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乡村儿童的抑郁
检出率为 25.2%

本次调查采用儿童抑郁量表
（CDI）作为测量工具。 调查结果
显示， 乡村儿童的抑郁平均得分
14.3分，标准差 7.9。 以 20分为抑
郁倾向划界分，有 74.8%的乡村儿
童无抑郁倾向；有 25.2%的乡村儿
童有抑郁倾向， 乡村儿童的抑郁
检出率为 25.2%。乡村儿童抑郁检
出率远高于乡村儿童父母。

该数据与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数据相比，与 2020
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接
近；与成人（科技工作者）抑郁检
出率（24%）接近；远高于乡村大
专生的抑郁检出情况（11.7%）；远
高于我国某城市小学生抑郁障
碍检出率（17.2%）。 乡村儿童的
抑郁问题值得重视。

数据显示， 本次调查中，小
学男生 75%无抑郁倾向，25%有
抑郁倾向； 小学女生 74.7%无抑
郁倾向，25.3%有抑郁倾向。 分析
得出，小学女生抑郁检出率稍高
于小学男生，但是性别差异没有
达到显著水平。

该调查采用广泛性焦虑障
碍量表（简版）作为测量工具，由
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作答。 结果
显示，乡村儿童的焦虑平均得分
为 6.4，标准差为 4.6。 轻度及以
下焦虑的乡村儿童占 74.3%；中
度及以上焦虑的乡村儿童占
25.7%。 乡村儿童的焦虑检出率
远高于本次参与调研的乡村儿
童的父母。 与心理健康蓝皮书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2020）》数据相比，远高于
乡 村 大 专 生 的 焦 虑 检 出 率
（3.7%）；与我国某城市小学生焦
虑障碍检出率（24.8%）接近。

《报告》提到，睡眠是与心理
健康关系密切的生理状态。 研究
显示，睡眠问题会增加抑郁等情
绪障碍的风险，反之，焦虑和抑
郁等情绪障碍也会影响睡眠质

量。 本次调查询问了乡村儿童的
睡眠情况，结果显示，有 69%的
乡村儿童“睡得很好”；20.9%的乡
村儿童“很多个晚上睡不好”；
10.1%的乡村儿童“每天晚上都睡
得不好”； 超过 30%的乡村儿童
睡眠质量堪忧。 乡村儿童的睡眠
状况值得引起重视。

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状况更为严峻

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风险更大，留守儿童抑郁检
出率为 28.5%， 留守儿童抑郁显
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焦
虑检出率为 27.7%， 稍高于非留
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问题行为显
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乡村儿童自
尊水平的留守差异显著，非留守
儿童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留守
儿童。 乡村儿童的坚毅力的留守
差异显著，非留守儿童的坚毅力
水平显著高于留守儿童。

此外，有 3.2%的乡村儿童有
自杀意念，小学女生有自杀意念
人数百分比显著高于小学男生。
在抑郁得分高的乡村儿童群体
里，有自杀意念的比例显著高于
抑郁得分低的群体。 乡村儿童睡
眠质量越好，有自杀意念人数比
越少。 好的睡眠质量是自杀意念
有效防护因素之一。

《报告》提出，父亲教育投入
的性别差异显著。 小学男生的父
亲教育投入显著高于小学女生。
父亲教育投入越多，乡村儿童的
抑郁、焦虑水平越低，问题行为
越少。 此外，乡村儿童同伴关系
的留守差异显著，非留守儿童的
同伴关系质量显著高于留守儿
童。 同伴关系越好，乡村儿童的
抑郁、焦虑水平越低，问题行为
越少。 同伴关系是乡村儿童心理
健康保护性因素。

父母状态
直接影响儿童心理健康

《报告》提出，父母呈现焦虑

抑郁问题的家庭，乡村儿童心理
健康风险更高。 数据显示，参与
本次调查的家长整体心理健康
状况良好，乡村儿童父母抑郁检
出率为 15%。 而随着文化程度上
升，乡村儿童父母的抑郁人数占
比呈显著下降趋势。 随着婚姻满
意度上升，乡村儿童父母的抑郁
人数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

