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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发展的孩子们

”
:农村留守儿童

的教育与成长困境

潘 璐 叶敬忠

(中 国农 业 大 学 人 文 与 发 展 学 院 ,北 京 100193)

摘 要 中国近 30年 来唯经济论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 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

化为表征的发展模式引发 了农村人 口流动深化、城 乡教育政 策剧烈调整、农村社会衰

落等多重变迁后果 ,也使农村 留守儿童群体的教 育生态更加 恶劣。在 家庭层 面 ,劳 动

力流动的代际更替对留守儿童成长影响深远 ;在 学校层 面 ,农 村教育的衰败与城 市化

取向使 留守儿童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恶化 ;在 社 区层 面 ,城 乡快速变迁中的 乡村价值失

范加剧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在农村留守儿童群体 中,大龄 留守儿童与后义务教 育阶

段 留守儿童、留守女童和因境 留守儿童面临更为突出的成长 困境。本文结合 四川、河

南等地社 区实地调查中的案例发现 ,由 点及面地论述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伴随发展 变迁

所面临的教育问题 ,并 对社会变迁背后的发展主义思维进行反思。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教育 ;成 长因境 ;发展主义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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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 究 背 景

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在 资本全球化和发展主义的推动下 ,中 国开启了

国家主导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 ,力 图推进经济增长并融入全球

市场。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 ,农 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被允许流入

城市 ,这种城乡流动从 90年代进入高峰并持续至今。据悉 ,⒛ 12年 中国农民工

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农 民工总量达 2.63亿人 ,其 中外出农民工 1.63亿 人①。在

一定意义上 ,中 国正是凭借这些
“
无限供给

”
的农村劳动力 ,创 造出让世界瞩 目

的 GDP“ 奇迹
”
。尽管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丌结构有所削弱 ,使得乡城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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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者实现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角色转换 ,但依然阻碍着政府对其身份的制度

丿、同 :∶

。
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 ,城 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

敦育等各个系统将这些城市务工人员排除在
“
城市居民

”
之外 ,导 致农村外出务

工者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 、权利和保障 ,多数只能成为劳动力市场

上的廉价劳动力 ,其 职业和社会生活状态呈现出鲜明的边缘性 、过渡性和变动

性 t∶

45]他
们在城市的这种边缘性处境同时导致了一种

“
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

模式
”
的形成

[6∶

,即农村劳动力在进城务工的同时很难实现家庭的整体迁移 ,只

能把部分家庭成员 (主要是妇女、孩子和老人 )留 在农村 ,从 而造成了一种分离

的家庭模式 ,并 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典型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现象。

在农村留守人口群体当中 ,留 守儿童备受关注 ,自 ⒛02年特别是 ⒛04年

以来进入公众视野。自此之后的 10年来 ,持续的城乡不均衡发展加速了农村

劳动力流动的趋势 ,并 使其常态化 、普遍化 ,留 守儿童现象也相应呈强化之势。

⒛04—2005年 间的官方话语 、学术研究与媒体报道多以 ⒛00万为量估算当时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数量规模 :∴ 至 ⒛13年 .据 全国妇联当年发布的《我国农

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 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 6000

万①⊙8年之间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翻了两番 ,数字上的鲜明对 比足以说明中国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持久性、独特性以及留守儿童的主题研究所具有的巨大现实

意义。由于
“
留守

”
的生命历程与儿童成长的密切关系 ,教育 自来是留守儿童研

究中的重要领域。然而 ,发 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I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

家发展策略 ,在 10余年来引发了农村人 口流动与家庭拆分的不断加剧、城 乡教

育政策与资源的剧烈调整以及农村社会的衰落与凋敝c这诸多社会现实绞合

在一起 ,使 得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态愈发恶劣 ,对 于农村教育的忧虑与扼腕

之叹也因此成为当下学界关怀的主旨。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
中国农村留守人 口

”
研究团队自⒛M年 起

开始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现象 ,并 随着社会现实的复杂多变不断拓宽研究区域及

