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公益组织“上学路
上 ” 在 北 京 发 布 了

2020 年度《留守儿童蓝皮书 》暨
中国留守儿童心理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 ，超过 40%的 “缺
少双亲留守”的学生每年见父亲
或母亲的次数超过 9 次 ； 还有
12%-13%的留守儿童一年都没
有见过父亲或母亲。不见面又一
年没能和母亲联系的留守学生
比例为 5.5%。 留守儿童问题再
次引起各方关注。

“在之前的调研中 ，特别关
注了一年都见不到父母的孩子，
他们的情绪状态比较低，学习状
况（不太好）。 疫情期间，父母有
机会在孩子身边多陪一陪，孩子
有更多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他们
之间的关系明显好转，这意味孩
子需要和父母多在一起交流和
沟通。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
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亦菲
表示。

聚焦于留守儿童心理

2020 年度《留守儿童蓝皮
书》是“上学路上”第六次发布留
守儿童心理发展报告。这项公益
研究从最初针对留守儿童本身
的探查，慢慢辐射到每个留守儿
童身后的父母、 家庭、 学校、朋
友。 每一年，针对不同维度的调
研报告，就像每个不同角度的切
面，一刀下去，揭示大多数人并
不了解的留守儿童群体。 今年，
报告聚焦于留守儿童如何看待
自己，以及如何看待朋友。

此次报告对来自全国 8 个

省市的 3501 名农村学生进行了
调查。 在研究中，并未笼统采用
“留守儿童”这一说法，而是根据
父亲或母亲外出的情况，将农村
学生分为非留守状态、缺父留守
状态、缺母留守状态、缺双亲留
守状态（即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
童）四种情况，并进行不同因素
的关联性分析。

调研以“身份认同”这一变
量反映农村学生的心理发展状
况，并考查性别、年级、留守状态
等人口学变量，以及父母教养方
式（亲子关系）、 学习成绩满意
度、朋友数量等与家庭和学校密
切相关的因素对农村学生身份
认同的影响。

缺少母亲留守影响大

报告执笔人对来自 8 个省
市的大量农村学生进行调查，从
上学方式来看，非留守学生每天
回家，走读的比例高，达 80.8%；
住校的比例最低，为 18.4%。 相
比之下，“缺少双亲留守”的学生
走读的比例仅占 67.5%，住校的
比例超过 30%。在成绩的满意度
方面，对自己的成绩“不太满意”
和“比较满意”的学生是绝大多
数， 分别占 43.1%和 38%， 还有
4.3%的学生对自己的成绩持“无
所谓”的态度。

李亦菲表示：“对自己成绩
无所谓，首先是成绩不够好。 正
常情况下，成绩不够好，他会不
满意、会着急，但他却是无所谓。
这反映了他的学习动机、态度非
常消极， 这是我们担心的状况。

男生的无所谓比例要高一点，男
生比女生（对成绩无所谓）的情
况更严重一些。 随着年级的增
高，对学习成绩无所谓的比例更
高，到了初中阶段有超过 10%的
学生对自己成绩无所谓。 ”

报告显示， 有超过 40%的
“缺少双亲留守” 的学生每年见
父亲或母亲的次数超过 9 次；还
有 12%-13%的留守儿童一年都
没有见过父亲或母亲。不见面又
一年没能和母亲联系的留守学
生比例为 5.5%。 李亦菲表示，这
些儿童与父母亲密度存在问题，
甚至怨恨父母。

报告显示，“缺少母亲留守”
对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非常显
著，主要表现为对成绩的满意度
明显下降、 学习动机大大减弱。
甚至“缺少母亲留守”的学生交
5 个及以上朋友的比例显著低

于其他几组学生，这说明，“缺少
母亲留守”对学生交更多的朋友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李亦菲表
示：“这次调查进一步强化了母
亲在孩子教育和孩子成长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 这是现实状况，
也是中国的传统状况。 同时，也
应该引起父亲的反思，父亲如何
在教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

要有更高的关心和响应

基于调查结果，研究团队提
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要重
点关注父母外出且对学习成绩
无所谓的留守学生， 尤其是男
生，他们是低身份认同的高发人
群。 其次，要鼓励和引导农村学
生。 父母要采用“高要求、高关
心、高响应”为特征的勤勉型教
养方式，或者退而求其次的“低

