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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小学生阅读及生活现状白皮书》发布

山区学生“孤读”现象明显 ■ 本报记者 皮磊

山区学生平均认知输入
远低于城市学生

数据显示， 有 3.5%的山区
学生从来不看课外书；阅读课
外书在三本以下的山区学生
比城市学生多 10%左右；阅读
课外书五本以上的城市学生
比山区学生多 12%左右；非常
喜欢也经常读课外书的城市
学生比山区学生多近 10%；非
常喜欢，但不经常读课外书的
山区学生和城市学生比例都
高于 20%。

白皮书指出， 城市学生与
山区学生看书的极端值差距较
大。 山区学生一学期不读课外
书的人数是城市学生的 3.5 倍，
而阅读五本以上的人数则比城
市学生少近 10%。 阅读是孩子
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山区学
生可能在平均认知输入上少于
城市学生。

在是否能意识到阅读读课
外书可以扩大知识面的话题
上， 城市学生比山区学生多将
20%； 因为内容有趣而去阅读
的比例， 城市学生比山区学生
多 40%。比例相差惊人。对于经
常阅读的图书类型，66.9%的城
市学生有涉猎科普类型的书
籍， 而山区学生的比例只有
27.8%。贫困山区书籍数量不足
以及书本种类不全， 都会导致
阅读面狭窄及阅读兴趣培养难
等问题。

结论表明， 阅读是孩子认
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此现状
下， 山区学生在平均认知输入

上远少于城市学生。 偏远地区
对于学生阅读习惯的培养仍需
投入更多资源及精力， 如果没
有稳定获取图书的途径将严重
影响山区学生阅读习惯形成。

山区学生缺少父母陪伴

数据显示，在周末，帮家长
干活的山区学生比城市学生多
16.2%；参加体育活动的城市学
生比山区学生多近 30%； 上辅
导班的城市学生比山区学生多
出近 50%。 所有周末活动中，仅
有帮家长干活这一项， 山区学
生所占比例高于城市学生。

分析表明， 相比城市学
生，偏远山区学生接受到辅导
类知识输入、健身及娱乐类的
活动明显偏少。 而体育文娱等
活动可以让学生活跃思维，强
身健体， 相关设备及条件的缺
乏导致城市和山区之间仍存在
鸿沟。

在与父母相处时间方面，
仅有 2.3%的城市学生不能天天
见到父母，而山区学生此比例
超过一半 ；13.4%的山区学生
半年及以上见一次父母 ；超
83%的城市学生表示经常受
到父母的辅导， 而山区学生
的比例仅半数左右； 有 10%
左右的山区学生父母从不辅导
孩子作业。

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92%左右的城市学生愿意向父
母或亲人倾诉； 超过 20%的山
区学生选择谁都不说， 默默藏
在心里。

这一结果表明， 山区学生

的“孤读”现象明显，无论学习
还是生活都缺乏基本的辅导和
陪伴， 而父母长期缺位会直接
影响孩子倾诉的欲望， 从而导
致超过 20%的学生不愿意分享
心事， 长期以往对学生的心理
健康将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山区孩子物质保障仍然缺乏

在物质生活层面， 山区孩
子与城市孩子相比仍有很大欠
缺。 例如，在多久给孩子购买新
衣服问题上， 每个月都会购买
的比例， 山区学生和城市学生
相差不大； 半年及以上才会置
办的比例， 山区学生比城市学
生多出近 10%。 收到偏娱乐属
性礼物的城市学生比例高出山
区学生近 14%； 收到实用性礼
物的山区学生比城市学生多出
10%左右。

对孩子而言， 因为学业相
关内容感到开心的城市学生比
山区学生多出 9%； 因家人朋
友陪伴感到开心的山区学生
比例高出城市学生 20%。 因为
学业相关内容感到不开心的
城市学生比山区学生多出近
15%； 因为缺乏陪伴而感到不
开心的山区学生比例高出城
市学生近 13%。

白皮书显示， 城市学生的
心情受到学习成绩影响明显，
侧面可以看出城市家庭对于
孩子学习的重视程度高；山
区孩子由于父母陪伴缺失 ，
对于陪伴相关的需求远高于
城市孩子，是否能得到父母的
情感关注和关爱直接牵动孩子