内容的广度与深度 ,以 期加深对发展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理解。自⒛07年至

今 ,研究团队在四川、江苏 、陕西、安徽 、湖南等地的 4个农村社区、13所农村学

校开展行动研究 ,通过组织学校活动和社区活动来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 ,并 在此过程中围绕农村社区与教育等主题进行持续了的学术观察与研究。

⒛13年 ,研究团队在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的 4个村应进行了
“
贫困与社会影响

分析 :迁 出地社会排斥的性别维度研究
”
,对 留守人口、普通村民、县乡村干部等

群体进行了 177人次深度访谈 ,获得了丰富的质性资料 ,对持续近 30年 的人 口

流动历程在农业生产 、人 口关怀、家庭生计、社区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进

① 中国妇联新闻 :《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全 文)》 ,http//acwf peop卜

com cn/n刀 013/0510/四 9013-21437965htllll(· 003年 5月 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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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析阐述。本文以上述行动研究和实地调查 中获得 的访谈和案例为材

料①,通过社会学和发展研究的学科视角对当下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困

境进行分析与反思 :处在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背景之下的教育领域已然深受发

展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教 育政策和实豉中充斥着以效率、效益和规模为 目

标的经济理性 ,从 而引发了
¨
农村教育

¨
的日趋问题化 :∴ 不仅如此 ,随着发展思

维在人们 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渗透 ,与农村留守儿童密切相关的来 自家庭和社

区的非学校教育形式也受到更大挑战 :因 此 、本文将以发展主义的宏观逻辑框

架关注留守儿童在学校教育 、家庭生命历程和农忖社区变迁中正在经历和可能

面对的成长境遇 ,力 求更深刻地理解在这个大发雯时代中农村留守儿童所承担

的教育与成长代价。

二、农村家庭 :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

对留守儿童成长影响深远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在 儿童的成长教育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而父母的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儿童成长中的亲子教育出现缺位和中断 ,这 将

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对于家庭教育重要性的类似论述已是留守

儿童研究中的基本共识 ,这一重要性在很多城市务工者当中引起共鸣 ,在 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全社会对流动儿童城市融入与教育问题的高度关注。然而留守

儿童群体依然持续存在 ,并 因其规模数量的扩大使得家庭教育再次成为影响一

代农村儿童未来成长的重要 因素。从 21世纪初留守儿童现象初步形成至今 ,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结构性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 对农村家庭的人 口结构、养

育安排以及家庭生命周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更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与成长

的初级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

农村人 口的城乡流动 自⒛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在经历了 30年的蓄积与生

发之后 ,已 经由最初的一种特异性的经济行为演变为席卷并渗人中国农村社会

的常态化的生活方式。以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为例 ,从 农村劳动力流动历程的

变迁来看 ,劳 动力的流动最初在人地矛盾突出、生存极为窘迫的村庄萌发 ,进 而

渐次扩展到不同类型、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村地区 ;务 工者群体的构成从最初以

冒险、碰运气心态进城闯荡的先锋农民 ,扩 展到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普通农

村居民 ,从青壮年男性为主扩展到年龄周期跨度更大的男性与女性村民 ;务 工

者的流动方式也从最初高度依赖地缘网络和帮带关系的特定就业领域 ,演 变为

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是跨 国性的多元职业分布。河南省固始县大谷村人 口流动

的变化(见表 1)和 四川省青神县四个村庄留守人 口数量的变化 (见 表 2)都 足以

体现出目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持续深化的趋势。

① 文中出现的乡、镇、村、人名以及农村学校名称均作化名处理。

≡.
.
冖

.

