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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父母陪伴缺失影响儿童学业成绩

——基于江苏省3000余名儿童的对比研究
薛艳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扩张的
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力从
乡村来到城市，因此带来了“留守
儿童”现象。据民政部公布的数
据，2018 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
童 697 万 余 人 ， 96% 由 祖 父 辈 照
顾。此数据中的“留守儿童”界定
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
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
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16 周岁农
村户籍未成年人”。本调查中的留守
儿童指的是生活在老家、父母至少
有一方在外地打工，并且在至少半
年的时间中无法与父母共同生活的
儿童。

已有研究表明与非留守儿童相
比 ， 留 守 儿 童 面 临 着 更 大 的 压
力，对生活更加不满，并且时常
郁郁寡欢。但是，现有研究缺乏
有关家长陪伴缺位对留守儿童学
业成绩影响的调查。本调查研究
了 父 母 陪 伴 缺 位 和 儿 童 的 语 文 、
英语、数学成绩之间的联系，以
及父母陪伴缺位和儿童在校成绩
下降可能性的联系。

调查概况

本研究调查了江苏农村 9 所小
学、3 所初中一共 3076 名学生，其
中 1761 名非留守儿童，1315 名留
守儿童——659 名儿童父亲缺位，
91 名母亲缺位，565 名双亲缺位。
参与调查的学生年龄在 9 至 17 岁，
分布在三年级到九年级，其中女生
占比 52.9%，男生占比 47.1%。在
获得学生父母的同意后我们发放了
调查问卷。问卷收集的信息包括学
生年龄、年级、性别、社会经济地
位 （父母学历和家庭总收入）。受访
者的学业水平主要由他们在校的语
数外期末学习成绩体现，分数从学
校老师那里直接获得并用姓名或身
份证号与学生的问卷相匹配。

考虑到不同学校的期末考试成
绩不统一，我们标准化了所有的考
试成绩以消除学校和年级对考试分
数的影响，我们标准化了在特定学
校内的分数分布并消除了学生年级
的影响，以下所有的分析都是用标
准化过后的分数作为学生成绩。其
次，方差分析的测试目的是比较父
母缺位陪伴不同情况下的学生在语
数外学科上的成绩表现。事后分析
进一步用来检验任意两组父母缺位
陪伴程度不同的学生成绩。最后，
采用二元逻辑回归的分析方法来检
验不同父母陪伴缺位与低于 50%和
75%的语数外成绩。

调查结果

我们对不同父母陪伴缺位下的
儿童成绩进行了分析。为了进一步
比较不同儿童的测试成绩，我们发
现儿童的数学成绩和英语成绩随父
母陪伴缺位情况的不同而大幅度变
化。但是，在四组留守儿童的研究
中发现他们的语文成绩同非留守儿

童基本一致。母亲缺位的儿童数学
和英语成绩相比于其他儿童来说更
为糟糕，尤其是在数学成绩方面，
母亲缺位组的儿童比非留守儿童、
父亲缺位组、双亲缺位组的儿童更
为糟糕。在英语成绩方面，母亲缺
位组的儿童比非留守儿童、父亲缺
位组、双亲缺位组的儿童更为糟
糕。至于父亲缺位对儿童学业成绩
的影响，我们发现父亲缺位组的儿
童同非留守儿童的成绩并无太大差
别。

我们更进一步地检查了父母缺
位程度不同与儿童在语数外方面得
低分可能性的联系。为了消除人口
统计方法方面的影响，我们统一了
每个逻辑回归模型中人口统计的影
响。以第 50%和更低的语文成绩为
例，我们利用所有的人口统计因素
制作了一个逻辑回归模型去预测低
于 50%的语文成绩。通过模型，我
们发现学生年龄、父亲受教育水平
和家庭收入与低于 50%的语文成绩
密切相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双亲缺位
的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具有 1.815 倍
的倾向性在语文成绩中低于 75%的
学生，1.789倍的倾向性在数学成绩
中低于 50%的学生，1.603 倍的倾
向性在数学成绩中低于 75%的学
生。但是，与我们之前的预测相反
的是，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父亲缺
位的儿童并没有展示出成绩低于
50%学生的倾向性。

讨论

（一） 父母不同程度的缺
位与儿童的学业成绩之间有着
紧密关联

根据结果，儿童的数学和英语
成绩的差异与父母缺位程度密切相
关。在语数成绩上，留守儿童比非
留守儿童表现得明显更为弱势。一
位父亲或母亲的缺位会导致儿童学
业不良的风险增加。

