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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西部两省（市）农村０～６岁儿童忽视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应雄钟引

刘晨煜钟朝晖潘建平
【摘要】

杨新胡晨蔡林利

徐亚

目的了解中国西部陕西省、重庆市农村０。６岁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及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两省（市）部分地区０—６岁农村儿童受忽视状况进行
调查。结果

两省（市）共调查农村０～６岁儿童１４８８名，儿童总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

３１．５９％、４８．３２。男女童忽视率和忽视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８６，ｕ＝１．５１，Ｐ＞０．０５）。高
年龄组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２ＨＪＬ童（）［２＝１３．３６，Ｆ＝３３．４５，Ｐ＜０．０５）。三代同堂、核心
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Ｈ＝１０．０３，Ｆ＝２．８３，Ｐ＜０．０５）；留守儿童
受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Ｚ＝３０．３０，Ｕ＝６．７６，Ｐ＜Ｏ．０５）；而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低于重庆
市儿童（ｆ＝９．４２，Ｕ＝８．４０，Ｐ＜Ｏ．０５）。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留守（ＯＲ＝
１．５４；９５％ＣＩ：１．２０～１．９７）、家庭类型（ＯＲ＝１．３８；９５％Ｃ／：１．１６～１．６５）、父亲职业（ＯＲ＝Ｏ．８７；９５％ＣＩ：
０．７８～０．９７）、母亲的文化程度（ＯＲ＝１．２７；９５％ＣＩ：１．０７。１．５２）、父子间关系（ＯＲ＝１．４３；９５％Ｃ／：
１．０７～１．９１）５个因素是儿童受忽视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０～６岁儿童受
忽视程度比较严重，应重视儿童忽视问题。
【关键词】忽视；儿童；农村；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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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受忽视因其隐秘性和难界定性等特点，长

奶奶等）采用一对一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调查采

期以来一直未被重视，而给被忽视者的身心造成难
以修复的伤害。为此本研究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

用的忽视评价量表包括国际上公认的儿童身体、情
感、教育、安全、医疗、社会等６个忽视层面内容，其

年３月对中国西部地区２个省（市）０～６岁儿童受忽

中０～３５月龄组评价量表涉及８５项指标内容；３～６

视状况进行了调查。

岁组量表包含８９项指标内容。通过量表计算调查
对象在各个层面及总体上的忽视得分。忽视得分表

对象与方法

示儿童受忽视的程度，分值越高，受忽视程度越重。

１．调查对象：依据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调查对象在任一层面的得分超过该层面规定的界值

在我国西部地区抽取陕西省和重庆市；分别从２省

点（第９０百分位点）…，即认定为在该层面上受到忽
视。调查对象在６个层面中任一层面或多个层面受

（市）各随机抽取３个市（或区），其中陕西省为西安
市、宝鸡市和商洛市，重庆市为渝北区、合川区和江
津区；从每个抽中市（区）中抽取经济、文化水平中等
的１个农村县（６个县）；每个县按照经济文化水平分
为高、中、低三层，每层分别抽取１个乡／镇，每个县抽
取３个乡／镇，共１８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１个
村（１８个村）；在０。６岁的６个年龄段各至少调查１０
名健康儿童，共调查１４８８人。男女童各半。
２．调查内容和质量控制：主要包括人口学资料

到忽视，则认定为受到忽视。忽视情况由忽视率和

忽视率（％）＝箭糌×ｌｏｏ％

忽视度来反映。

测得儿童的忽视分值

忽视度一赢蒜嚣描篇篇高剐００
４．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８．０软件建立数

（家庭住址、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等）、父母及

据库并进行相应统计分析，忽视率的检验采用牙检
验，理论频数＜１的数据使用秩和检验分析。忽视

家庭情况（父母年龄、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程度、家庭

度的检验采用Ｕ检验或方差分析，方差不齐的数据

住房、家庭厕所类型、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家庭

采用秩和检验处理。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非条件

年收入、孩子的主要照看者、孩子与父母关系、是否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留守等）、忽视评价常模量表（涉及儿童身体、情感、
教育、安全、医疗、社会等６个忽视层面内容）。调查
过程均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并获得调查对象本人
的知情同意签字，问卷现场集中发放，调查对象独自

结

果

１．一般人口学特征：研究共发放问卷１５２０份，
回收１５０３份，剔除不合格问卷１５份，有效问卷１４８８

完成，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逐项检查，发现无法修
补的漏答项此问卷即标为“废卡”，核对正确后完成