.
一



大发展的孩子们
”
:农 村 留守儿童的教育与成长 困境

表 2 四川省青神县四村留守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四川省青神县妇联统讨数据∴

伴随劳动力流动的持续深化 `外 出务工群体实现 了从第一代农 民I向 新生

代农 民工 的代际更替 .国家人 口汁生委在 2012年 发布的∷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

报告 9O12》 (以下简称《报告》)中 指出,中 国的城镇丿、口比重已超过 50%,流 动

人口规模达到历史新高 ,流 动人口流量、流向、结构和流动人口群体的利益诉求

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c《 报告》显示 ,当 前 ,我 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约为 28岁
,

“80后 ”
新生代农民I已 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次年的《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 ⒛13》更进一步指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⒛ 岁之前就已经外出的比

例达到 75%② c在河南省固始县这个最早加人外出务工潮流的农业县 ,⒛ 世纪

80年代开始流动的第一代农民丁已逐渐丧失城市务工能力 ,返 冂乡村务农 ;—

些
“80后 ”

的第二代农民工也在留守与流动之问保持着分离式的家庭结构 ,他

们仍有可能在结束务工生活后回乡务农 ;未婚的年轻一代务丁者 勹农业和农村

的割裂则更为彻底 ,对 于城市生活方式更加认同与向往。

随着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更替 ,很 多在
“
流动一留守

”
的家庭拆分模式下成

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T往往叉以同样的家庭分离制造着新一代的留守儿童群

体。在网络上 ,一 则《佛山 90后 女工早早结婚生子》的新闻提出了
“
留二代

”③

这个尚未被学术化和广泛使用的词汇 ,也对
“
留二代

”
的家庭养育提出了更多忧

虑。一方面 ,新 生代农民I在文化上更加认同城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一些未

婚年轻务工者甚至成为
“
吃光用光身体健康

”
的

“
月光族

”
,相 对于家庭责任而

① 中国人凵新闻 :《 凵家人 凵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⒛12)》 ,h"p:〃 www china

com cn/renkou/2012-08/07/cmten126155072hlIll(2012年 8月 7H)。

② 国家 Tl生 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⒛139内 容概要》,

http://www moh gov cn/k]llcs/s7847/201309/12e8cfl)459de42c981c59e827b87a27c shtml(2013年 9月 10

日)。

③ 中国新闻网 :《 佛山 90后 外来女T早 早结婚生于 ,“ 钾二代
”
诞生》,h⒒ p:〃www chhlmews com/

sh/2011/05-27/3072580sh1ml(2011ˉ 年5月 27H)Ⅱ

表 1 河南省固始县大谷村人口流动变化趋势

已丿、口

('R、
)

劳动力人 口

(人 )

外出劳动力

(人
)

劳动力主要流人地
经济收人中务工

收人 比例 (%)

2O07年 3370 2100 I300 广东         |   70
2013年 2065    |    1400 广东 、北京 、上海 、天津

数据来源 :作 者根据实地调查结果整理。

总户数
(户 )

总人数

(人
)

女彐Jr

(人
)

留守妇女

(人
)

儿童

(人
)

留守儿童

(人
) 己

留
马岽
人

2011年 3515 11158 4043 1767 1656  |    385

2014年 3155 97I5 3716 1212 6J7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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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他们更加看重个人主义的物质追求。另一方面 ,相 当一部分新生代农 民工

有着身为留守儿童的童年记忆。成长过程中父母的缺席使儿童缺乏爱与关怀

的亲密体验 ,亲 子分离的留守经历使很多儿童内心孤独、自我封闭 ,甚至对他们

人格的形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建立产生了极其不利的消极影响。如今 ,曾 经

有着留守经历的新一代农民工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
“
如何为人父母

”
的考验 ,他

们在童年时期形成的家庭观和人生观将对 自己的养育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 ,这从根本上决定着新一代留守儿童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们是否会成为问

