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汉寿县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
中山大学蓝信封项目组
摘要：留守儿童现象近来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中山大学蓝信封行动是一个通
过大学生和留守儿童写信方式，从心灵上和留守儿童沟通的项目。项目注重个人
自我发展和共同成长，属于“参与式发展”类型。基于项目性质，我们对项目地
进行了详细的调研。通过调查问卷、小组访谈、深度访谈（家访）三种调查方式，
对留守儿童、其监护人、学校老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查。我们发现，现实中当
地留守儿童的情况，和社会媒体中人们对留守儿童的普遍见解，譬如“孤僻，任
性、没人管、需要关怀、是弱势群体”等特点，有很大不同：当地留守儿童群体
并不弱势。在学习成绩方面，留守儿童中不乏成绩好的学生。但是，留守儿童的
性格普遍比非留守儿童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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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在我国快速的社会转型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迁移流动日益频繁。到 2000
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 1 亿。流动人口现象直接导致“留守
儿童”问题的发生，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留守儿童就产生了，但留守儿童在 2002 年以后特别
是进入 2004 年以后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光明日报》在 2002 年李陈续写的报
道《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亟待解决》中明确指出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2004 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全国性报刊更是大规模
地报道了留守儿童在学业、生活及性格培养等方面面临的困难和问题。[1]留守儿
童问题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4 年 5 月 31 日，教育部专
门召开了研究留守儿童问题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2]
2008 年 7 月 11 日到 19 日，我们中山大学“蓝信封”行动组一行八人，来
到湖南省汉寿县军山铺、龙潭桥、三和、崔家桥四所中学进行调查研究，主要调
查对象是七年级升八年级的留守儿童。我们界定留守儿童的标准如下：
（1） 父母双方外出工作或者单亲（父亲或者母亲）外出工作。
（2） 父母外出工作时间半年以上。
（3） 15 岁以下的儿童。[3]
2．研究方法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小组访谈、个别家访相结合的形式综合了解这个特定阶
段在校留守儿童情况。
我们在四所学校共发放问卷 210 份，回收 207 份，有效问卷 203 份，有效率
回收率为 98.06%。其中军山铺、龙潭桥、三和、崔家桥中学分别有 90、46、29、
38 份有效调查问卷。我们通过老师推荐的方式在学校的七年级整个年级内选择
留守儿童进行调查。
我们分别各在四个学校内进行了一次针对调查的小组访谈，每次小组访谈参
与的留守儿童均超过十个。
在小组访谈的留守儿童中，我们选取共 22 个典型家庭进行了深入的家访。
以下内容是基于调查问卷、小组讨论和个别家访的综合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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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被调查地概况
汉寿县位于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西滨，现为常德市辖县。[4]
汉寿县进行过一些关注留守儿童的活动：
（1） 2007 年 9 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湖南省《希望书库》推广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专程前来汉寿县新兴乡完全小学，向该学校捐赠了价值 2 万
元的图书，在汉寿县建立了首个“留守儿童希望图书室”。
（2） 2007 年 7 月 20 日—7 月 26 日，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07
年暑期三下乡活动，曾经也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在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进行实
地的调查和走访，完成《关于常德汉寿县东岳庙乡留守儿童调查报告》。[5]
但是，我们仍应注意这些关注留守儿童的效果却不甚理想，一位中学教导主
任说：“近几年，对于留守儿童的关注正在加深，但是具体而真正有效的措施却
没有。”
4．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
4.1 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
父母之所以外出打工，从与监护人、留守儿童、老师、班主任和校领导的访
谈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一位中学教导主任说：“留守儿童现象在
农村日益严重，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南下打工的潮流而产生的。” 另外一个班主
任是这样说的：“我们这边耕地很少的，很多家长不出去打工根本养不活家里。”
4.2 留守现象产生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大规模流动人口带来的留守儿童现象比流动儿童现象
严重。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我们发现 55.4%的留守儿童根本没有去过父母工作的
地方，而只有 3.6%的留守儿童会一个月去一次父母工作的地方。
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入访谈，我们发现，产生留守儿童现象有一系列的原因。
4.2.1 从留守儿童的角度
12.4%
35.8%
11.9%

