，学生的

烦乱度基本相同。总的来看，课外娱乐时间过少（少于半小时）或者过多（超过2小时），

学生的烦乱程度都较高；在每天娱乐1-2小时的情况下，儿童的烦乱度最小。 

 

 

 

 

 

 

 

 

 

 

 

图 40  课外作业时间与烦乱度的关系 

图 41  课外娱乐时间与烦乱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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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2 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 

对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12个自变量与

“迷茫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274，R
2
=.075，表示12个变量可以解释“迷茫指数”7.5%

的变异量。表21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表21  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2.899 .199  14.545 .000 

地区 .090 .024 .130 3.715 .000 

性别 .060 .051 .038 1.174 .241 

年级 -.069 .027 -.082 -2.532 .012 

父母外出情况 -.024 .025 -.032 -.988 .323 

与父母见面次数 .015 .020 .024 .711 .477 

与父母联系次数 -.065 -.018 -.119 -3.641 .000 

学习成绩 -.068 .027 -.085 -2.493 .013 

满意度 -.062 .025 -.084 -2.432 .015 

课外作业时间 -.053 .027 -.064 -1.954 .051 

课外阅读时间 .028 .027 .035 1.031 .303 

课外娱乐时间 -.024 .020 -.039 -1.201 .230 

做家务时间 .001 .023 .001 .043 .966 

a. 因变量: 迷茫指数 

 

由表 21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 12 个变量中，“地区”“年级” “与父母联系次数”

“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课外作业时间”这 6 个自变量对“迷茫指数”的影响

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果，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调

整为如下图（图 42）： 

 

 

 

 

 

 
图 42 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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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后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后的模型中6个自变量

与“迷茫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261，R
2
=.068，表示5个变量可以解释“迷茫指数”

6.3%的变异量；5个变量对“迷茫指数”这一效标变量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2）。 

 

表22 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2.998 .157  19.139 .000 

地区 .091 .022 .132 4.169 .000 

年级 -.075 .026 -.089 -2.851 .004 

与父母联系次数 -.059 -.017 -.107 -3.397 .001 

学习成绩 -.060 .026 -.074 -2.280 .023 

满意度 -.065 .025 -.088 -2.662 .008 

课外作业时间 -.051 .025 -.061 -2.012 .045 

a. 因变量: 迷茫指数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年级”“与父母联系次数” “对成绩的满意度”

“课外作业时间”5个自变量对“迷茫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对农村儿童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的迷茫度最低，西北地

区儿童的迷茫度最高。 

（2）年级对农村儿童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四年级儿童的迷茫度最高，五年级儿童

的迷茫度最低。这一结果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一致。 

（3）与父母联系次数对农村儿童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

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迷茫度越高，与父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迷茫度最小（图43）。

值得注意的是，与父母联系每月3-4次、每年3-4次、1-2次的儿童，在迷茫度方面基本相

同，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迷茫度最高。 

 

 

 

 

 



47 

 

 

 

 

 

 

 

 

 

 

 

 

（4）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高低对农村儿童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

儿童的学习成绩在班级中的排名越高，迷茫度就越低。 

（5）对成绩的满意度对农村儿童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成

绩越满意，迷茫度就越低；但对学习成绩非常满意的儿童，迷茫度反而高于对学习成绩

比较满意的儿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儿童往往是在家里和学校里都

非常听话的孩子，他们过于依赖家长和学校的安排，对自己的未来反而缺乏思考。 

（6）课外作业时间对农村儿童的迷茫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每天做作

业的时间越多，迷茫度就越低（图44）。与作业时间对儿童烦乱度的影响情况相同：一方

面，几乎没有作业的儿童，在迷茫度上居然是最高的；另一方面，每天做作业2小时以上

的儿童比每天做作业1-2小时的儿童的迷茫度更高。这说明，做作业太少、做作业太多都

会导致学生迷茫度增高。 

 

 

 

 

 

 

图 43  与父母联系次数与迷茫度的关系 

图 44  课外作业时间与迷茫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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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3 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 