题群体。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河南省固始县后厂村 ,据村妇女主任介

绍 ,村里近 3年的新生儿有超过 90%无法得到母乳喂养c这些孩子的妈妈在即

将分娩时从城市返乡待产 ,在孩子百天甚至满月之后又踏上了继续外出务工的

旅途 ,孩子被交给家中的留守老人用奶粉喂养 :在 舌厂村 ,一个临时返乡准各

婚礼的姑娘对于 自己未来的子女养育也有同样的打算 E

张钰兰 ,女 ,⒛ 岁 ,在 昆山的一家工厂徵工 ,调 查人员见到她时她刚回

村两天 ,过年之前要跟邻村的小伙子成婚 ,结 婚之后两人再一起外出打工。

张钰兰的爸爸常年在外务工,16岁 时她也开始外出务工 ,去过昆山、广东等

地 ,后 来经亲戚介绍进入昆山的一家服装厂:她从没想过要在家务农 ,“ 我

从没种过地 ,不会种地还怎么可能在家务农呢
¨
E她认为 自己肯定会继续

打工 ,“ 不打工连饭都吃不上
”
,等 将来有了孩子 ,也 会像村里人一样 ,把 孩

子留给老人照顾 ,自 己出去打工。她说 :¨ 现在是全钱社会 ,什 么都需要钱

⋯⋯有舍才有得 ,舍得 了孩子才能挣到钱 c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出去打

工 ,这是家庭需要 ,别 人不会指责的。
”

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对于扎根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 ,然 而在城市的生活压

力与不确定性让他们更易做出将子女留守乡村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留守儿童的

低龄化与留守周期的延长。作为应对 ,农 村家庭只能通过更长期的祖辈监护来

实现留守儿童的养育 ,在 此过程 中 ,留 守儿童的生物性抚育受到关注而社会性

抚育被弱化。尽管尚未有研究对
“
留二代

”
丿L童 的成长过程进行系统性的跟踪

观察 ,但是可以预测 ,留守儿童的低龄化与早期亲情教育的缺失将产生严重的

亲子疏离 ,这将关系到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亲子互动 ,甚 而影响其健

全人格与心理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留守儿童成长造成的负面效应正在

不断累积 ,并将通过代际循环的方式对整个农村人口的发展形成深远影响。

二、农村学校 :农村教育的衰败与城市化取向

使留守儿童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恶化

父母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家庭的教育功能 ,学校在留守儿童教育

和成长中的作用也因此而凸显。留守儿童的外出父母和监护人普遍对农村学

i;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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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寄予厚望 ,希望学校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的同时发挥更多的教育和监管职

能 ,以 丰富的学校生活来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留守儿童 自身也对学校的教学

条件 、教育理念、教学环境等方面有很多期望。然而在发展主义和经济至上的

政治思维下 ,农村学校教育不断异化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和面向城市的劳动力再

生产集中地 ,无法成为儿童全面成长和潜能激发的启蒙者与培养者。在城镇化

与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等政策的合力作用下 ,包括教育在内的农村各种资源以及

人口进一步向城镇流动 ,农村教育被快速卷人市场化和产业化进程中教育被经

济异化 ,并为
“
城市中心论

”
所左右。当下农村教育的价值取向、目标、内容、评

价体系和资源配置等无不体现出城市主导的发展取向。在城市价值导向下 ,农

村世界的价值在比照中沦为低层级的价值特性。沿着城市取向的价值路径努

力攀爬 ,成 了农村学校一致的追求
[9],单一应试性、唯城市性和离农性成为农村

教育错位的培养 目标。
[10]在

与城市教育接轨和竞争的压力之下 ,农村教育不顾

农村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实际 ,形 成了盲 目追求升学的风气 ,而

升学率成为对农村教育进行评价的唯一尺码。对于很多农村学校、特别是农村

中学来说 ,升学率是学校得 以在快速的教育城镇化步伐 中生存下来 的根本。
“
村不办小学、乡不办初中

”
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中很多地方所奉行的

撤并原则 ,四 川省青神县在其教育规划中就提出截至 ⒛16年全县只保留两所

乡镇中学的方案。面对不断激化的城乡间教育均衡矛盾 ,大浪淘沙中仅存的农

村中学不得不以更加严苛的校园规训、极化的学生分层甚至是鼓励差生向职业

学校提前分流、将分流任务指标化等方式来强化学生管理 ,确保 自身的存续。

四川省青神县临河中学部分作息规定摘录 :