城市物价太高

16.6%

父母要工作没有时间照顾我
父母工作经常变，不方便带

62.7%
18.1%

你觉得为什么父母
没有带你一起出去打工

父母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在外面读书太贵
在家里照顾老人或者弟妹

孩子
我不习惯外面的生活
22.8%
其他
20.2%
我们可以发现，留守儿童自己认为，父母没有带自己一起出去的原因主要是
父母要工作没有时间照顾我和在外面读书太贵这两个原因。“外面爸爸妈妈都是
去打工，哪有时间照顾我？”
“外面花钱太厉害了，我们去读书还要多交钱”
（崔
家桥中学初一女生）。
除了上面一些原因外，我们发现“其他”选项的选中率也达到 20.2%，这里
面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我不喜欢外面城市的生活，因为外面的人感觉没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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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真诚”（军山铺中心中学一位初一女生）。
4.2.2 从监护人的角度
流入地昂贵的学费、孩子入学麻烦、城市物价高、工作紧张而没有精力照顾
孩子等多种原因，都是在深入访谈中，监护人普遍的说法。
5．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
5.1 监护人是谁
关系
被调查地
湖南省
祖父母
57.5%
46.9％
外祖父母 7.8%
母亲
21.2%
20.5％
监护类型
父亲
5.2%
14.4％
其他亲戚 6.2%
13.3％
自我监护 1.6%
4.9%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57.5%的留守儿童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占大多数。值
得注意的是，还有 1.6%的留守儿童自我监护。和全省数据比较，被调查地的隔
代监护状况显著比全省多，而自我监护现象比全省少。
5.2 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
根据调查结果，超过六成的留守儿童经常或偶尔与监护人聊天，29.0%的留
守儿童很少与监护人聊天，另外 9.8%的留守儿童从来不与监护人聊天。
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留守儿童群体中，留守儿童与监护人的交流情况各
异，有些交流很少，一位与留守儿童生活的祖父说“我们平时要看店（开了一家
茶馆），要挣钱，哪有那个时间去跟孩子聊天？学习什么的都要靠她自己。” （崔
家桥中心学校一学生祖父）。有些偶尔会进行交流，一位与留守儿童生活的祖母
说“平时就我和他一起生活，他周末回来，我们还是会坐在一起说说话的” （崔
家桥中心学校一学生祖母）。
5.3 留守儿童留守的时间
根据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可以将留守儿童留守的时间统计如下表，其中留
守时间是指父亲或母亲，或者父母都出去打工的时间加起来总和。
留守时间
一年内
一年到两年 两年到三年 三年到五年 五年以上
被调查地
24.4%
13.0%
12.4%
11.4%
37.3%
湖南省
16.5%
21.5%
36.0%
26.0%
5.4 亲子关系的变化
5.4.1 儿童对外出打工父母亲情认可度
几乎没有影响
父母外出打工对你的学习、生活和性
有一点影响
格影响如何？
有很大影响
非常想
你想念外出打工的父母吗？
有点想
一点都不想

