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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广东不发达地区留守中学生受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ꎬ为采取有效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广州市阳江市、清远市 １ １０５ 名留守初中和高中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青少年心理行为健康状况

调查问卷(中学版) 进行问卷调查ꎬ分析其影响因素ꎮ 结果　 留守中学生忽视率为 ７０.９％ꎬ单因素分析发现ꎬ父母文化程度

越高、管教方式民主、与父母联系越频繁ꎬ其忽视发生率越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６.４９ꎬ１５.３３ꎬ１２.２８ꎬ８.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控制性别、父母文化程度、管教方式、联系频率等变量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管教方式(ＯＲ ＝ ２.０１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３~ ３.２６)、联系频率(ＯＲ＝ １.７５ꎬ９５％ＣＩ＝ １.１２~ ２.７２)、监护类型(ＯＲ＝ １.８５ꎬ９５％ＣＩ＝ １.０４ ~ ３.３０)与留守中学生忽视呈正

相关ꎻ母亲文化程度与留守中学生忽视呈负相关ꎮ 结论　 留守中学生受忽视状况严重ꎬ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应合力打造

良好的成长环境ꎬ减少忽视的发生ꎬ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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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视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ꎬ可对儿童行
为、社会情感、认知及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ꎬ甚至引
发一系列社会问题[１] ꎮ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
外出务工持续 ６ 个月及以上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ꎬ且
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他人照顾的处于教育阶段的人
群[２] 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加大ꎬ留守
儿童数量日渐增长[３] ꎮ 最新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发生
抑郁、焦虑、自杀、行为问题、物质滥用的风险比非留
守儿童高[４－５] ꎬ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状况应引起社会
关注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对广东
省阳江市和清远市留守中学生的忽视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调查ꎬ现报告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在广东清远市和
阳江市随机抽取 ２ ~ ３ 所中学作为调查点ꎬ在每所被选
取的学校内ꎬ以班级为单位ꎬ每年级随机抽取 ２ ~ ３ 个
班ꎬ被选取班级的所有留守中学生均参加此调查ꎮ 共
发放问卷 １ ２３３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１０５ 份ꎬ有效回收
率为 ８９.６％ꎬ其中男生 ５２８ 名ꎬ女生 ５７７ 名ꎻ初中生 ５６６
名ꎬ高中生 ５３９ 名ꎮ 年龄 １１ ~ １７ 岁ꎮ 所有的调查对象
或者其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获得广州
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调查员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的研
究生和教师组成ꎬ问卷现场集中发放ꎬ调查对象在调
查员的指导下独自完成ꎬ问卷答完后当场收回并核
查ꎬ及时发现问题并让调查对象补填或修改ꎮ 调查后
再次统一核查ꎬ剔除不合格调查表ꎮ
１.２.１　 一般人口学总特征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
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年级、民族、是否独生子女
等)、父母及家庭情况(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类型、家庭经济状况、留守情况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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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亲子冲突策略量表(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ｈｉｌ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ａｃ￣
ｔｉｃｓ Ｓｃａｌｅｓꎬ ＣＴＳＰＣ) [６] 　 采用 Ｓｔｒａｕｓ 编制的 ＣＴＳＰＣ 中
的忽视子量表评价研究对象的忽视情况ꎮ 该量表共
有 ５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采用 ３ 级评分方法ꎬ分别为过去
１ 年里从没发生(０ 分)、发生 １ 次(１ 分)、≥２ 次( ２
分)ꎬ５ 个条目中的任意一项得分≥１ 则表示该对象受
到过忽视ꎬ 既往研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６] 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录入数据ꎬ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采用均数、标准差、率、频数进
行统计描述ꎻ采用 χ２ 检验、ｔ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ꎻ忽
视的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中学生忽视影响因素分析　 １ １０５ 名调查对
象中ꎬ有 ７８３ 名自报在最近 １ 年内至少受过一次忽视ꎬ
忽视自我报告率为 ７０.９％ꎮ 以留守中学生是否发生忽
视为因变量ꎬ对性别、学习阶段、文化等 １２ 个可能影响
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父母文化程度
越高、管教方式民主、与父母联系越频繁ꎬ其忽视发生
率越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广东省不发达地区留守中学生忽视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人数 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５２８ ３６０(６８.２) ３.５１ ０.０６

女 ５７７ ４２３(７３.３)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９３ １３０(６７.４) １.３９ ０.２４

否 ９１２ ６５３(７１.６)
学习阶段 初中 ５６６ ４０２(７１.０) ０.０２ ０.８９

高中 ５３９ ３８１(７０.７)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０１ １５６(７７.６) ６.４９ ０.０４

初中 ５９３ ４１８(７０.５)
高中及以上 ２６６ １７８(６７.５)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９９ ３０９(７７.４) １５.３３ ０.００
初中 ４６８ ３２２(６８.８)
高中及以上 １８８ １１８(６２.８)