6:35,起床铃 ,起床铃未响严禁说话 ,起床铃响后迅速起床 ,鞋 跟朝外 ,

牙膏牙刷放在第二格 ,朝 向厕所方向 ,帕 子不要乱放 ,地 面先扫再拖 ,不 得

有水渍。

7:硐 -8:⒛ ,早餐 ,不 拥挤不吵闹。早餐后一年级打水。

12:钔 -13:10,午 餐 ,排 队不吵闹。午餐后二年级打水。

17:00-17:50,晚餐 ,晚餐后三年级打水。就餐时不准将饭菜带出教

室 ,就 餐完毕后 ,经 生活委员检查同意后才能出教室。

21:30-22:OO,就寝 ,要求 :① 搞好个人卫生 ,② 不得跑跳闹,③ 不得

进入灯光未照到的地方。严禁踏入别人寝室,严 禁在寝室内吃东西。

21:55,全部上床 ,准备就寝 ,不 得做任何影响他人休
`息

的事情。

此外 ,宿 舍装有摄像头 ,用 于监控学生活动情况 ;每 个宿舍门上有一个

透明的孔 ,以便教师随时监视宿舍纪律和卫生。

升学导向下的学校管理方式使农村学生产生了迷茫与厌学情绪 ,不少学生

甚至以越轨、留级、辍学等行为反抗当下的教育体制。教育的城镇化不仅未能

如其标榜的那样实现城乡间教育的公平发展 ,反而缩紧了农村学生向上流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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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 ,在炮制出更多教育失败案例的同时也在无数农村学生内`心 留下了剥夺和

扭曲的烙印。难怪河南新县的一位留守妇女在谈及 自家及村里学生的就学趋

势时诧异而又感慨地说 :“ 父母外 出打工都是为了子女上学 ,现 在经济条件好

了,供得起读书了,村 里却再也不出大学生了。孩子们越来越不喜欢读书 ,这是

学校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啊 !” 让农村学校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怀 ,使 其成为弥

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和关爱不足的重要力量 ,这 样的期望在当下的农

村教育图景中显然更加难以实现。

在与农村相对的城市空间中 ,农村教育的衰败与城 市化取向表现为农村学

校的上移和农村资源整体的向城流动⊙正如钱理群所说 :“ 我们的农村教育落

入了
‘
城市中心主义

’
的误区。这也是整个中国教育的问题 ,乡 村教育在整个中

国教育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 ,教 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

这些问题都反映了城市中心主义的倾 向 :”

n将
农村教育和资源向城镇集聚 ,

大多是在社会经济城镇化尚未成熟之前 ,通 过行玫手段人为地以教育促经济⊙

对于农村学生和农村家庭而言 ,教 育城镇化都是一个双重剥夺的过程 :它 使农

民要么被迫为子女求学而付出巨大的财力、丿、力 ,要 么在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

过程中被边缘化 ;它 使农村学 t被 迫过早乏肓 T寻 悉的村庄生活世界 ,而 留守

儿童更是在父母外出、亲子分亨莳殪 /ˉ 下≡
=与

家莛的再次割裂c农村教育的

上移和城镇化也催生出
¨

=读

¨
羊△寸乏象「t∶可南省固始县陆源镇 ,约 有 1/3

的留守妇女在县城或乡镇过 ←
=云

;=∵可肓 莒△昙四光乡 ,乡 镇和县城的学校

周边出现了成片的租住区 ,圭 奎
=i二

女廴△
=乓

:由 于年龄太小 ,一些父母双

方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甚至要圭i于≡
=≡

云∷ T、
¨
陪读

”
成为不少留守老人

又一沉重的照料负担。对于农村社 :κ 丁亨 ,△ 青亡年劳动力外流之后 ,以 儿童

教育为中心的人 口流动也进一步 tΠ 豇了tΙ
=≡

慧与凋敝 :