14.0%
68.4%
16.6%
58.5%
28.0%
9.3%
3

无所谓

3.6%

希望
11.9%
不希望
72.0%
你希望父母外出打工吗？
无所谓
14.0%
调查显示，认为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有很大影响的儿童只有 16％左右，大
多数儿童认为家长外出打工，对自己影响不大。例如某被访儿童在 4 岁那年父母
双双外出打工，已经习惯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日子，所以父母不在身边的影响不是
很大。也有儿童监护人表示：“孩子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懂得如何教育孩
子，他们亲自监管也跟我们一样，没有很大区别。”
尽管孩子和外出打工父母在感情沟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有近 87%的儿
童表示想念父母，有 72%的儿童表示不希望父母外出打工，能留在家里陪伴自己。
“我最高兴的事情是我生日那天，爸爸突然回来和我过生日，让我有很大惊喜”，
有儿童回答“我最想父母为我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说：“我最想父母陪我过
一个生日，每次见到其他小朋友生日，可以拉着父母的手，我的心就很难受。”
表达儿童对父母的思念，方法多种多样。很多孩子表示，自己曾经因为想念父母
而哭。
“特别是父母又要外出打工的那个晚上，我会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地哭。”有
的孩子会写信给父母，表达思念，但不会寄出去给父母，原因是“怕父母担心，
不能在外面安心工作，会出意外。”对于是否希望父母外出打工，儿童表现出非
常矛盾的心理“我不想爸爸妈妈出去，但是如果爸爸妈妈不出去打工，我就没有
钱读书，他们想为我赚到上大学的钱。”儿童监护人也有表示这样的无奈“我有
3 个儿子，家里面只有 2 亩田，如果他们不去打工，只能够吃，赚不到钱，我孙
子就没书读。”当然，也有孩子觉得无所谓，走访中发现有儿童对自己外出打工
的父母漠不关心，或者想念的动机有问题。有个案例儿童，其父亲外出打工 4
年，从来没有联系过家里，其对父亲完全没有感情。有个儿童常年和奶奶弟弟一
起生活，说“爸爸回不回来无所谓，但奶奶身体不好，我很担心。”
5.4.2 对父母工作的了解程度

你父母亲在哪里打工？

本县县城
省内其他城市
外省
其他地方
不知道

5.7%
17.1%
55.4%
9.8%
10.4%

从来没有
55.4%
有带过
45.6%
知道
38.3%
你是否知道父母从事什么工作？
不知道
61.7%
对父母工作情况的认知程度可以侧面反映留守儿童和父母的感情。绝大多数
的儿童知道自己父母大概在哪里工作。有部分儿童父母在国外工作，受访儿童有
父亲在新加坡或者在加拿大工作的。有过半留守儿童父母是在外省打工，意味着
不能常回家见孩子，这样的孩子很可能留守时间较长。尽管孩子知道父母大概的
打工地点，但是超过一半的孩子从来没有去过父母工作的地方，父母会将带孩子
到工作的地方作为学习成绩的一种奖励：“妈妈说过，如果我这次考试考得好，
放暑假就带我到广东玩，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但现在成绩没有出来，她也没有说
父母有没有带你到过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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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去，我很想去。”有 60％左右的儿童完全不知道父母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5.4.3 儿童和父母的联系沟通
电话
93.8%
其他
6.2％
没有联系
3.6%
4到7天
56.5%
你与外出打工父母多久联系一次
8 到 30 天
25.9%
1 到 6 个月
11.8%
一年以上
1.0%
父母亲
72.0%
我自己
19.2%
一般谁会主动联系
监护人
3.6%
其他
3.6%
我的学习
86.5%
思想品德
37.8%
健康和安全
66.8%
你和外出打工父母聊得内容主要是什
听老师或监护人
么？（多选）
76.7%
的话
生活小事
15.0%
父母的工作
1.0%
父母和孩子联系的最主要手段是电话，超过九成。这可能和调查地点几乎每
家每户都有电话有关系，只有 2 .6%的儿童选择写信这一传统沟通手段。由于电
话的方便性，儿童和家长的联系相对紧密，超过 80 %的儿童一个星期左右可以
和家长联系一次。调查显示，当地很多留守儿童是住校生，每个星期双休日才回
家，一回家就会和家长联系。和家长电话联系时间不一，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
分钟，有孩子表示还想和父母聊更久，但由于长途电话贵，父母那边会主动挂线。
也有孩子长期没有和外出父母亲联系。有个孩子父亲在加拿大打工，联系非常不
方便，所以长久没有联系。有个儿童，其父亲 4 年前抛下一句“我不发财，就不
会回家”，就外出了，至今都没有联系过儿童。
电话联系主要是父母主动，儿童自己主动联系父母的不到 20%。有留守儿童
表示“父母工作地点不确定，没有固定的电话，我自己联系不到父母，只能等父
母打电话回来。”儿童主动联系父母也不一定能和父母讲电话“有时候我打给爸
爸，他很忙，说等下再打会来，但后来又没有打，我不敢打过去，怕他还在忙。”
外出打工父母最关心的是儿童的学业情况，和国人传统的望子成龙相符。其
次关心的是安全问题和是否听监护人的话。反映外出父母对儿童不放心，但又无
法亲自监管的无奈。而关注儿童思想道德发展的家长只有 40%左右，不到关注学
习的一半，说明家长明显偏向于学习关注而忽视思想道德指导。
你与外出打工父母如何联系