的情绪。
对于未来职业的选择，城

市学生和山区学生整体偏好差
异不明显， 但选择其他选项的
山区学生比城市学生多 5%，选
择科学家和程序员偏科技类等
职业的城市学生比例均比山区
学生高。

总体而言，该调研表明，山
区学生仍然缺乏充分的书籍资
源；数量及种类的不足，阅读氛
围的缺失， 都容易造成偏向实
用的阅读取向及以兴趣为出发
点的阅读动力不足； 山区学生
文娱及体育活动缺乏， 需要得
到社会的持续关注和支持，才
有希望尽早在山区中成功开展
素质教育， 以拉近城市与山区
的鸿沟。

此外， 山区孩子的基本物
质生活还没得到足够保障，应
该进一步搭建起城市与山区的
共享桥梁， 将更多城市剩余的
优质生活物品输送到山区当中
去； 陪伴的缺失正深刻影响着
山区孩子的健康心理形成，孩
子对关爱的呼唤应该引起全社
会的重视， 不应再让孩子在孤
独的氛围中成长。

让“孤读”变成“悦读”

针对山区学生存在的阅读
难等问题， 享物说也在积极尝
试让“孤读”变成“悦读”。 12 月
4 日， 第 1000 座享物说图书馆
在云南省德宏州曼线小学正式
落成。 截至目前，享物说累计捐
赠超过 84 万册图书，分布在云
南、新疆、湖南、贵州、河南、广
西、湖北、山西、河北、四川、甘
肃等地， 致力于解决偏远地区
优质书籍严重匮乏的问题，让
数十万的孩子们享受更良好的
阅读环境。

享物说创始人兼 CEO、享
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 理事孙
硕表示， 享物说在自身业务持
续发展的同时， 始终保持对公
益事业的高度关注， 致力于用
创新的模式和领先的技术优势
连接城市与山区， 积极响应国
家精准扶贫战略部署。

享物公益基金会将继续聚
焦贫困山区学生的教育和成
长，针对白皮书调研发现的山
区学生“缺”和“孤”的两大现
状，在持续推进“享物说图书
馆”的同时，将同步启动“享物
说电影院”“享物说寝室”“享
物说体育场”“享物说实验室”
等项目，继续联手社会上的爱
心力量为孩子们打开更大的
世界。

不仅如此，针对如何更加
合理利用现有图书馆这个主
题，享物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
皓专门邀请业界专家共同制
定了《中小幼学校图书馆使用
指南》， 该使用指南将在享物
公益基金会所有捐赠的学校
进行推广。

� � 12 月 4 日 ，上海享物公益基金会联合 “十点读
书 ”发布 《城乡小学生阅读及生活现状白皮书 》。 此
次调研主要针对 “城乡小学生阅读习惯 、阅读动力 、
书籍来源 、基本生活物资保障 、文娱生活 、心理现
状 ”等问题 ，面向中国城乡 3 至 6 年级的小学生取
样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 。 该调研覆
盖城市小学 29 所 、山区小学 14 所 ，共回收有效数据
超过 8000 份 。

据介绍， 本次白皮书调研目的是为进一步深入了
解当地学生需求，为如何拓展书籍广度和渠道、营造阅
读氛围、连接城市及山区，更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等课题
提供数据支持。

调研结果显示 ， 山区学生仍然缺乏充分的书籍
资源 。 数量及种类的不足 ，阅读氛围的缺失都容易
造成偏向实的阅读取向及以兴趣为出发点的阅读
动力不足 ；

山区学生文娱及体育活动缺乏， 需要得到社会的
持续关注和支持， 才有希望尽早在山区中成功开展素
质教育，以拉近城市与山区的鸿沟；

山 区 孩 子 的 基 本 物 质 生 活 还 没 得 到 足 够 保
障 ， 应该进一步搭建起城市与山区的共享桥梁 ，
将 更 多 城 市 剩 余 的 优 质 生 活 物 品 输 送 到 山 区 当
中去 ；

陪伴的缺失正深刻影响着山区孩子的健康心理形
成，孩子对关爱的呼唤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不应再
让孩子在孤独的氛围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