乡村儿童父母的焦虑检出
率为 14.8%。 随着文化程度提高，
乡村儿童父母的焦虑人数占比
呈显著减少趋势。 随着婚姻满意
度上升，乡村儿童父母的焦虑人
数占比呈显著下降趋势。

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对
儿童的评估。父母抑郁水平越高，
父母报告的乡村儿童问题行为越
严重；父母焦虑水平越高，父母报
告的乡村儿童问题行为越严重。
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心理健康水
平越差， 越容易观察到孩子的负
面表现，并给出消极评价。

《报告》指出，家庭结构稳定
性对乡村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亦
有影响。 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的乡村儿童， 父母报告问题行为
更少；未离异家庭，父母报告的乡
村儿童的问题行为最少。 再婚家
庭， 父母报告乡村儿童问题行为
最严重；亲子关系越好，父母报告
乡村儿童问题行为越少。 家庭关
系越稳定，父母的陪伴越稳定，父
母观察到的孩子越积极健康。

此外，乡村地区父母对儿童
的了解程度可能存在不足。 参与
调查的家长报告的乡村儿童问
题行为水平低于乡村儿童自我
报告的问题行为水平，且内容上
存在较大差异。 父母报告的乡村
儿童排名前三的问题行为依次
为： 做了不该做的事也不内疚、
不做作业或抄作业、骂人或说脏
话。 而儿童报告的问题行为排名
第一的为“对性的问题想得太
多”， 在父母报告里排名倒数第
二。 这表示乡村父母对于儿童的
了解可能有欠缺。

乡村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
不容忽视

《报告》指出，乡村小学教师
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乡村
小 学 教 师 的 抑 郁 检 出 率 为

29.6%， 其中 3.7%的乡村小学教
师为抑郁高风险；乡村小学教师
的焦虑检出率为 20%。 乡村小学
教师的职业倦怠水平对心理健
康水平有预测作用。 其中，情绪
衰竭、去个性化对抑郁的预测显
著： 乡村小学教师随着情绪衰
竭、去个性化越来越严重，则抑
郁水平呈上升趋势。 情绪衰竭、
去个性化对焦虑的预测显著：乡
村小学教师随着情绪衰竭、去个
性化越来越严重，则焦虑水平呈
上升趋势。

《报告》同时提出，乡村小学
教师亟需提升教学相关的儿童心
理健康知识与技能。 乡村小学教
师掌握排名前三的教师心理健康
知识与技能，依次为：培养学生的
自信、学会倾听学生、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 乡村小学教师掌握迫

切需要提升的教师心理健康知识
与技能排名前三为： 会使用量
表、 问卷等给学生做心理测试；
了解天性与教养相互作用的知
识；了解学生的恋爱心理。

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报
告》也给出了相应建议。 一是加
速建设针对乡村儿童的心理健
康建设体系，重视对乡村儿童心
理健康状况的评估与排查；二是
加强对乡村儿童心理健康的科
普与服务；三是重视留守儿童群
体的心理健康建设，倾向心理健
康服务与公益服务资源；四是增
加建设乡村儿童心理健康事业
的专业人才与资源；五是鼓励父
母增加对乡村儿童教育与成长
的投入；六是重视乡村教师职业
倦怠的现状，提升乡村教师的心
理健康素养。

� � 近日，由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平行论坛‘全国乡村儿童心理健康
教育痛点及公益帮扶模式探索’在广州举行。 论坛发布了《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包括乡村儿童篇、乡村家长篇和乡村小学教师篇，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儿童
心理健康状况，增加社会可见度。

该调查由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携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于今年 3 月开展， 在全国范围内抽
取了安徽、甘肃、广东、黑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七省的 16 所小学进行调查，共收集乡村儿童样本
有效问卷 2498 份，乡村儿童家长样本有效问卷 694 份，乡村小学教师样本有效问卷 81 份。

《报告》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和乡村在教育资源上的差异逐渐拉大，乡
村儿童的成长相比城市儿童需要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同时，乡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特别是在
贫困地区，农民把外出务工作为增收的主要渠道，由此产生了乡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他们的
健康成长、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针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加强心理干预，关乎
孩子的终生发展。 加强乡村儿童尤其是乡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促进健康成长，培养良好素质，是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

乡村儿童抑郁检出百分比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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