对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12个自变量与

“愉悦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54，R
2
=.125，表示12个变量可以解释“愉悦指数”12.5%

的变异量。表23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表23  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615 .155  23.264 .000 

地区 -.041 .019 -.069 -2.177 .030 

性别 -.040 .040 -.029 -.996 .319 

年级 -.038 .021 -.052 -1.766 .078 

父母外出情况 -.008 .019 -.012 -.407 .684 

与父母见面次数 -.059 .016 -.112 -3.712 .000 

与父母联系次数 -.038 .014 -.079 -2.668 .008 

学习成绩 .069 .021 .101 3.229 .001 

满意度 .132 .020 .210 6.638 .000 

课外作业时间 .028 .021 .040 1.341 .180 

课外阅读时间 -.006 .021 -.009 -.305 .760 

课外娱乐时间 .002 .016 .004 .128 .898 

做家务时间 .001 .018 .001 .047 .963 

a. 因变量: 愉悦指数 

 

 

由表 23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 12 个变量中，“地区”“年级” “与父母联系次数”

“学习成绩”“课外作业时间”这 5 个自变量对“愉悦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根据

这一分析结果，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调整为如下图（图 45）： 

 

 

 

 

 

 
图 45 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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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后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后的模型中5个自变量

与“愉悦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26，R
2
=0.106，表示5个变量可以解释“愉悦指数”

10.6%的变异量，5个变量对“愉悦指数”这一效标变量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4）。 

 

表24 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524 .098  35.958 .000 

地区 -.042 .018 -.070 -2.371 .018 

与父母见面次数 .053 .015 .100 3.411 .001 

与父母联系次数 .032 .014 .068 2.350 .019 

学习成绩 .071 .021 .103 3.415 .001 

对成绩的满意度 .126 .019 .200 6.567 .000 

a. 因变量: 愉悦指数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学习成绩”

“对成绩的满意度”5个自变量对“愉悦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的愉悦度最高，中部地

区和西北地区儿童的愉悦度中等，西南地区儿童的愉悦度最高。 

（2）与父母见面次数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

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图46）。 

 

 

 

 

 

 

 

 

 

 

 

 
图 46  与父母见面次数与愉悦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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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父母联系次数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一年内与父母

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高，与父母几乎每天联系的儿童愉悦度最高（图47）。

值得注意的是，与父母见面次数在每月3-4次、每年3-4次、每年1-2次三种情况下儿童的

愉悦度，与一年都没有与父母联系的儿童的愉悦度差别不大。 

 

 

 

 

 

 

 

 

 

 

 

 

（4）学习成绩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

的评价越高，愉悦度也相应得越高。 

（5）对成绩的满意度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成

绩越满意，愉悦度就越高。 

 

5.4.5.4 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 

对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子模型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出模型中12个自变量与“平

和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41，R
2
=.116，表示12个变量可以解释“平和指数”11.6%

的变异量。表25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图 47 与父母联系次数与愉悦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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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668 .159  23.139 .000 

地区 -.072 .019 -.128 -3.747 .000 

性别 -.091 .041 -.071 -2.241 .025 

年级 -.062 .022 -.091 -2.892 .004 

父母外出情况 -.038 .020 -.063 -1.963 .050 

与父母见面次数 -.013 .016 -.026 -.800 .424 

与父母联系次数 -.019 .014 -.043 -1.353 .176 

学习成绩 .041 .022 .063 1.895 .058 

对成绩的满意度 .106 .020 .178 5.271 .000 

课外作业时间 .007 .022 .010 .310 .756 

课外阅读时间 .038 .022 .058 1.767 .078 

课外娱乐时间 -.032 .016 -.063 -1.994 .046 

做家务时间 .020 .018 .035 1.069 .285 

a. 因变量: 平和指数 

 

由表 25 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 12 个变量中，“地区”“性别”“年级”“父母外出

情况”“对成绩的满意度”“课外娱乐时间”这 6 个自变量对“平和指数”的影响达到显

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果，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调整为如