份，有效率９７．８９％。其中男童８００人（５３．７６％），女童

调查，并填写“中国农村０～６岁儿童忽视研究现场

２３７人（１５．９３％），２～３岁２２５人（１５．１２％），３～４岁

调研记录”。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并

２２５人（１５．１２％），４～５岁２１５人（１４．４５％），５～６岁

由村干部部署安排调查时间和场所，在村医或村计

２３３人（１５．６６％），６。７岁１２４人（８．３３％）。核心家庭

生干部的协调下完成调查。

４２５人（２８．５６％），三代同堂１０１０人（６７．８８％），单亲家
庭２２人（１．４８％），再婚家庭３１人（２．０８％）。家庭孩

３．调查和评价方法：采用“中国农村儿童忽视评

价常模”中规定的量表和评价方法。其信度和效度
已评价ｎ］。０～３５月龄组和３～６岁组分别采用相对

６８８人（４６．２４％）；０～１岁２２９人（１５．３９％），ｌ～２岁

子数：１个８１９人（５５．０４％），２个６０７人（４０．７９％），３个

应的调查量表；量表均由长期生活在一起的直接监

５８人（３．９０％），４个４人（０．２７％）；留守儿童８６２人
（５７．９３％），非留守儿童６２６人（４２．０７％）。

护人填写，对于个别文化程度较低的监护人（爷爷、

２．儿童受忽视情况：０～６岁儿童所受总忽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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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和总忽视度分别为３１．５９％、４８．３２。按照性别、年龄、

家庭类型、是否为留守儿童、居住地区等因素分组，

对儿童身心健康保健、权利保护及权益维护的关注
和管理乜１。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０～６岁儿童所受总

对总忽视率（忽视度）及六大层面忽视率（忽视度）进
行组间分析和比较，结果见表１、２。

忽视率和总忽视度分别为３１．５９％、４８．３２。男女童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年龄组儿童受忽视

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总体是否受忽
视”作为应变量，以孩子父母影响和家庭状况相关因

程度显著高于低年龄组儿童，尤其以情感、教育、社

素：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

会三层面忽视更为明显，这表明随着孩子的逐渐长
大，家长对孩子在生活及情感方面的关注都在逐渐

度、家庭类型、孩子数量、孩子排行、家庭年收入、孩

减少；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低于

子与父亲的关系、孩子与母亲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

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受忽视程度显

系、是否留守等１２个变量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

著高于非留守儿童；本研究中陕西省儿童忽视程度
低于重庆市儿童，可能是重庆市父母外出务工较多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自变量进入模型采用向后
最大似然法，纳入和排除模型的检验水准为ｏ．０５，主
要研究变量的名称及赋值见表３；分析结果见表４。
讨

论

和南北差异。
是否留守是本次调查发现影响儿童受忽视的重要

影响因素，１４８８名儿童中留守儿童８６２名，占５７．９３％，
高于安徽省长丰县留守儿童比例（４５．８３％）０１，也高于

儿童受忽视既可导致儿童躯体伤害、疼痛和伤

湖北省麻城市留守儿童比例（３９．１５％）［４３０从多因素

残，也可引起心理精神障碍、生长发育落后等。评价
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看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可以看出，留守儿童被忽视是非留
守儿童的１１．４９倍。这表明，由于缺乏父母情感上的

表１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１４８８名０～６岁儿童忽视率分析

注：日：采用秩和检验分析的日值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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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表２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１４８８名０～６岁儿童忽视度

Ｙ

受忽视情况

未忽视＝０，忽视＝１

Ｘ１父亲职业

在家务农＝１，外出务Ｉ＝２，工人＝３，个体经营者＝４，科技工作者＝５，公务员＝６，其他＝７

Ｘ２母亲职业

在家务农＝１，外出务工＝２，工人＝３，个体经营者＝４，科技工作者＝５，公务员＝６，其他＝７

Ｘ３

父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１，高中或中专＝２，初中＝３，小学或没上学＝４

ｘ４

母亲文化程度

大专及以上＝１，高中或中专＝２，初中＝３，小学或没上学＝４

Ｘ５

家庭类型

三代同堂＝ｌ，核心家庭＝２，单亲家庭＝３，再婚家庭＝４

Ｘ７

孩子数量

１个＝ｌ，２个＝２，３个＝３，４个＝４

Ｘ８

孩子排行

行一＝１，行二＝２，行三＝３，行四＝４

Ｘ６家庭年收入（元）

２０ ０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３，１０００～＝４

父子关系

亲近＝１，一般＝２，疏远或冷淡＝３

Ｘ１０母子关系

亲近＝１，一般＝２，疏远或冷淡＝３

Ｘ１１父母之间关系

好＝１，一般＝２，不好＝３

Ｘ１２是否留守

非留守＝１，留守＝２

Ｘ９

表４儿童受忽视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的儿童易发生伤害。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父母长期外出、
监护人的监护意愿不高及文化素质较低、农村教学
理念的局限和制约等不同程度均导致了留守儿童受
忽视。而本次调查发现的父亲职业也是儿童受忽视