1. 母亲缺位组的儿童表现得最
为差劲。母亲缺位的儿童在数学和
英语成绩上比非留守儿童要低得
多，比父亲缺位组的儿童也要低得
多。

2. 父亲的缺位与否对儿童学习
成绩影响不大。相似的结论也被另
一项调查研究支持，调查一批八年
级儿童时发现，那些只与母亲生活
的儿童比只与父亲生活的儿童学业
成绩明显更好。还有一项调查针对
只与母亲居住的儿童展开，并发现
父亲的缺位并不会影响儿童的学业
进步。为什么父亲的缺位与儿童的
学业成绩之间几乎没有联系？父亲
的参与事实上对儿童认知和心理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一项
2015 年的大数据分析调查表明父
亲的角色参与与儿童的教育成绩

（学业成绩、心理成长、认知能力
等） 密切相关。另一项大数据调查
分析也发现父亲对儿童的学术成绩
的影响不亚于母亲的影响。虽然父

亲的参与对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如此
重要，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行为
不尽如人意”。先前关于不同文化
背景下进行的研究表明父亲在照料
和教育儿童上参与度都不高。更重
要的是，有大数据分析发现母亲对
儿童成长参与的平均水平要明显高
于父亲。因此，父亲缺位与儿童学
业成绩之间的微弱联系源于父亲在
家庭中发挥的父亲角色能力本来就
很低。

3. 父母缺位的影响：双亲缺位
的儿童与同龄人相比学业成绩更差。

（二） 亲戚和老师的更多
关注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体现

母亲缺位的儿童比双亲缺位的
儿童学业成绩还要低，一个可能的
解释是双亲缺位的儿童相较于与父
亲共同生活的儿童会受到来自于其
他亲戚和老师的更多关注。除此之
外，已经有研究证明不合适的教育
方式会导致儿童学业不良，一项澳
大利亚开展的针对 933 名父亲的调
查中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使用至少
一种强迫性质的教育策略，比如打
儿童和向儿童大声吼叫。这项研究
同时也揭示了父亲打儿童与儿童行
为障碍之间的联系。因此，父亲的
低参与度和不恰当的教育策略都成
为母亲缺位的儿童学业水平较之其
他组别的儿童明显低下的原因。

（三） 留守儿童学业成绩
和父母缺位状况的联系在语数
外三个学科上有所区别

最后，我们发现学业成绩和父
母缺位状况的联系在三个学科上也
有所区别。学业成绩上的区别只在
数学和英语上展示出了差异，但在
语文上并无不同。双亲缺位的儿童
在语文和数学上更容易学业不良，
但在英语上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有
研究调查了父母参与度和家庭结构
对儿童在五门学科上的学业表现的
影响，这五门学科分别是阅读、数
学、社会学、科学和复合学，结果
发现，尽管父母的参与程度和家庭
结构与儿童在五门学科中的表现均
有关联，但是，由于这种关联的发
现是通过比较父母参与程度与儿童
各个学科所有分数总分所得，所以
缺乏对各个学科关联的研究。本调
查的结论表明了研究父母参与程度
与儿童各个学科学业水平关系的必
要性。

对策建议

（一） 未来家庭教育方式
的变革

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分离，更容
易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和父母对孩
子责任感的淡漠。从理论上来说，
本研究对未来家庭教育领域里的教
育方式的变革有一定影响。首先，
本研究强调了针对父亲职责履行而
非双亲职责履行进行研究的重要
性。其次，本研究的结论表明父母
不同程度的缺位与孩子学业水平之

间的联系对不同学科影响不同，这
也意味着父母参与度和家庭结构与
儿童学业水平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应
该从各学科总分的角度进行研究，
更应该分学科进行研究。我们应尽
一切努力，帮助更多的留守问题家
庭团聚，基于母亲对孩子教育的重
要作用，如果因为经济原因父亲无
法与孩子团聚，一定要至少保证母
亲能够和孩子在一起；我们应尽一
切努力，从政策、资源等各个方
面，支持更多的农村孩子在父母打
工所在的城市生活和入学。

（二） 学校老师应该对留
守儿童的认知发展给予更多的
关注

留守儿童在中国农村组成了一
个很庞大的团体。从社会现实角度
来看，我们研究的结论表明了留守
儿童父母缺位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考虑到留守儿童相对较低的学业成
绩和学业不良的高可能性，学校老
师应该对留守儿童的认知发展给予
更多的关注。并且，考虑到监护者

（即父母一方，或者其他亲戚） 潜在
的低参与度和不良教育方式，学校
老师应经常通过打电话或家访的方
式与留守儿童的家庭保持联系。

【本文系 2015 年度江苏省社科
基金项目“江苏农村留守儿童人格
特征和心理韧性水平对社会支持系
统 的 影 响 研 究 ”（ 项 目 号 ：
15JYB016） 研究成果，作者系项
目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博士】

问：如何对特殊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
导?