下图（图 48）： 

 

 

 

 

 

 

 

 

对调整后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后的模型中6个自变量

与“平和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08，R
2
=.095，表示5个变量可以解释“平和指数”

9.4%的变异量。表26列出了这一模型的系数及检验结果。 

 

 

图 48 以“迷茫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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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607 .096  37.746 .000 

地区 -.077 .013 -.138 -5.705 .000 

性别 -.046 .030 -.037 -1.538 .124 

年级 -.032 .016 -.048 -1.996 .046 

父母外出情况 -.016 .013 -.029 -1.217 .224 

对成绩的满意度 .136 .014 .232 9.652 .000 

课外娱乐时间 -.028 .012 -.057 -2.383 .017 

a. 因变量: 平和指数 

 

 

从表 6 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被检验模型的 5 个变量中，只有“地区”“学习成绩”

“对成绩的满意度”这 3 个自变量对“平和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根据这一分析结

果，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可以调整为如下图（图 49）： 

 

 

 

 

 

 

 

 

对再次调整后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调整后的模型中5个自

变量与“愉悦指数”的多元相关系数R=0.303，R
2
=.092，表示5个变量可以解释“愉悦指

数”9.2%的变异量，3个变量对“平和指数”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27）。 

 

 

 

 

 

 

图 49 以“平和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再次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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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以“愉悦指数”为效标变量的复回归分析模型的系数（调整后）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 误差 Beta 分布 

1 (常量) 3.501 .077  45.309 .000 

地区 -.077 .013 -.138 -5.942 .000 

年级 -.033 .016 -.049 -2.108 .035 

对成绩的满意度 .138 .014 .236 10.020 .000 

课外娱乐时间 -.027 .011 -.055 -2.398 .017 

a. 因变量: 平和指数 

 

根据以上回归分析结果，“地区”“年级”“对成绩的满意度”“课外娱乐时间”4

个自变量对“平和指数”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说明如下： 

（1）地区这一因素对农村儿童的平和度有显著的影响，东部地区儿童的平和度最

高，中部、西北、西南三个地区儿童的平和度基本相同，并显著低于东部地区的儿童。

由于平和度源自于对当前生存条件的满意，因此，可以推断东部地区儿童对自己当前的

生存状态最满意。 

（2）年级这一因素对农村儿童的平和度有显著的影响，三年级学生的平和度最高，

并显著高于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儿童；四年级学生的平和度略低于五年级儿童，但差异不

显著。 

学习成绩对农村儿童愉悦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评

价越高，平和度也相应的越高。 

（3）对成绩的满意度对农村儿童平和度有显著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儿童对自己成

绩越满意，平和度就越高。 

 

5.4.6 农村儿童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的路径图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农村儿童情绪状态影响因素的路径图，包括针对烦乱

指数的路径图、针对迷茫指数的路径图、针对愉悦指数的路径图、针对平和指数的路径图。

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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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1 针对烦乱指数的路径图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烦乱指数的路径图如下（图 50）。 

 

 

 

 

 

 

 

 

 

 

 

 

 

 

 

 

 

 

根据以上路径图，农村儿童的烦乱指数受到人口学变量、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与留守

有关的变量的影响。下面，分别对各类变量影响烦乱指数的方式加以说明： 

（1）在人口学变量中， “地区”和“性别”“年级”3 个变量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

村儿童烦乱指数。其中，“地区”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烦

乱指数”三个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别”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烦乱指数”

两个方面的性别差异；“年级”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

这两个方面的年级差异。显然，“地区”和“性别”既直接影响烦乱指数，也通过学习成

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烦乱指数；而“年级”则只是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

意度等间接影响烦乱指数。 

（2）在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中，“学习成绩”“对学习的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课

外作业时间” “课外娱乐时间”5 个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村儿童烦乱指数。其中，“对