尽管农村教育布局调整政策已被口丬停 三毫农村教育资源向城市上移的整

体格局已然形成 ,并且在持续进行的城市化迕程中得到巩固与强化。农村学校

的上移一方面使得农村家庭的教育成本增加 ,留 守儿童家庭或是无力继续承

担 ,或是因进城求学陪读而面临家庭结构的再次割裂 ;另 一方面 ,教 育的城镇化

收紧了农村儿童的上升渠道 ,成 绩导向的应试教育思想不断强化 ,扼 杀了儿童

的发展潜能 ,留 守儿童更加难以从学校教育巾获得全面的支持与关爱。由于无

法适应或被城市导向的学校教育接纳 ,大 量失学留守儿童 、大龄留守儿童在积

极的价值观尚未形成之前提早被驱入社会 ,成 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后备军。

四川省青神县 ⒛14年 约有初三毕业生 1200人 ,县 高中只招 400人 。

作为现存唯一工所农村初 中,临 河中学每年正取 ’O人左右。⒛14届 的初

三毕业班原有学生 53人 ,在 寒假过后减少为 36人 ,流 失的学生中有 1I人

进入职业学校、6人选择辍学外出务工。每年春季学期刚开始时 ,青神县职

业中学开始招生。为了保证中职校生源数量 ,县 教育局给县里的初 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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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派学生指标 ,并把招生工作纳入到学校的考核 中。据初三班主任张老师

介绍 ,今年该班的指标一共是 15个 ,春招 12个 ,秋招 3个 ,目 前还差一个指

标尚未完成。
“
今年春季学期刚开学时 ,家 长和学校的关系很 紧张 ,矛 盾很

大。家长认为中职校没有学校宣传得那么好 ,孩 子进去后没有学好 ,感 觉

被学校欺骗 了。
”
进入 中职校的学生很少能坚持读到毕业 ,大部分学生也只

是读一、两个月就外出打工 9或 者是混毕业证。在全班原有的 53人 中,大

约 ⒛ 人能够幸运地进入普通高中,有 一多半学生在初 中毕业或是初 中毕

业一两年后就不得不外出务工。

这些学生正处在人生角色由少年儿童向成人转换的关键期 ,生 理和心理情

感的发展、人际交往的变化、生活事仵的更迭等极易使其产生角色转换中的困

惑与迷茫 ,更加需要父母的关爱和学校的引导。然而 ,留 守儿童在父母缺席的

同时叉结束了学业 、脱离了学校教育的范畴 ,由 儿童向社会人的角色转换使他

们更易陷人心理、行为和社会适应上的困境。个别留守儿童因此成为乡村
“
混

混
”
和问题少年 ,更多的失学大龄留守儿童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

人——城市化的教育使他们失去了对于村庄的归宿感 ,而对于城市他们也只是

贡献劳动的匆匆过客。

农村社区:城 乡快速变迁中的乡村价值

失范加剧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城乡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出的趋势相互加强 ,经济增长助推下

的社会变迁不仅促生了大量的农村分离式家庭与留守儿童群体 ,造成了家庭教

育的弱化与学校教育的衰败 ,更从根本上撼动了维系乡村社会团结的基本价值

规范。传统乡村社会和村庄是以 自然经济和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相对

封闭的共同体。作为生活的主要场域和满足生活所需的资源环境 ,社 区中的个

体在经济生产、社会交往与政治活动中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并 由此形成对

村应社区的文化与心理认同。在社区共同体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规范、人情网

络与社会联结也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在社区层面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和基

础。改革开放之后 ,进 入转型期 的农 民与农户获得 了经济上的 自主权与独立

性 ,个体的流动性逐渐增大 ,农村社区的封闭性与孤立性被打破。与此同时 ,不

断深化的人口流动使农村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与归属感淡化 ,这种认同危机体

现为与传统农村相关的所有生产生活方式和规范整合力量都趋于松散、瓦解。

由于其核心的主体、资源与价值规范随经济诱致的大规模人 口流动而被抽离 ,

农村社区整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处于留守和被排斥的边缘化状态 ,守望相

助的传统村庄已经成为虚空的社区共同体。

国家政权建设强力渗透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已经使农村社区由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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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熟人社会