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家庭
的结构更加多样与复杂。问题中的“特殊
家庭”，主要指单亲家庭、离异家庭、重
组家庭、隔代教养家庭、留守家庭等。

由于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此类
家庭的学生，在学习、行为与社会适应等
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对其健康成长与发展
造成一定的影响。教育部《中小学德育工
作指南》特别指出：“要加强对经济困难
家庭子女、单亲家庭子女、学习困难学
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农村留守儿
童等特殊群体的教育关爱，完善学校联系
关爱机制，及时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积
极开展心理辅导，提供情感关怀，引导学
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

由于特殊家庭孩子生长环境具有特殊
性，学校与教师应加强与学生家长的沟通
与指导，例如：定期与家长电话联系或家
访，与学生家长深入交流，了解学生家庭
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学生在校学
习、生活情况，家校同步共商教育对策；
可举办个别家庭教育咨询活动，邀请教育
专家针对不同类型家庭，介绍相应的家庭
教育方法，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从学
生成长的各个方面来关心、教育、指导孩
子；可根据家庭类型不同，组织不同主题
的家庭教育经验分享活动，通过教师与家
长、家长与家长间的互动，共同讨论、分
享家长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问：如何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

答：家庭是孩子学习的重要环境之
一，父母的言行举止、家里的环境布置等
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质量。想要给孩
子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可以从以下
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家长要以身作则，
营造好学的家庭学习氛围。比如，周末和
孩子一起在家阅读书籍，一起逛科技馆、
博物馆等。第二，为孩子安排固定、简单
的学习空间。比如，为孩子准备自己的书
桌、台灯，专门供学习使用；学习的空间
里尽量不要放置太多可能干扰孩子注意力
的物品（如玩具、电子产品等）。第三，
巧用家装布置，为孩子增加学习线索。比
如，在家中张贴各种学习卡片；家长可以
陪孩子一起到图书馆看书买书，和孩子一
起布置属于他（她）自己的“图书角”，
摆放适量的图书。另外，家长还应重视与
孩子的情感交流，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问：如何看待高中阶段的亲子冲突？
答：在高中生的家里，一个有独立思

想和判断能力的大孩子往往会与父母意见
相左。而父母显然对于孩子的独立言行还
不适应，希望给予更多的指导，这有可能
被孩子解读为控制或不理解，为此常常会
引发针对控制的“反控制”，造成针对不
理解的愤懑情绪，于是冲突就产生了。

亲子冲突也是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
机遇。虽然它以矛盾与纠葛的状态出现，
引发冲突双方痛苦的人际体验，但需要认
识到，“反控制”是青春期孩子心理与行
为变化的正常过程和重要表现，这种亲子
间的非常态沟通方式是有能量和价值的，
冲突里会透露出许多反映冲突双方心声的
信息。父母不妨尝试理解十六七岁孩子发
展的身心规律，静下来读懂孩子在冲突言
行中的“话外音”；也给孩子一个机会了
解和他共同成长的父母的心声。不妨给予
他更多选择的自由，陪伴孩子去体验成长
的苦乐，将家庭的冲突转变为成长的良
机。

问：为什么家长的一举一动会时时刻
刻影响孩子？

答：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人脑中有
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的细胞，能够像照镜
子一样，通过内部模仿，去辨认出观察对
象动作行为的潜在意义，并做出相应的情
感反应。

镜像神经元的功能对孩子来说尤为重
要。孩子一出生，镜像神经元就在孩子的
大脑中不停地运行着，传递他人的行动和
反应。孩子每天和父母在一起，父母的
一举一动都在孩子神经元的反射中得到
内化，模仿是镜像神经元的重要功能，
孩子一刻不停地在向父母学习，没有一
秒会被浪费。童年对孩子来说，是他学
习最有成效的岁月，而父母就是他最重
要的老师。身教重于言传，可以说父母
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为孩子的未来编写底
层代码。比如孩子看见父母每天都拿着
书在阅读，即使他还不懂这个动作是什
么意思，也会深深地留在记忆中，进入
他的潜意识里，激发他对阅读的兴趣。
孩子在性格、情绪、行为、习惯等方面都
同样会受到父母影响。