成绩的满意度”“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3 个变量均直接影响烦乱指数；“学习

成绩”只通过“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烦乱指数；而“课外阅读时间”则通过学习成

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烦乱指数。出乎意料的是，“课外作业时间”对“学习成

绩”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 

图 50  针对烦乱指数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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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与留守有关的变量中，“父母外出情况”“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

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村儿童烦乱指数。“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均直接影响

儿童的烦乱指数，但“父母外出情况”则通过“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间

接影响烦乱指数。 

5.4.6.2 针对迷茫指数的路径图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烦乱指数的路径图如下（图 51）。 

 

 

 

 

 

 

 

 

 

 

 

 

 

 

 

根据以上路径图，农村儿童的迷茫指数受到人口学变量、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与留守

有关的变量的影响。下面，分别对各类变量影响迷茫指数的方式加以说明： 

（1）在人口学变量中，“地区”和“性别”“年级”3 个变量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村

儿童迷茫指数。其中，“地区”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对成绩的满意度”“迷茫指数”两个

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别”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年级”的

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这两个方面的年级差异。显然，“地

区”既直接影响迷茫指数，也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迷茫指数；而“年

级”和“性别”则只是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迷茫指数。 

（2）在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中，“学习成绩”“对学习的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课

外作业时间”4 个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村儿童迷茫指数。其中，“对成绩的满意度”“课

外作业时间”两个变量均直接影响迷茫指数；“学习成绩”既直接影响迷茫指数，也通过

“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迷茫指数；而“课外阅读时间”则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

图 51  针对迷茫指数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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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等间接影响迷茫指数。 

（3）在与留守有关的变量中，“父母外出情况”“与父母联系次数”以不同的形式影

响农村儿童迷茫指数。“与父母联系次数”直接影响儿童的烦乱指数，而“父母外出情况”

则通过“与父母联系次数”间接影响烦乱指数。出乎意料的是，“与父母见面次数”对迷

茫程度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与父母联系次数”则对迷茫程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

一结果提醒留守儿童父母应保持与孩子的密切联系，过少的联系容易使孩子感到迷茫。 

5.4.6.3 针对愉悦指数的路径图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愉悦指数的路径图如下（图 52）。 

 

 

 

 

 

 

 

 

 

 

 

 

 

根据以上路径图，农村儿童的愉悦指数受到人口学变量、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与留守

有关的变量的影响。下面，分别对各类变量影响愉悦指数的方式加以说明： 

（1）在人口学变量中，“地区”和“性别”“年级”3 个变量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村

儿童愉悦指数。其中，“地区”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对成绩的满意度”“愉悦指数”两个

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别”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年级”的

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这两个方面的年级差异。显然，“地

区”既直接影响愉悦指数，也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愉悦指数；而“年

级”和“性别”则只是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愉悦指数。 

（2）在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中，“学习成绩”“对学习的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3 个

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村儿童愉悦指数。其中，“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2

个变量直接影响愉悦指数；“学习成绩”只通过“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愉悦指数；

而“课外阅读时间”则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愉悦指数。 

图 52  针对愉悦指数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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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与留守有关的变量中，“父母外出情况”“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

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村儿童愉悦指数。“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均直接影响

儿童的愉悦指数，但“父母外出情况”则通过“与父母见面次数”“与父母联系次数”间

接影响愉悦指数。 

5.4.6.4 针对平和指数的路径图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平和指数的路径图如下（图 53）。 

 

 

 

 

 

 

 

 

 

根据以上路径图，农村儿童的平和指数受到人口学变量、与学习有关的变量的影响。

与留守有关的变量对儿童的平和指数没有影响。下面，分别对各类变量影响平和指数的方

式加以说明： 

（1）在人口学变量中，“地区”和“性别”“年级”3 个变量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农村

儿童平和指数。其中，“地区”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对成绩的满意度”“平和指数”两个

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别”的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方面的性别差异；“年级”的

影响反映了儿童在“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这两个方面的年级差异。“地区”

和“年级”既直接影响平和指数，也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平和指数；

而 “性别”只是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等间接影响平和指数。 

（2）在与学习有关的变量中，“学习成绩”“对学习的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3 个