”
逐渐转变为

“
半熟人社会

”[12],非
正式的乡规民约与信任关系难

以维系农村社区的秩序规范与社会整合 ,正式制度与官僚科层体制的控制力量

加强。在此之上 ,不 断深化的农村人 口流动正在将依稀维持的乡村
“
半熟人社

会
”
形塑为

“
陌生人社会

”
。社区成员强烈的流动动机和较强的流动性冲击着信

任与熟识所需的生活根基 ,常年的流动生活使社区成员变得相互陌生。在河南

省固始县后厂村 ,年轻人大多只记得同村的同学 ,他们甚至连很多中年村民、邻

居的姓名都无法叫出。而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也加速了传统文化 、伦

理等结构性要素的衰落 ,敬 老爱幼等社会规范底线受到了严重威胁和挑战 ,村

社邻里之间对于儿童的教化、关爱与危险预警作用也进一步削弱 ,这 些都从社

区层面加剧了留守儿童的成长风险。

由于社区非正式规范力量的弱化 ,一方面 ,留 守儿童因监护人监管不足更

易成为社会价值失范的受害者。目前国内中文搜索引擎中关于留守女童遭遇

性侵的新闻报道已达上千起 ,令 人痛 J心 的是 ,这 些事仵中的作案者多数是同村

的男性村民、长辈甚至是亲戚。这些针对留守女童的性侵害事件不断践踏着乡

村社会的道德底线 ,更沉重地揭示出留守儿童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的

巨大成长风险。受到侵害的留守儿童往往因为监护人、特别是祖辈监护人的监

管疏忽而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又在农村社区的独特社会环境中面临长期的

舆论压力 ,从而造成巨大的内心创伤。另一方面 ,社 会整体道德规范的滑坡使

得留守儿童更易出现个体失范和越轨行为 ,例如赌博、偷窃、飙车、网瘾、少女妈

妈等问题行为甚至刑事犯罪事件。在四川和河南等地的农村社区中 ,少女妈妈

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小丽 ,女 ,16岁 ,四 川省青神县葛村人。据县妇联工作人员和该村妇女

主任王大姐介绍 ,小 丽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 ,小 丽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小丽在 中职校上学期间认识 了校外一个社会青年 ,并 与其发生关系,但祖

辈并不知情。在怀孕数 月之后 ,小 丽的家人才知道这件事 ,小 丽的妈妈 匆

匆从外地赶回家,照 顾 小丽生下了孩子。现在孩子由小丽的妈妈在 家养

育 ,小 丽已经退学和男友外出务工。

李天明 ,河 南省固始县大谷村村书记。他说 :“ 以前村里光棍 多,村 民

因为穷而找不到对象。现在的问题不是找不着对象 ,而 是年轻人早婚早

育。年轻人 出去打工的时候认识 了,住在一起怀孕了就结婚。现在农村的

初 中生、高中生就有堕胎的 ,女 孩子早婚早育的现象更严重 ,17、 18岁 就有

了孩子。
”

未成年人未婚先孕和少女妈妈的现象 固然与家庭教育缺失、父母和监护

人管教不力密不可分 ,但是整个农村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规范作用的弱化

未尝不是使青少年失教甚至纵容其失范越轨的重要 因素。伴随着整个 国家

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理性的大力倡导 ,农村社区逐渐建立起对商品化和货币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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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广泛认同。在河南固始县大谷村 ,村 民用
“
笑穷不笑娼

”
这样简单直 白的

话语描述当下村庄社会风气和社会态度的转变 ,对 物质金钱 的追求可以以降

低道德标准 、放宽道德底线作为交换。在社 区舆论 中 ,少 女未婚先孕这样 的

事情也仅仅成为村民的饭后谈资 ,而不再是公众反思为戒的道德事件。由于

社区道德规范的弱化 ,村 民对未成年人早婚早育 已是见怪不怪 ,甚 至将其视

为伴随人 口流动而生成的
“
打工文化

”
的一部分。农村社 区的这种人文环境

直接关系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留守儿童的教育过程 中 ,农 村社区所能

发挥的以乡土 自然为载体 、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教育作用正在城市化与市场

化的冲击下 日趋弱化 ,它 所应有的对留守儿童的规范和教化作用在城乡快速

变迁的进程中发生蜕变 ,而 这种蜕变也成为当下社会风气颓败的一个缩影。

四 、结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的产生 ,其根本在于以城市化、市场化和商品化为主导