家庭月收入 / 元 ≤１ ０００ １１８ ８３(７０.３) ０.１２ ０.９９
１ ００１~ ４ ０００ ６４９ ４６６(７１.８)
４ ００１~ ８ ０００ ２５２ １８０(７１.４)
≥８ ００１ ７６ ５４(７１.１)

管教方式 民主 ９０６ ６０３(６６.６) １２.２８ ０.００
溺爱 ４４ ３１(７０.５)
粗暴、漠不关心、变化无常 １５５ １２５(８０.６)

联系频率 / 月 ≥４ 次 ７１７ ４９７(６９.３) ８.０５ ０.０２
>１~ <４ 次 １８０ １４４(８０.０)
≤１ 次 ２０８ １４８(７１.２)

监护类型 单亲 ６５５ ４５８(６９.９) ６.７５ ０.０８
隔代 ２８７ ２０３(７０.７)
亲戚 ４３ ２８(６５.１)
同辈 / 自我 １２０ ９７(８０.８)

监护人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６１ ２６６(７３.７) ５.７６ ０.０６
初中 ４７７ ３４４(７２.１)
高中及以上 ２６５ １７３(６５.３)

开始留守年 ０~ ３２７ ２４８(７５.８) ５.９３ ０.１２
　 龄 / 岁 ３~ ２７４ １８７(６８.２)

７~ ３０４ ２１６(７１.１)
１３~ １７ ２００ １３５(６７.５)

留守持续时 ０~ ２２７ １５８(６９.６) ２.８８ ０.４１
　 间 / 年 ２~ ２５０ １６３(６５.２)

６~ ２１１ １４９(７０.６)
１０~ ４１７ ２９７(７１.２)

　 注:父亲文化程度信息缺失 ４５ 人ꎻ母亲文化程度信息缺失 ５０ 人ꎻ家庭

月收入信息缺失 １０ 人ꎻ监护人文化缺失 ２ 人ꎮ

２.２　 留守中学生忽视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
留守中学生是否受到忽视为应变量ꎬ性别(男 ＝ １ꎬ女
＝ ２)、父母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 １ꎬ初中 ＝ ２ꎬ高中
及以上＝ ３)、管教方式(民主 ＝ １ꎬ溺爱 ＝ ２ꎬ漠不关心、
粗暴、变化无常＝ ３)、联系频率(≥４ 次 / 月＝ １ꎬ>１ ~ <４
次 / 月＝ ２ꎬ≤１ 次 / 月＝ ３)、监护类型(单亲监护 ＝ １ꎬ隔
代监护 ＝ ２ꎬ亲戚监护 ＝ ３ꎬ同辈 / 自我监护 ＝ ４)和监护
人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 １ꎬ初中 ＝ ２ꎬ高中及以上 ＝
３)等变量作为自变量ꎬ使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向前 ＬＲꎬＰ ＝ ０.１ 则选入ꎬＰ ＝ ０.１５ 时
则剔除)ꎬ结果显示ꎬ管教方式 (粗暴、冷漠、变化无
常)、联系频率(２ 周)、监护类型(同辈 / 自我监护)与
留守中学生忽视呈正相关ꎻ而母亲文化高与留守中学
生忽视呈负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留守中学生忽视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１０５)

自变量与常数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０
　 初中 －０.３９ ５.１４ ０.０２ ０.６８(０.４８~ ０.９５)
　 高中及以上 －０.８２ １５.２９ ０.００ ０.４４(０.２９~ ０.６６)
管教方式
　 民主 １.００
　 溺爱 ０.２７ ０.４６ ０.５０ １.３１(０.５９~ ２.９０)
　 粗暴、漠不关心、变化无常 ０.７０ ７.８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２３~ ３.２６)
联系频率 / 月
　 ≥４ 次 １.００
　 >１~ <４ 次 ０.５６ ６.１３ ０.０１ １.７５(１.１２~ ２.７２)
　 ≤１ 次 ０.０９ ０.２０ ０.６６ １.１０(０.７４~ １.６３)
监护类型
　 单亲 １.００
　 隔代 －０.１４ ０.５９ ０.４４ ０.８７(０.６２~ １.２３)
　 亲戚 －０.２３ ０.４２ ０.５２ ０.８０(０.４０~ １.５８)
　 同辈 / 自我 ０.６１ ４.３０ ０.０４ １.８５(１.０４~ ３.３０)
常数项 １.０５ ４７.４７ ０.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留守中学生 １ 年内忽视自我报

告率为 ７０.９ ％ꎬ高于以往调查结果[７] ꎬ可能与调查对
象、地区、抽样方法及使用的测量量表差异有关ꎮ 男
女生忽视率分别为 ６８.２％和 ７３.３％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与祝丽玲等[８]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我国目前约有留
守儿童 ４ ０５１ 万ꎬ占农村 １.３８ 亿儿童总数的 ２９％[９] ꎮ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快速发展ꎬ将会有更多的
儿童成为留守儿童ꎮ 因此ꎬ其被忽视情况应引起家长
和学校及卫生部门的重视ꎮ