变量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农村儿童平和指数。其中，“学习成绩”和“对成绩的满意度”2

个变量直接影响平和指数；“学习成绩”只通过“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平和指数；

而“课外阅读时间”则通过学习成绩、对成绩的满意度间接影响平和指数。此外，课外娱

乐时间对平和指数有直接影响。 

图 53  针对平和指数的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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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建议 

6.1 对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灵状况的总结 

    本调查从与父母见面和联系的次数、学业学习、课外生活、情绪状态等方面，了解农

村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心灵状况。下面，分别对这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6.1.1 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和联系的次数 

在三类留守儿童中，有 11.1%的学生与父母每月见面 3-4 次，32.7%的学生一年能见

父母 5 次以上，11.7%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 3-4 次，29.4%的学生一年只能能见父母 1-2

次，15.1%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按照全国 6102 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全国约

有近 1794 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 1-2次；有 921 万孩子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

显然，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统计分析发现，“一年见面 3-4 次”儿童的烦乱度显著高于“一年见面 5 次”以上的

儿童，并且，一年内与父母见面次数越少，儿童的愉悦度越低。有一半以上的农村儿童

每年与父母见面的次数少于 5 次，导致留守儿童的烦乱度提高、愉悦度降低，表现为伤

心、害怕、紧张、忧愁、心烦意乱等消极情绪，反映留守儿童感知到的现实生存条件处于

不利状况。 

在三类留守儿童中，与父母几乎天天联系的学生有 23.9%，与父母每周联系 2-4次的

学生有 28.6%，与父母每月联系 3-4次的学生有 19.3%，与父母每年联系 3-4次的学生有

10.4%，与父母每年联系 1-2次的学生有 10.2%，与父母一年都没有联系的学生有 4.3%。

按照全国 6102 万农村留守儿童总数测算，全国每年与父母联系次数少于 3-4 次的儿童，

在总数上达到惊人的 1518 万! 

统计分析发现，与父母联系每月 3-4 次，每年 3-4 次、1-2 次的儿童，在迷茫度方面

达到较高的水平，一年内与父母没有联系的儿童迷茫度最高，表现为寂寞、孤独、无聊、

迷茫、缺乏信心等，反映留守儿童对未来生存条件的前途不明确甚至感到悲观，缺乏生活

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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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 

在课外作业时间方面，有33.1%的留守儿童每天做作业半小时、40%每天做作业半小

时到一小时，14.6%每天做作业1-2小时，10.6%每天做作业2小时以上。总体上看，比非

留守儿童略多。只有1.7%的学生每天几乎不做作业。统计分析发现，几乎不做作业的学

生，在烦乱度和迷茫度两个方面都是最高的；并且，每天做作业2小时以上的儿童比每天

做作业1-2小时的儿童的烦乱度和迷茫度都更高。意外的是，作业时间与学生的学习成绩

没有明显的关系。究其原因，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做作业属于被动的学习，并且，作

业时间的长短，既与老师布置的作业量有关，也与学生完成作业的效率有关。 

在课外阅读时间方面，有 10.5%的留守儿童几乎没有阅读，48.1%每天阅读半小时，

25.9%每天阅读半小时到 1小时，9.6%每天阅读 1-2小时，5.9%每天阅读 2小时以上。总

体上看，留守儿童的课外阅读时间比非留守儿童略多。统计分析发现，课外阅读时间对

农村儿童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并通过学习成绩对多种情绪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究其

原因，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课外阅读属于主动的学习，学习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水平，而能够主动学习的学生，通常也是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 

在学习成绩方面，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对自己的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的估计没有明

显差异，但留守儿童对自己成绩不满意的比例略高于非留守儿童。说明留守儿童在学习成

绩方面有较高的自我期望，并因此带来更大的压力。统计分析发现，儿童对成绩的满意度

对各种情绪状态均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在烦乱度和迷茫度方面，学习成绩仅通过对成绩的

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在愉悦度和平和度方面，学习成绩除通过对成绩的满意度产生间接