要求、高关心、高响应”的宠爱型
教养方式。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要求可以提高或降低，但是
不论如何，要有更高的关心和响
应。 最后是对学校的建议，留守
学生所在的学校要积极创造条
件引导学生们多交朋友，朋友数
量的增加将有利于留守学生的
身份认同和发展。

李亦菲解释说，研究团队一
直在探索不同的角度，来了解留
守学生。 最初的两年，研究率先
关注的是留守学生的心理状态，
等做到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他们的视线开始转向关注包括
核心自我评价、心理地位在内的
留守学生内在心理品质。相较于
之前几年的研究，今年提出的身
份认同概念让报告内涵更加丰
富，也能从更多侧面了解留守学
生的心理状况和心理品质。

在李亦菲看来，对于留守学
生的帮扶，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公众普遍关心的，
也是非常显性的结果性问题，其
中就包括各种的负面情况，甚至
是一些极端结果。而在研究者的
眼中，不仅需要关注这些显性的
问题， 更需要关注那些第二、第
三层次的显性但不扎眼和内隐
性的问题，关注情绪状态、行为
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从这个角
度切入，研究团队后来发现留守
学生面临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追
溯到这一群体内心中的内隐性
特质。 因此，近几年的研究也越
来越关心留守学生的内在心理
品质，因为这才是长远影响留守
学生心灵状况的因素。 （王勇）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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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以上留守儿童一年未见过父亲或母亲

互联网深刻改变了我们的
日常生活， 也极大影响了公众
参与公益的方式和途径。 那么，
在互联网时代， 谁是互联网公
益的主力军？ 阿里“人人 3 小
时”公益平台近日发布的《Z 世
代互联网公益行为报告》 给出
了答案。

该报告指出， 在阿里巴巴
“人人 3 小时” 公益平台上，18
至 25 岁的 Z 世代群体（Z 世代，
英文为 Generation Z，大致指的

是 1990 年至 2000 年后出生的
人，又被称为“网络世代”）占比
27%以上，已经成为互联网公益
的主力军。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
住民，Z 世代的公益行为更具
“网感”。平台数据显示，跟 40 至
60 岁的上一世代相比，18 至 25
岁的 Z 世代群体互联网公益活
动活跃度更高，学习、工作忙的
也更善于利用碎片时间做公益。
而 40 至 60 岁的人群公益时长

最高， 他们闲暇时间比较多，有
大段时间参与线下公益。 在“人
人 3 小时”平台的八大公益场景
中，Z 世代在互联网公益、 益气
来（捐步）、公益传播、公益捐赠
（尤其是小额捐款） 等场景活跃
度明显更高。

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
究院此前发布的《“人人 3 小时”
公益平台社会价值白皮书》指
出， 互联网公益作为随手公益、
指尖公益， 形成了去中心化、人

人可公益的新面貌，互联网降低
了公益的门槛，使得社会化程度
较低的 Z 世代通过网络能够更
为便利的参与公益，年轻人的公
益热情得以激发。

此外，小额捐款数量的剧增
也是互联网降低公益门槛的一
大体现。 2010 年以前，公益捐赠
中富裕阶层和中老年人居多，大
额捐赠占据主导。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让小额捐赠、随手捐赠变
得更加便捷。

而除了和
上一代的公益
行为有所区别，
Z 世代内部也
呈现不少区别：
男生更倾向公
益传播、公益捐
赠和捐步等公
益形式，而女生
更倾向于志愿
服务和善因购
买。但在整体公
益时长方面，男
生和女生之间

没有明显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Z 世代参与

公益行为的次数，秋天几乎是冬
天的一倍。秋高气爽更适宜线下
公益活动的举办，好的天气也更
能激发年轻人捐步的行为。

该报告认为，当代年轻人的
公益热情被激发，高校组织功不
可没。 近年来，各大高校积极倡
导公益服务，使得 18 至 25 岁的
青年学生做公益的机会大大提
升。年轻人乐于分享和传播公益
价值理念，也与互联网的开放精
神吻合。

从地理位置来看，东部的上
海、北京、广东，中部的河南、山
西、湖北，西部的陕西、广西、重
庆都是 Z 世代公益参与率较高
的省份，同样也是高校公益组织
较为活跃的省份。

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在
“人人 3 小时”平台中，Z 世代最
喜爱的公益鼓励分别是：积累芝
麻粒、优酷 7 天会员权益、健康
险及人生意外险、淘票票观影优
惠、商城免费停车等。

《Z世代互联网公益行为报告》发布
18至 25岁的 Z世代成为互联网公益主力军

学生在研究团队的指导下在填写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