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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留守儿童非致死性
伤害特征研究
沈敏

杨森焙

【摘要】

刘筱娴

郭勇

目的

杜玉开

了解湖北省农村中小学留守儿童伤害特征，评价父母外出打工对儿童伤害造成

的影响。方法采用现况研究方法和面对面访谈法，于２００６年９月对麻城市区和白果镇、宋埠镇的
６所中小学校进行调查。结果

共调查３０１９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１１８２名（３９．１５％）。留守率男生

为３９．９２％，女生为３７．９８％。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者占６２．２９％，父母一方外出者占３７．７１％。伤
害总发生率为１７９．１‰，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率为２５３．Ｏ‰，高于非留守儿童（１１９．８‰），且留守男生的
伤害发生率最高达到３１６．４‰。留守儿童前三位伤害类型均是跌落伤（８４．６‰）、机械伤（４０．６‰）和动
物伤害（３６．４‰）。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的地点主要是在家中、学校和道路。总住院时间达２０８ ｄ，需要
治疗的伤害总费用共４７ ２６８元，人均２０１元。结论农村中小学校留守儿童占较高比例，留守儿童的
伤害发生率较高，伤害负担较重。
【关键词】伤害；非致死性伤害；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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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农村人口

童。目前估计农村留守儿童约２０００万Ｈ ｏ。这种现

向城市再一次大规摸的迁移，而留守儿童正是这种

象已经引起了多方的关注他。４ ｏ，众所周知，伤害已成

迁移的产物。根据文献定义，农村“留守儿童”是指

为大多数国家０～１４岁儿童及青少年的第一位死亡

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长期打工而被留在

原因＂’…。已有的研究表明，性别、遗传因素、气质

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

个性、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等均对儿童伤
害相关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家庭因素在儿童伤

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金资助项目（０１５１３７３０）

害相关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ｏ。留守儿童远离父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３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

母，没有父母的照顾和监护，生活在不完整的家庭环

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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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其伤害发生状况与非留守儿童有无差异，本研

儿童中男生有１２４人（５４．１５％）是独生子女，女生仅

究拟通过对麻城市区、白果镇和宋埠镇６所学校进

２７人（３９．７１％）是独生子女，而女生非独生子女占

行调查，以期了解农村地区儿童的留守及伤害现状。

６０．２９％，男女留守儿童独生子女的比例差异有统计

对象与方法

学意义（Ｙ２＝４．３７５８，Ｐ＝０．０３６５）。

（３）留守儿童生活和社交情况：留守儿童做家务
１．研究对象：在麻城市区、白果镇和宋埠镇分别

的情况较常见，其中有２２５人（７５．７６％）经常做家

选择２所学校，６所中小学校学生全部进行调查（除

务，女生（７９．４１％）高于男生（７４．６７％）。３７．０４％的

毕业班），共调查３０１９人。班级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留守儿童承认在父母离开的时候犯过严重的错误，

２．研究方法：采用自制调查表，包括班级留守儿

主要为违反学校纪律和打架斗殴；７７．７８％留守儿童

童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伤害调

在伤心时可以找到心理安慰，主要来自监护人

查表３种表格。班级调查表内容有班级总人数、男

（３５．５３％）、朋友（３０．７％）和同学（２０．６１％）。在父／

女生人数、留守儿童人数及伤害发生情况等。

母离家期间有７３人（２４．５８％）受过来自监护人的不

３．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法。调查员为经
过培训的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专科班学生（４
人）、研究生和博士生（４人）。调查时由１名研究生

良待遇，最常见的是口头责骂（８２．８１％）和体罚
（１５．６８％）。
２．伤害特征：

与１名专科生组成一组，在不影响学生上课的情况

（１）伤害总发生率：在所调查的３０１９名学生中，

下，分组进入各班级进行调查。调查时问为２００６年

有５１９名学生在过去一年间发生过伤害。伤害总发

９月２６—２８日。

生率为１７９．１％。。其中男生伤害数为３９６人，女生为

４．相关概念的界定：

１２３人，男女生伤害发生率分别为２１７．５％。和

（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被留在

１０２．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６６．８８７４，Ｐ＜

户籍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时间超
过半年的儿童。１１。

０．０００１）（表１）。

（２）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５１９名发生伤害的儿

（２）伤害的统计标准悃ｏ：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①到医疗单位诊治，诊断为某一类损伤；②由家人、