影响外，还对这两种状态产生直接影响。 

6.1.3 留守儿童的娱乐与家务状况 

在娱乐方面，留守儿童中，20.2%几乎没有看电视或玩游戏等娱乐活动，38.4%娱乐

半小时，18.7%娱乐半小时到1小时，11.1%娱乐1-2小时，11.6%娱乐2小时以上。总体来

看，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每天娱乐的时间没有差异。统计分析发现，课外娱乐时间过

少（少于半小时）或者过多（超过2小时），学生的烦乱程度都较高；每天娱乐1-2小时的

儿童烦乱度最小。 

在做家务方面，对于每天几乎不做家务这一选项，非留守儿童占 18.5%，留守儿童占

13.3%；对于每天做家务超过 2小时这一选项，非留守儿童占 8.9%，留守儿童占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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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留守儿童做家务的比例略高于非留守儿童。统计分析发现，儿童做家务的时间对各

种情绪状态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 

6.1.4 留守儿童的情绪状况 

在情绪状态方面，留守儿童的消极程度（烦乱度和迷茫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积

极程度（愉悦度与平和度）则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农村儿童的迷茫度和烦乱度处

于中等水平，而平和度和与愉悦度处于较高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农村儿童在愉悦度与

平和度方面处于较高水平的比例较多，在烦乱度和迷茫度上处于较高水平的比例相对较

少。 

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和中部

地区好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具体说，西北地区农村儿童的烦乱度和迷茫度最高，东部地

区农村儿童的愉悦度与平和度最高。在性别差异方面，男生好于女生。具体说，女性儿童

烦乱指数高于 3.4 的比例为明显高于男性儿童（25.4%>19.8%）；女性儿童迷茫指数高于

3.4 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儿童（17.6%>15.9%）。 

根据影响程度的大小，影响农村儿童情绪状态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人口

学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性别和年级；其次是与学习有关的因素，主要包括学习成绩、对

成绩的满意度、课外阅读时间、课外作业时间等；第三是与留守有关的因素，包括父母外

出情况、与父母见面的次数、与父母联系的次数。 

总的来看，对各种情绪状态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包括地区、性别、对成绩的满意度、学

习成绩、与父母见面的次数、与父母联系的次数、课外作业时间、课外娱乐时间等；地区、

性别、学习成绩等因素不仅对各种情绪状态有直接影响，而且还通过其他相关因素产生间

接影响；年级、课外阅读时间、父母外出情况等因素则只通过其他相关因素对各种情绪状

态产生间接影响。 

6.2 对进一步行动的设想 

本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与非留守儿童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消极情绪

方面，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进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主要受到学习方面

和留守状态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根据这一结果，改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需要从多个方

面开展有针对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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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在地区差异方面，西

北和西南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显著不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留守儿童；在性别差异

方面，女生的情绪状态明显不如男生。针对这一情况，需要探讨导致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

的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尤其需要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农村儿童给予充分的帮助

和关注。 

其次，从学习方面的因素来看。虽然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与非留守儿童没有差异，但

留守儿童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程度较低，并进而导致较高的消极情绪。因此，提高留守

儿童对自己成绩的满意度，有利于减轻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而提高对学习成绩满意度的

基本方式，就是要减轻留守儿童的心理压力。 

第三，本调查发现，与父母见面次数少于每年 1 次的儿童在迷茫度和烦乱度方面明显

高于其他见面次数较多的情况；与父母的联系少于每月 3-4 次的儿童在迷茫度和烦乱度方

面明显高于其他见面次数较多的情况。根据这一结果，留守儿童的父母至少每年应与孩

子的见面 1-2 次；与孩子的联系次数至少应保持在每月 3-4 次以上，最好每周不少于 2 次。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导致困难或挫折的外部突发事件中，个体的不同应对方式对自身

情绪状态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在调查中了解农村留守儿童在困难或挫折情境中的

应对方式，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不同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差异，而且可以为改

善留守儿童的情绪状态提供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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