6．留守现象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6.1 留守儿童的学业
留守现象对儿童成绩和信心的影响
问题
选项

被调查地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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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78.2%
比较重要
11.9%
你认为上学读书重要吗？
不好说
9.3%
不怎么重要
0.5%
优秀
17.6%
30.1%
良好
44.0%
21.5%
你在班里成绩如何
一般
30.6%
23.1%
较差
5.2%
19.6%
很差
2.1%
5.7%
充满信心
31.6%
35.1%
比较有信心
40.9%
30.2%
你对学习的信心如何
信心不足
23.3%
20.5%
没有信心
3.6%
14.2%
考上大学
59.1%
父母让我学
3.1%
减轻父母负担
50.8%
你认为上学的目的是什么 为家庭争光
37.3%
为了找个好工作
65. 8%
得到老师称赞
1.6%
其他
8.8%
外出打工
5.2%
继续学习
79.3%
你初中毕业后打算做什么 留在家里种田
0.5%
没有想过
12.4%
其他
2.6%
绝大多数留守儿童认为学习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比例超过 90%，这也和家长
和监护人的监督有很大关系。很多小朋友说：“父母打电话来，第一件事情就是
问我的学习情况。”“老师上课经常告诉我们只有读书能做个有用的人”。也有监
护人表示：“我除了管理孩子的起居生活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孩子读书”。
在多方的教育和监督下，孩子也接受读书很重要这个观念。大部分留守儿童认为
自己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是中上水平的，超过 80%。学校老师也表示“留守儿童中，
有一部分非常懂事，学习成绩也很好”。
但学习信心上，超过五分之一的儿童对未来学习缺乏信心。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是因为学业越来越重，有儿童说：“我喜欢唱歌和跳舞，以前有参加学校开
的舞蹈班，但是我打算下学期推出，因为学习越来越紧了，时间不够。”有的儿
童认为是部分科目很难学，
“数学我完全搞不懂，每次上数学课我都很辛苦”，
“英
语我学不好，家里面没有磁带，没有办法多听，除了上课，我们也不会讲英语”，
“我的觉得生物很难，我长大想当医生，这和我的理想很不相符，我不知道怎么
办”，儿童的偏科导致对学业的恐惧影响到其学习信心。
跟全省数据比较，当地儿童表现出较强的学习力量。认为自己成绩差或者学
习信心不足的人数远少于全省平均。
留守儿童对读书目的的理解相对一致。有过半学生都认为考上大学、找好工
作和为家庭争光是自己学习的目的。这个和父母或者监护人对儿童的期待相符。
有儿童监护人表示“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以考上大学本科，就不用像父母一样
6

出去打工，做体力活。”儿童也知道好工作的重要性“找份好工作，可以赚更多
的钱，生活会好点，也可以孝敬父母亲。”也有儿童说：“家里没有出过大学生，
我想读到大学，让家人高兴，也有面子。”
对于未来的计划，有超过 12%的儿童表示没有想过，而约 5%的儿童已经想初
中毕业就立马出去打工。绝大部分儿童还是希望能继续深造学习的，超过 80%。
很多孩子都表示同一观点：如果我成绩好，能考上好的高中，我会争取上大学；
如果成绩不怎样，也要考个职业中学，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己独立生活。
6.2 留守儿童的零花钱
少于 5 元

35.2%

10～20 元
你每个星期的零花钱多
20～40 元
少？
40～60 元
60 元以上
没有零花钱

55.4%
5.2%
1.6%
0.0%
2.1%

足够了
你觉得自己的零花钱够
差不多
用吗？
不够
比其他同学多
你的零花钱跟同学比多 和其他同学一样多
比其他同学少
吗?