童中有２９９名为留守儿童，占伤害发生总数的
５７．６１％；男生为２３０人，女生为６９人。男女生性别

老师、同事或同伴对受伤者做紧急处置或看护；③因

比为３．３３：１。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为２５３．０％。，男女

伤请假（休工、休学、休息）半日以上。

留守儿童伤害发生率分别为３１６．４％。和１５１．６‰，差

（３）伤害发生的时间：凡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至
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１日期间发生伤害者确定为伤害
病例。

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０．１８１４，Ｐ＜０．０００１）。从年
级分布看，留守儿童小学生伤害发生率最高
（４５８．３％ｏ），初中生次之，高中生最低（表１）。

结

果
表１

１．一般情况：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６所学校不同性别、年龄
儿童伤害发生率

（１）留守率：共调查学生３０１９人，其中男生
１８２１人，女生１１９８人，男女性别比为１．５２：１。在所
有的学生中留守儿童共１１８２人，占全部调查学生的
３９．１５％。其中留守男生为７２７人，留守女生为４５５

人，分别占６１．５１％和３８．４９％，留守学生中男女性别
比为１．６：１，接近总体性别比。根据留守儿童在所调

查学生中所占的比例，即可计算出６所学校留守儿
童总留守率为３９．１５％。其中男生留守率为
３９．９２％，女生留守率为３７．９８％，两者较接近，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１４５３，Ｐ＝０．２８４５）。

（２）留守儿童是否为独生子女：发生伤害的留守

（３）伤害类型、地点和严重程度：不论男生还是

女生，留守儿童前五位伤害类型均是跌落伤、机械
伤、动物伤害、烧烫伤和溺水。按伤害发生率排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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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一致。其中跌落伤的发生率为８４．６％。，机械伤、

痊愈，２８．４１％的留守儿童损伤处有不适或肢体活动

动物伤害、烧烫伤和溺水分别为４０．６‰、３６．４‰、

受限，本次调查未发现有伤害致残和致死的病例。

１６．１％。和１２．７％。。做家务与不做家务的留守儿童伤

（５）伤害负担：有１７７人（６２．１１％）在门诊治疗，

害类型有所不同，做家务的儿童跌落伤、机械伤和动

２４人（８．４２％）住院，总住院天数达２０８ ｄ，伤害后的

物伤害的比例远远高于不做家务的留守儿童（图

平均治疗时间９．０３ ｄ。３０．５７％的人在伤害后没有

１）。留守儿童伤害发生地点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家

休息，７８．６０％的儿童休息天数在一周以内。因伤害

中、学校和道路，占８１．４％。从伤害严重程度看，留

共休息１９０２ ｄ。２９７名儿童中进行治疗的儿童费用

守儿童伤害以轻度和中度为主，两者共占８８．５５％

共４７ ２６８元，人均２０１元，最高２０００元。伤害治疗

（表２）。

费用６０．００％在１００元以内，费用在１００～１０００元之
间的占３７．４５％，１０００元以上的仅占２．５５％。从伤

如

害类型看，费用最多的前三位伤害类型是交通事故

巧

（３３７元／人）、烧烫伤（３３３元／人）和溺水（２８９元／

加

人）；最少的是动物伤害（１５５元／人）。但跌落伤
”

（２２０元／人）、机械伤（２３３元／人）和动物伤害（１５６

＾９６一丑餐谑 ｍ

元／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在总经济负担中占的比重较

，

多，分别占３２．００％、１７．００％和１１．０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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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麻城市６所农村学校中留守儿童
是否做家务与伤害类型的关系

３．不同监护人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情况：本调

查发现，６２．９６％的留守儿童父母均外出打工，与祖
父母或其他人生活在一起，且男生（６５．０７％）高于女
生（５５．８８％），见表３。其中监护人是祖父母或母亲
的儿童最易发生的伤害类型均以跌落伤、机械伤和