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农村和农民生存空间产生的巨大

挤压 ,是 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 、实现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结果。

农村留守儿童最初所面临的家庭教育弱化问题本身就是农村儿童和家庭在现

代化发展进程中所背负的沉重社会代价。然而遗憾的是 ,在 家庭分离、留守儿

童家庭教育弱化的同时 ,城 市导向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强化加剧了农村

社区的空心化和农村教育资源的抽离 ,使 得留守儿童赖以生活的家庭、学校和

社区环境全面倾塌 ,引 发了更严峻的教育缺失与成长困境。在家庭 ,城 市导向

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在超经济强制的迫使与诱惑下离开村庄 ,

它所带来的是留守儿童的低龄化 、隔代养育的长期化和家庭教育的极度空缺。

随着劳动力流动的代际更替和儿童 自身的成长 ,留 守经历对儿童的影响极可能

注人未来的人 口再生产当中c在学校 ,与 经济发展模式相呼应的教育城市化促

使更多资源在政策干预下流人城镇 ,不 均衡的城乡教育使家庭和学生 自身承担

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 ,它 将少数应试精英送人城市 ,却 造成大多数农村学

子、特别是留守儿童在教育中的迷茫和角色失败。在社区 ,城 市导向的社会文

化和商品经济中的个体化关注使农业和村庄为根基的文化规范迅速弱化贬值 ,

人口大量流出后的村庄不仅难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 ,反 而因其 自身社会

文化氛围的扭曲而使留守儿童面临更多成长风险。

在留守儿童现象和留守儿童教育困境 日益严峻的同时 ,留 守儿童中一些亚

群体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深入思考 ,例 如留守女童、

大龄留守儿童和贫困偏远地区的困境留守儿童。除了近年来媒体大量报道的

留守女童遭遇性侵犯事件之外 ,农村社区中大龄留守女童未婚先孕现象呈增多

趋势 ,一些
“
少女妈妈

”
由于无法应对突发的角色转变而被迫辍学、外出务I,使

自己的孩子过早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 ,继 续重复着
“
留守

”
的恶性循环。大龄留

论



0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4年

守儿童能否在父母缺席 、教育和传统规范弱化 的环境 中顺利实现 由儿童 向青年

的角色转换 ,既关系到他们未来 的家庭再生产 ,也关 系到他们在城 乡发展 中的

社会融合与适应 。在贫 困山区和西部边远农村地 区 ,留 守儿童现象往往与贫 困

引发的其他社会 问题勾连在一起 。在推动劳动力外 出务工 的同时 ,贫 困所导致

的婚姻不稳定与家庭破裂使得 留守儿 童面临更加严重 的亲情缺失 ,部 分
“
困境

留守儿童
”
面临艰难 的生存 环境 。与贫 困相关联 的儿童营养不 良、祖 辈监护人

文化水平低 、农村教育条件差等一系列 因素也影响着 留守儿童的身心成长。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的总体状况与这些亚群体所面临的突出成长 困境 ,都为

思考和探索留守儿童教育提 出了严 峻的挑 战。然而从 中国未来相 当长一段 时

间的发展战略来看 ,政府仍将继续深化城市化 和工业化 ,并 推动农业 的现代化

和规模化 ,这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脱离土地 ,更多的资源将 瞄向城市 ,更多 的

村庄将在城市偏 向的发展 中虚空凋敝 ,也 意味着 留守儿童面临的教育 问题将更

加严峻。加强 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 、缓解 留守儿童 的成长风 险 已是刻不容缓 。

这需要教育行动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 的共 同努力 ,更 需要我们追本溯源 ,深 刻

反思唯经济至上 的发展模式给上千万 留守儿童带来 的教育之殇 、成长之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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