社会经济与留守及儿童忽视的关系十分密切ꎬ社
会经济落后地区往往有较多的留守儿童ꎬ而留守儿童
又是被忽视的高危群体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广东省不
发达的两城市留守儿童的忽视率(７０.９％)高于全国同
龄农村儿童水平(４７.３％) [７] ꎬ可能与留守地的社会经
济状况和留守状态有关ꎮ 既往研究表明ꎬ收入水平较
高的家庭儿童忽视率一般低于家庭经济较差的家
庭[１０] ꎮ 非留守儿童忽视率低于留守儿童ꎬ钟引等[１１]

对我国中西部两省、市 ６ ~ １７ 岁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
童忽视状况分析发现ꎬ各年龄组留守儿童的忽视发生
率均高于非留守儿童ꎮ 因此ꎬ不发达地区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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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忽视的 “ 高危群体”ꎬ容易出现多种心理健康
问题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不同监护类型影响留守儿童的
忽视发生ꎬ其中同辈 / 自我监护是忽视的危险因素ꎮ
同辈 / 自我监护群体因缺乏长辈监管ꎬ自我意识控制
差ꎬ造成留守儿童出现厌学、逃学等现象ꎬ故留守儿童
容易出现行为退缩、任性、冷漠、性格孤僻等心理行为
问题[１２] ꎮ 父母因为生计问题外出务工ꎬ让孩子留在经
济较落后的地区生活或学习ꎬ缺乏父母监护会导致留
守中学生出现生活不稳定、食物结构单一、发育不良、
家庭教育缺失等一系列问题[１３] ꎮ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
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 [１４] ꎬ通过对全国
农村地区 ０ ~ １５ 岁的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调查发
现ꎬ留守儿童主要监护人为(外) 祖父母及亲戚ꎬ７０％
以上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ꎮ 因文化水平相对较低ꎬ
在饮食方面ꎬ只注重满足孩子的温饱问题ꎬ而忽略合
理的营养搭配ꎬ往往造成儿童贫血、低体重、矮身材等
营养不良状况[１３] ꎮ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ꎬ父母文化程度越高ꎬ其忽
视发生率越低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母亲文
化高与留守中学生忽视呈负相关ꎬ 与国内研究一
致[１５] ꎮ 一般来说母亲的文化程度低ꎬ其缺乏科学育儿
的知识ꎬ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等方面的知识相对较差ꎬ
容易忽视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情感和陪伴的需
求[１６] ꎮ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ꎬ儿童与父母处于分离状
态ꎬ长期缺少直接的亲子互动ꎬ父母只能通过电话或
视频联系给予孩子所需的关心和安慰ꎬ范兴华等[１７] 研
究发现缺乏父母关爱将增加留守儿童的孤独感ꎮ 研
究发现父母联系频繁ꎬ其忽视发生率低ꎬ父母与子女
联系最佳频率是 ２ 周左右一次ꎬ留守儿童感知到的支
持温暖更强ꎬ更有利于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心理状
态ꎮ 粗暴、冷漠、变化无常的管教方式与留守中学生
被忽视呈正相关ꎬ有研究发现ꎬ尊重、民主的管教方式
可让儿童对自己形成客观积极的自我评价ꎬ从而加强
社交自我知觉ꎬ有利于健康心理的形成[１８] 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中学生尤其是留守中学生受忽视
状况令人堪忧ꎬ可以围绕以下 ３ 个方面进行干预:(１)
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ꎬ应呼吁父母角色的回
归ꎬ更新父母育儿观念ꎬ中学生是拥有自理能力的留
守儿童ꎬ父母在外务工期间应经常和孩子保持联系ꎬ
尤其是要和监护人及学校老师多沟通ꎬ及时了解孩子
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ꎬ让孩子体会到父母的关爱ꎮ
(２)学校可通过对留守中学生的调查和分析ꎬ找出影
响其心理和行为的主要原因ꎬ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和措施ꎮ (３)留守儿童现象是一个社会问题ꎬ政府
可以多建学校解决子女随迁就近入学的问题ꎬ同时通
过建立相关关爱基金呼吁有爱心的人士积极参与关
心留守儿童工作ꎬ为孩子们送去更多的情感和温暖ꎬ

使该阶段孩子在演变为社会化角色的过程中健康
成长ꎮ

本研究不足:所选样本仅是广东省不发达的两城
市ꎬ在样本代表性上存在局限性ꎮ 本研究作为横断面
研究ꎬ在因果推断方面存在不足ꎬ只能提供致病因素
的线索ꎬ难以确定忽视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ꎮ
因此ꎬ有关留守中学生忽视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
深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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