48.2%
40.9%
9.3%
4.7%
13.0%
34.7%

不知道

47.7%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本地区过半的留守儿童的零花钱都在每周 10～20
元，而且只有 9.3%觉得自己的零花钱不够用，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留守儿童觉得
自己的零花钱足够或差不多。留守儿童的零花钱与其他同学相比较，有 34.7%留
守儿童的零花钱比其他同学少，而且有 47.7%留守儿童不知道其他儿童零花钱的
情况。
根据与老师、班主任和监护人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其中的原因可以再深入。
“出去打工就是因为在家这边很难找到钱(赚钱)，要在家里就能找到钱，家长何
必去外地打工，所以留守儿童的家境一般都比其他同学差的。”
6.3 留守儿童承担的家务劳动
不用做
6.7%
你在家要做家务或农务吗？
偶尔做
61.7%
经常做
30.1%
不繁重
58.5%
30.6%
你觉得自己做的农务或家务繁 有点繁重
繁重
4.1%
重吗
很繁重
6.2%
从调查结果，我们发现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留守儿童偶尔才做家务或农务，而
且过半的留守儿童不觉得自己做的农务或家务繁重。
在深入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监护人都只是让留守儿童做点轻微的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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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平时上学时她也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我们也没种田，回来一般也就帮
忙做些家务，做做饭或者洗洗衣服什么的。”
“他们父母出去就是希望他们能读好
书嘛，所以我们平时也很少让他做什么很重的农活，主要还是学习，偶尔帮忙做
点家务就行了。”（崔家桥中心中学学生监护人）
6.4 留守儿童的个性发展
接受我们深入访谈的初中教师以及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对于留守儿童的个性
发展有以下共同的看法。
一位初中老师说“留守儿童的成绩其实还是有好有坏，很奇怪的，我们班成
绩最好的是留守儿童，最差的也是留守儿童。但是很明显，留守儿童的性格一般
都比非留守儿童的性格怪一点。我们班以前有一个男孩，有一段时间就发现他越
来越沉默，后来我就跟他谈心，就发现是因为他妈妈出去打工了，我就跟他妈妈
打了个电话，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情，他妈妈马上回来了，然后那个小男孩的性
格就恢复了，没有那么沉默了。”
一位初中教导主任说“留守儿童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只是好的比非留守
儿童好的少一点，坏的也比非留守儿童坏的多一点。因为其实成长的路上，所有
的孩子都会可能会走偏，但是留守儿童出现问题很难能够立刻得到解决，就算当
时就打电话给父母了，父母在外地，电话里怎么能教得好孩子？监护孩子的祖父
母哪管得了孩子，今天说他，明天他就又一样了，有什么用？其实，留守儿童最
需要的还是一个引导者，能帮助孩子成长。”
在我们深入访谈的二十几户家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崔家桥中心中学某个班的班长说：“我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我经常
跟爸爸妈妈打电话，有时候一上午都会打几通电话，我在电话里什么都爸爸妈妈
说的，我们会说学习，说健康安全，我还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学校和家里发生的
很好玩的事情。外公也经常跟我说话，跟我玩，跟我下棋，我觉得生活得很开心，
我很喜欢学习，学习很好的，从小学到现在一直做班长，我将来想当国家主席，
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我可以成功。”
军山铺中学的一名女生说：“爸爸现在在加拿大打工，是去年去加拿大的，
那次爸爸去加拿大，他们都没有告诉我，我 2、3 天后回家妈妈才告诉我的，当
时我很伤心，很难受，所以回房间大哭一场后，就写日记”。讲到这里时，这名
女孩哭了。然后，她接着说：“从小其实是跟爷爷一起住的，但是爸爸住得也离
爷爷很近，所以经常跟爸爸一起，跟爸爸关系很好，所以爸爸去加拿大后，我很
想爸爸，爸爸每周末一定会打一次电话回来给我，有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想爸爸
或者遇到学习上或生活上的困难，也会跟爸爸打电话，我们一般都会打１个多小
时，爸爸都会鼓励我，我很感动，很喜欢爸爸。现在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学
