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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left-behind women in China generat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y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families, but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ave more researches about them. In this paper, we
rea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home and abroad. We summated them, and then stated the definition
of left-behind women, related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aims to furnish some references fo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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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留守妇女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类特殊的人群，不仅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还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力量，所以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
整理了与之相关的国内外的文献，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从留守妇女的定义、国内外的相关研
究以及运用的方法进行表述，为以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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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留守妇女的概念
留守妇女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类特殊的人群，指的是年龄在 18 至 55 岁之间，丈夫长
期（通常指的是半年以上的时间）离家进城务工，经商或者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人群的农村已婚妻子(吴
惠芳，叶敬忠，2010)。1970 年代末，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社会发展速度高度提升，人们为了让
自己和家人都能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水平或其他原因，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进入其他的城市谋求更好
的发展。但是，由于城乡之间不同的户籍制度，仍未完全瓦解的城镇二元化制度，异地城市高昂的生活
成本以及家庭固有困难等各种原因，在人员流动的过程中并不能实现全家总动员的地步，这就导致出现
了一种新的群体——留守妇女(范丽娟，程一，2005)。调查发现，1980 年之后劳动力外流陡增，且规模
不断扩大(陈浩，1996)。截止到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的流动人口规模大约为 2.1
亿人，与之相应而生的留守妇女人群据估计已经达到 5000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有
关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男性流动的几率以及流出模式对各省留守妇女人口进行排序，其结论中排名较前列
的为：江苏、安徽、重庆、四川、广东等(周福林，2007)。如此庞大群体面临着由于丈夫的缺位而需要承
担的更多的家庭责任的压力，比如赡养双方的父母，子女教育以及农业生产等等。沉重的负担使得她们
不仅身体疲惫，而且精神上更加的空虚。但是由于丈夫不在身边，得不到实质上或心理上的安慰，使他
们的诉求只能压抑在心里，无处释放。这可能会导致留守妇女有着与一般妇女不同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功
能，她们的身体、生理和心理上有着与一般妇女相比较更大的压力，因此对这特殊群体的研究渐渐受到
了更多的重视。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较多的墨西哥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东南
亚国家。而关于丈夫外出务工对于留守妇女的影响，国外的研究结论也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认为，由于
丈夫外出务工，留守妇女不得不独自面对原本属于两人共同承担的家庭生活以及农业生产的压力。这使
留守妇女相对于非留守妇女承担了更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健康状况也不乐观。但是她们却认为这是维持
家庭正常生计必然的选择，所以只能默默地承受(Deneva，2012; Lipton, 1980; Popiel, Cioli, & Erasmus,
1984)。相关研究还指出丈夫的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而言在某些方面有着促进的作用，比如使她们在家庭
决策过程中有更高的决策权，能够更好地处理所面临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挖掘自己潜在的能力(Go &
Postrado; Gray, 1993)。但是相应地也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这主要集中在子女的教养以及对于丈夫外遇而
染病或者在务工国家定居的担心(Bell, 1991; Ngondo & Djamba, 2004)。国内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以下几个方面：1、这一特殊群体的成因：体制和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等因素(王菲，2007)；2、通过调
查研究等方式了解这一群体的现状以及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李楠，杨洋，2008; 许传新，2009;
薛子帅，李化树，2008)；3、了解留守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覃金玲，2007; 叶敬忠，2009)。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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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结论在某些方面也不一致。在婚姻方面，任义科通过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发现，丈夫长期缺位
使留守妇女处于一种精神空虚和性压抑的状态，以至于出现精神出轨或行为出轨的现象(任义科，杨力荣，
2014)；杨立军的研究也同样表明，结婚年龄、婚前交往时间、通婚半径对于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的影
响显著大于非留守妇女，使留守妇女的婚姻满意度更低(杨立军，2014)。而有的研究显示，丈夫的长期外
出使得两者相处的时间更加的亲密的现象(郑真，解振，2004)；叶敬忠等运用问卷访谈的方式对留守妇女
的婚姻问题进行调查发现，仅有 5.6%的留守妇女报告丈夫外出务工使自己对婚姻的满意度降低，而 70.2%
的留守妇女报告无显著差异，而 24.2%的留守妇女报告他们的夫妻关系比丈夫外出务工之前更好了(叶敬
忠，吴惠芳，2009)。在社会地位方面，有的研究指出虽然丈夫的缺位使留守妇女在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
更多的责任，但是由于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以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使得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没有相
应的提高(金一虹，2009；孙琼如，2006)。而魏翠妮的研究则指出，留守妇女所从事的生产类型会影响其
社会地位(魏翠妮，2006)。叶敬忠的研究也指出，丈夫的家庭缺位提高了留守妇女的社会地位(叶敬忠，
吴惠芳，2009)。健康方面，大量的关于留守妇女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指出丈夫的外出务
工使得这一群体相对于非留守妇女而言出现更多的心理和身体方面的疾病(陈丽 et al., 2015；李丽娜 et al.,
2013；颜雅娟 et al., 2015)。周洋洋运用多阶段抽样法对安徽地区的 2000 多名留守与非留守妇女进行问卷
测量，结果显示相对于非留守妇女来讲，留守妇女表现出了严重的睡眠方面的问题并且焦虑和抑郁的心
理健康问题也比较严重(周洋洋，2014)。苗春霞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及 WHOQOL-BREF 对江苏省 825 名
农村留守妇女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劳动压力，及时就医情况，文化程度，丈夫回家频率等各种因素
的影响留守妇女在心理及生理方面均低于正常水平。但陈雪娥对于皖北某村的留守妇女通过问卷和访谈
的方式测量其主观幸福感，结果却发现留守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陈雪娥，2007)，这与
很多研究都不相同。

3. 讨论与展望
留守妇女作为一个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特殊群体，其与留守儿童与老人一样均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
而这一群体在家庭中的核心作用导致，提高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仅是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帮扶，更
重要的是能够维系家庭的稳定，进一步对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现阶段的研
究仍有不足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
加强对国外研究的借鉴：对国内外的研究整理发现，两者有相似的方面，比如丈夫的缺位会让留守
妇女面临更大的压力。但是国外的部分研究还指出丈夫的缺位会使留守妇女的决策地位有所变化，另外
对于丈夫务工期间是否会因为不良性行为出现艾滋病，性病等有较多的关心，这对于国内的研究有一定
的借鉴的作用。
改进研究方法：现阶段对于留守妇女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访谈和问卷的方式探究其心理及生活状
况。未来的研究应该编制更有针对性的问卷，比如《农村留守妇女生活满意度问卷》，并制定相应的农
村留守妇女常模团体。从而能够更加迅速地诊断出农村留守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加强心理建设：现阶段对于留守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的解决观点是敦促政府制定相应的帮扶政
策，而忽略了对这一群体心理素质的提高。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心理素质培养，比如开展心理团辅工作，
进行放松训练的学习等等的角度来探讨使留守妇女生活质量提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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