的影响因素，与５０．６０％的父亲外出务工有关。
关注和呵护，留守儿童受忽视情况严重。于国内相
关报道一致ｂ。１；国外报道祖父母并不能成为一个很
好的照顾者＂…，Ｍｏｒｒｏｎｑｉｅｌｌｏ等阳１认为缺乏父母监管

家庭类型是影，Ｉ甸ＪＬ童受忽视的又一重要影响因

素，４个家庭类型中，随着亲近度的下降，不同家庭
儿童受忽视程度逐渐加重，单因素分析也得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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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结论，即再婚家庭、单亲家庭儿童受忽视程度显著高

ｈｏｍｅ．ｓｔｒａｎｄ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于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最显著的是医疗和社会
两层面，这和国内部分城市的调查结果一致ｎ…。国

Ｃｈｉｎ Ｊ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沈敏，杨森焙，郭勇，等．湖北省麻城市农村留守儿童非致死性
伤害特征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４）：３３３—３３７．

内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单亲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容

５

Ｄｕａｎ

ＤＨ，Ｚｈｕ

易产生一些消极影响ｎ“１２ ３；而单亲或再婚组合家庭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的子女容易受到忽视ｎ纠；Ｔｕｒｓｚｎ４３认为儿童受忽视的
影响因素为家庭特征和父母心理情感。这或许是因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ＭＹ，Ｌｕｏ

ａｍｏ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ＪＹ，ｅｔ

ｓｔｒａｎｄｅｄ

ａ１．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ｆ ２—７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ｎ

ｙｅａｒ

ｏｌｄｓ

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９，３０（４）：３２６—３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段丹辉，朱明元，罗家有，等．中国部分农村地区２～７岁留守儿
童膳食营养现况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４）：３２６—

为承受更多的压力使单亲家庭的父或母亲无法满足

３３０

孩子某些方面的需求；重组后的复杂情感和经济现
实问题影响着再婚家庭的和谐。

［６］Ｚｅｎｇ

Ｒ，Ｚｈａｎｇ ＬＬ，Ｌｕｏ ＪＹ，ｅ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４

母亲文化程度、孩子与父亲的关系是另两个重

ｔｏ

７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ｔｒａｎｄ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９．

３０（７）：７０６—７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要的影响因素。母亲文化程度等级顺序排列中，文

曾嵘，张伶俐，罗家有，等．中国７省市农村地区４～７岁留守儿

化程度越低，受忽视的程度越严重。有研究显示低
文化程度、母亲的疏忽影ＤＩ甸ＪＬ童受忽视ｎ ５１。提示，降

童情绪与行为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０９，３０（７）：７０６—７０９．
１７］Ｋｉｃｋｌｉｑｈｔｅｒ ＪＲ，Ｗｈｉｔｌｅｙ ＤＭ，Ｋｅｌｌｅｙ

低儿童受忽视现状需要提高母亲的文化水平及家长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的素质。孩子与父亲关系也是显著的影响因素，一
般或疏远、冷淡都会使孩子受忽视程度加重，也说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ＳＪ，ｅｔ ａ１．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ｎｄ［Ｉａｒｅｎｔ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２００９，２８

（２）：１８８—１９９．
１

在中国这个通常由母亲照顾孩子的社会环境中，父

８ ｊ Ｃｏｎｗａｙ
ｇｉｖｉｎｇ

亲改善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对降低受忽视程度是很重

Ｆ，Ｊｏｎ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Ｓｐｅａｋｅｓ—Ｌｅｗｉｓ Ａ．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Ｗｏｍｅｎ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ｌ，２３（２）：１１３－１２８．

要的因素。

［９］Ｍｏｒｒｏｎｑｉｅｌｌｏ

综上所述，陕西省和重庆市农村０～６岁儿童受

ｕｎ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忽视程度比较严重，高年龄组儿童忽视程度显著高
于低年龄组儿童；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儿童受忽视程
度显著低于单亲家庭和再婚家庭儿童；留守儿童受

新父母育儿观念，提升父母素质，纠正不正确教育方
式，打造温馨和谐的适宜儿童身心发展的社会环境

ＢＡ，Ｃｏｒｂｅｔｔ

Ｍ，ＭｃＣｏｕｒｔ Ｍ，ｅ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１．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Ｔｈｅ

ｉｎｊｕｗ—ｒｉｓｋ ｉｏ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２００６，３ｌ（６）：５２９—５３９．
１ １０ｊ

Ｐａｎ ＪＰ，Ｙａｎｇ ＺＮ，Ｒｅｎ ＸＨ，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忽视程度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而陕西省儿童忽视
程度低于重庆市儿童。因此，重视儿童忽视问题，更

ｉ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 Ｊ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ａｇｅ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６ ｙｅａｒ－ｏｌｄ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５，２６（４）：

２５８—２６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潘建平，杨子尼，任旭红，等．中国部分城市３～６岁儿童忽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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