（摘编自《家庭教育百问百答》，内容
来源：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
会）

家庭教育
知识问答

黑龙江安达农村，留守儿童在老人的指导下看课文。 视觉中国 供图 （资料图片）

日前，青岛市教育局对外发布
2018 年度青岛市教育质量监测结果
及分析建议，这是青岛市第 5 次发
布相关数据。自2014年开始，青岛
市教育局委托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市
教育评估与质量监测中心，组织开
展青岛市中小学、幼儿园教育质量
监测工作。该市根据监测报告，着
力推动内部整改，并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工作，督促学校
整改，细化制度举措，持续综合整
治。

2018 年度监测以幼儿园中班
幼儿，四年级、八年级、普通高
中二年级、中职二年级学生为监
测对象，共抽取 52300 余名中班幼
儿、17382 名四年级学生、11346
名八年级学生、5094 名高二年级
学 生 和 3575 名 中 职 二 年 级 学 生 ，
幼 儿 园 园 所 抽 样 覆 盖 率 为 65% ，
小 学 学 校 抽 样 覆 盖 率 接 近 65% ，
初中、高中、中职学校抽样覆盖
率为 100%。

结论一：幼儿教育要拒绝
“小学化”

对幼儿综合发育状况的监测数
据显示，青岛全市中班幼儿发育均
分51.71分 （满分60分），其中社会
领域中的个人—社会能力、问题解
决能力得分较高，语言领域中的沟
通能力、健康领域中的粗大动作发
展和精细动作发展得分略低。

报告提醒，幼儿阶段是儿童身
体发育和机能发展的重要时期，陪
伴式游戏可以有效促进幼儿肢体动
作的发展。但是，“不能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使部分家
长和教师过早引导幼儿掌握理论知
识，对孩子实行“揠苗助长”式教
育。科学研究表明，过分追求理论
知识培养，会限制幼儿想象力、创
造力、求知欲等方面的发展。

报告建议，在尊重孩子身心发
展规律的前提下，家长和学校要以

“游戏”为主要教学方式，充分利用

各类亲子游戏、户外活动，适度加
大运动量和运动复杂程度，不断促
进幼儿动作准确度和力量发展。家
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主动拒
绝“小学化”的教育方式，科学幼
小衔接，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结论二：压力与学习呈倒
U形曲线关系

监测发现，与身心健康、品德
发展、兴趣爱好相比，有 24.0%、
22.6%的四、八年级学生家长更看
重孩子的学习成绩。家长过于重视
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学习压
力、心理健康等均有影响。

对数学成绩与学习时间的分析
发现，每日完成数学家庭作业用时
在 30 分钟以内的四、八年级学生的
数学成绩最高，其次是完成作业用
时在 30 至 60 分钟以内的四、八年
级学生，而没有数学作业和完成作
业用时超过 90 分钟的四、八年级学
生的数学成绩相对较低。

研究证明，压力水平与学习效
果呈倒 U 形曲线关系——适度的压
力水平有助于提升学习效果；当压
力水平过低时，个体缺乏学习积极
性，而当压力水平过高时，个体因
过度焦虑和紧张，干扰记忆能力和
思维能力等心理过程的正常活动，
进而降低学习效率。

报告建议，家长要转变“学习
成绩代表一切”的理念，在关注孩
子学业发展进步的同时，更加注重
对孩子品德、身心健康、兴趣爱
好、人文素养的培养。同时，家长
应加强与学校和教师的沟通，及时
了解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习状况，避
免给孩子布置过多的额外作业，引
导学生在一定时间内高效完成作业。

结论三：高中生睡眠和运
动时间有所改善

相较往年，2018 年度高中、中
职学段的监测结果有了较为明显的
变化。其中，高二年级学生睡眠时

间达标率相较 2017 年度有所提升，
周一至周五的平均睡眠时间在 8 小
时以上的比例为 21.2%，相较 2017
年度提升3.7个百分点；高二年级学
生运动时间达标率相较2017年度有
所提升，37.2%的学生表示每日运
动时间在 1 小时以上，运动时间达
标率相较2017年度提升14.7个百分
点。

高二年级学生的平均心理健康
水平均处于健康状态，但 8.5%的学
生焦虑体验方面表现为亚健康状
态，其中 34.4%的学生对就业和升
学感到非常焦虑；中职二年级学生
心理健康水平处于健康状态的比例
在 90%以上，但在思维语言维度，
有三成学生表现为亚健康状态。

报告建议，家长应关注孩子的
身心健康状况，鼓励孩子锻炼身体
的同时，给予孩子更多情感关爱，
多从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建立良
好亲子关系，为孩子的身心健康保
驾护航。

青岛市日前发布由第三方评估监测的全市2018年度教育质量监测“大数据”——

家庭教育应避免“揠苗助长”和“分数为王”
本报记者 孙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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