表２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６所学校留守儿童伤害类型、
发生地点和严重程度

动物咬伤为主，而父亲作为监护人的儿童最易发生
的伤害类型是跌落伤和动物咬伤，无人发生机械伤
和交通伤（表４）。
表３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６所学校不同性别留守儿童
伤害与监护人的关系

表４

湖北省麻城市农村６所学校留守儿童伤害类型
与不同监护人的关系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４）伤害部位和伤害结局：留守儿童的伤害部位

以四肢为主（６９．０５％），颈部和躯干部分别占
１８．７１％和７．１４％。７１．５８％的留守儿童伤害后能够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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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１．儿童留守与监护情况：国内有报道父母外出

力相对较弱，使留守男生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群体，
是伤害干预的重点对象。总的来说留守儿童的伤害
规律性与上述地区基本一致。

打工的学生约占２０％～５０％ｕ ｏ。２００４年项继权

３．留守儿童伤害特征：

等Ｈ１对麻城市歧亭和白果镇的乡镇中小学调查显

（１）伤害类型：不论城市还是农村，０～１４岁儿

示，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约在１／３左右，父母双方在

童非致死性意外伤害以跌落发生率最高，是伤害的

外打工的约为１０％。本调查父母外出打工的学生

首位原因［９Ｊ４｜，第二位以后的伤害类型存在地区差

占全部学生３９．１５％，男生留守率略高于女生。留守

异，但总的来说，交通事故、机械伤是城区学生的主

女生非独生子女的比例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的比

要伤害类型，而农村学生的主要伤害类型以机械伤、

例。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者１８５人，占留守儿童的

动物咬伤、烧烫伤、溺水等为主ｎ引。交通事故在城

６２．２９％，占全部学生人数的６．１３％，这些儿童主要

市的排位一直较靠前，目前在农村也逐渐显出其重

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监护。其中父母一方外出打工

要地位，这可能与农村经济发展和机动化程度有关，

者占３７．７１％，这些儿童的监护人通常是母亲或父

城市机动车较多，而农村摩托车普遍。因此城市和

亲，与国内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农村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可能存在差异，值得进一

２．留守儿童的伤害发生现状：目前国内报道关

步研究，如北京市儿童伤害类型跌落是首位原因，发

于中小学生（或０～１４岁儿童）伤害发生率在

病率为６８９．２３／１０万，其次是动物咬伤（４９０．１２／

“．９４％～６２．３０％之间旧上４。。由于我国地域辽阔，

１０万）和交通事故（２６８．０３／１０万）ｎ ４Ｉ。湖北省农村

不同地区儿童意外伤害发生率存在很大差异，但也

０～１４岁儿童主要伤害原因意外跌落（发生率为

存在一定的规律：农村学生伤害发生率高于城市，男

３．３７％）、动物咬伤（２．５０％）、交通事故（１．３８％）、机

生伤害发生率高于女生，小学生高于中学生。例如

械事故（１．３０％）和烧烫伤（１．２１％）Ｈ引，与本次调查

南京市中小学生的意外伤害发生率为１５．８７％，小学

结果稍有差异。本次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主要伤害

生意外伤害发生率（２５．６３％）明显高于中学生（初中

类型是跌落伤、机械伤、动物咬伤、烧烫伤、溺水和交

生为１２．３９％，高中生为１０．７８％）；男女生伤害发生

通事故。

比例为１．９３：１；城郊学生伤害发生率（２０．３０％）明显

（２）伤害发生地点：不论城市或农村，伤害发生

高于城区学生（１３．６３％）和郊县学生（１４．４１％）∽ｏ。

地点均以家里、学校和街道／公路为主，且伤害类型

上海市Ｏ～１４岁儿童的伤害发生率为１０．６％，无性

与地点有相关性ｎ

别差异，年龄越小，伤害发生率越高儿０｜。段蕾蕾

害原因的地点分布明显不同，公路／街道是交通事故

０’１１’１

３｜。贾尚春等Ｈ３ ３认为不同伤

等Ｈ¨报道广州、上海、北京三城市儿童的非故意伤

（９６．９％）多发地，家里和学校多发生跌落（５０．７％和

害发生率为１６．５％，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同样存在低

３１．５％）和钝器击打（４２．５％和３４．５％），同时家中也

年龄儿童伤害发生率高于高年龄段儿童。熊忠贵

是刺伤、烧烫伤的多发地，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留

等ｕ２１报道湖北省某农村０～１４岁儿童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守儿童伤害地点以家中（３１．９９％）为主，非留守儿童