习，我在我们班只排在３０名左右，我想高中去汉寿一中读书。平时我也有１０
多个好朋友，３个知心朋友，有时候碰到难过的事情，我都会跟她们说的，虽然
有时候有误会，但是只要去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在家访另外一名军山铺中学的男生时，他从不与我们主动说话，我们一
名队员与他一起钓鱼时，也是队员问他一个问题，而他只会回答“是”、“不是”
或者“不知道”
。我们在跟他的监护人——爷爷奶奶深入访谈时，爷爷说：
“他确
实是很内向的，平时也不跟我们说话，也没有多少朋友。”
7．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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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可以总结出湖南省汉寿县留守儿童情况的特点。
7.1 隔代监护现象明显
隔代监护，也就是留守儿童受其（外）祖父母监护。数据显示，被调查地的
隔代监护率超过六成。监护人的身体健康、思想观念、文化水平、教育手段等等
因素必定对留守儿童的成长造成很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往往是不好的。例如很多
儿童留守原因是父母要求其照顾年老的监护人；长者监护人往往不能提供学业上
的帮助；陈旧的思想观念也会导致管教手段的极端化等等。
7.2 儿童留守时间普遍较长
由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流动人口就开始大规模出现[1]，因此很多留守
儿童的父母在留守儿童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儿童留守时间较长。长期留守对
儿童的影响是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尽管通过电话，大部分儿童可以一个星期联系
父母一次，但是不能填补平时监管的空缺。
7.3 当地留守儿童学习热情较高
[4]
汉寿县以治学严谨闻名 ，调查数据也显示，无论从学习成绩自我评价、学
习信心评价，儿童都表现出比较大的热情。很多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为儿女赚
取足够学费，以支持完成学业。儿童多少也抱有“报恩”心态学习，认为读书“可
以减轻父母负担”、“找个好工作”。当地老师也表示，留守儿童中不乏优秀的学
生。家庭走访中，监护人也普遍表示最关心的是儿童的学习。这样的氛围形成了
当地优良的学习风气。
7.4 电视媒介对儿童影响很大
汉寿县经济不发达[4]，没有大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儿童了解外面的世界，主
要是通过电视屏幕——尽管大部分监护人都限制他们看电视的时间。这个年龄段
的儿童好奇心重，电视媒介对他们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例如填写“我的理想”
时，很多人填写了空姐、（女）警察、明星等非传统的志愿。访谈中发现，原来
是受当地热播的电视剧《甜心空姐》（韩国）、《重案六组》等电视节目影响。儿
童收看电视节目的时候，监护人若不能给予适当指导，对儿童成长来说，相当危
险。
7.5 当地留守儿童群体并不弱势
之前的研究和社会报道，都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阐述着留守儿童存
在很多严重问题。但调查和访谈发现，由于当地留守儿童的群体庞大（超过儿童
数量一半）。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间也不会划出明显的界限。当地留守儿童出
现的状况例如沉迷网络、早恋等现象，也出现在非留守儿童中。在校园里，根本
不会强调留守和非留守的差异。学校也从来不会刻意给留守儿童做工作。不过他
们因为长时期远离父母，因此在感情上没有非留守儿童丰满充实，而他们主要通
过朋辈关系消除这种孤独感。
8．展望
经过为期九天在湖南省汉寿县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当地接受调查的七年级
升八年级的留守儿童群体并不弱势。在学习成绩方面，留守儿童中不乏成绩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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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有乐观、开朗有很多同辈朋友的儿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确实
普遍比非留守儿童觉得更孤独、更思念父母、性格乖戾的儿童也更多、非常希望
能与哥哥、姐姐写信以释放自己的烦恼和孤独。而滥信封项目注重个人自我发展
和共同成长，属于“参与式发展”类型。[6]所以，我们认为当地的留守儿童非常
适合参与“蓝信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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