年伤害发生率为１０．８８％，男童是女童的１．４倍，５～９

主要发生在学校（３０％）。这提示同是跌落伤，对于

岁儿童伤害发生率最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调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来说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不同

查的３０１９名学生的伤害总发生率为１７９．１‰。留守

的，值得进一步研究。也可能留守儿童伤害与做家

儿童伤害发生率高达２５３．０‰，留守男童的伤害发生

务较多有关。

率高达３１６．４‰，高于留守女童（１５１．６‰，Ｐ＜

（３）伤害负担：研究显示，留守儿童因伤害总住

０．０００１），也高于非留守男童（１５１．７‰），小学生伤害

院天数达２０８ ｄ，伤害后的平均治疗时间９．０３

发生率为３５９．９‰，留守小学生高达４５８．３‰，均高于

３０．５７％的人在伤害后没有休息，７８．６０％的儿童休

上述地区的报道，可能由于农村儿童参与劳动较多，

息天数在一周以内。由于伤害而休息１９０２ ｄ，治疗

且留守儿童做家务非常普遍，这可能使留守儿童暴

费用总共４７ ２６８元，人均２０１元。周德定等ｕ ０。报道

露于更多的危险环境中，从而导致留守儿童伤害发

上海市城郊０～１４岁儿童伤害治疗费用中４４．３％无

生率高于非留守儿童的原因之一。留守男生伤害发

费用，费用在１００元以内的占３５．３％，１００～４９９元

生率高可能由于没有父母的约束，男生自我管理能

的占１３．４％，５００元以上的占了７．１％。北京市平均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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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例儿童伤害需医疗费用１６１７．５７元，平均休学天数
为１１．６８ ｄ，平均住院天数２．０９ ｄｕ ４。。由此可见，本

次调查留守儿童伤害负担与上海市城郊儿童相当，

·３３７·

［２］叶曼，张静平，贺达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及
对策思考．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２００６，２７（６）：６７．６９．
［３］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等．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
影响．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５７．６５．

低于北京市儿童伤害负担，可能是与北京市儿童伤

［４］项继权，吴理财，刘义强．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提供制度保

害的界定有所不同。本研究显示，交通事故、烧烫伤

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

和溺水造成的人均经济负担最重。虽然跌落伤、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ｃ．ｃｕｈｋ．ｅｄｕ．ｈｋ／ｗｋ

械伤和动物伤害造成的经济负担较低，但伤害发生

［５］Ｋｅｎｄｒｉｃｋ Ｄ，Ｍａｒｓｈ Ｐ．Ｉｎｊｕ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数多，在总经济负担中占的比重大。

（４）儿童伤害的发生与监护人的关系：儿童伤害
的发生与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有关¨ｏ。本研究显示在
祖父母或母亲监护下的留守儿童，不同伤害类型的
发生情况基本一致，但父亲作为监护人的儿童，未发
现机械伤和交通伤的病例。对留守儿童来说，监护
人与儿童伤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本次调查显示２４．５８％的留守儿童承认
受过不良待遇，最常见的是口头责骂和体罚。口头
责骂和体罚是我国教育儿童的常用手段，监护人与
儿童均不认为这是一种虐待，但可能存在着潜在的
危害：一方面不仅可直接造成身体伤害，还可能造成
心理伤害，另一方面使儿童产生危险行为。研究显
示父母对儿童采取惩罚的教育方式使儿童易产生逆

反心理，注意力不集中，易于发生伤害相关行为¨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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