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

万凌霄　马　铃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２０１６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采用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

了家庭照料对６～１２岁阶段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照料的程度与儿童

学业成就呈显著正向关系，当控制了儿童的自学能力之后，关系依然成立。对照料类型进

行区分，学习照料与心理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作用同等显著。除此之外，在不同照料形

式、不同性别以及城乡之间，家庭照料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具有明显区别。本文结果表明，

父母应该增加与儿童的互动时间，不仅要关注儿童学习习惯培养，也要重视其心理健康发

展，以保证儿童的竞争优势，促进人力资本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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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儿童是劳动力的后

备军，儿童的发展是人力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环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经济增

长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 （蔡窻、王美艳，２００４），而随着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 （陆、蔡窻，２０１４）。如果不妥善处理好人口红利消

失与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问题，中国很有可能会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个体成年后的成功取决于儿童时期的能力培养 （Ｈｅｃｋｍａｎ＆Ｋａｕｔｚ，２０１３）。斯坦

福大学罗斯高教授通过在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开展的调查发现，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教

育状况相差巨大。在农村儿童中，有５３％认知发育迟缓，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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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将有近３３％的劳动力出现认知方面缺陷。

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学习潜能需要进一步开发。Ｈａｍａｄａｎｉ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认为，发展中国家大约有２１９亿儿童在其生命的前五年未能实现发展的潜

力。其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育迟缓的问题，这会影响儿童的认知、

语言、心理以及未来的发展状况。对这些儿童的教育进行早期干预，能够获得比经济

状况较好的儿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早期的教育干预能够增强儿童认知能力，使其在

未来更容易取得成功 （ＲｕｂｉｏＣｏｄｉ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更需要关注

儿童的早期教育以及发展问题，以提高儿童认知能力与未来竞争力。

儿童教育成就的量化体现之一是学业成就，学习成果和水平是衡量儿童学业成就

的重要指标 （韩映雄、李超，２０１７；Ｓｕｓｐｅｒｒｅｇｕ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８）。现有研究中，对儿童学

业成就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儿童的认知能力，主要指儿童

对事物的认识以及分析能力 （Ｄｏｗｎｅｒ＆Ｐｉａｎｔａ，２００６）。大部分学者认为认知能力是天

生的，来自先天基因的优势，智力较高的儿童会比同龄人有更好的学业表现

（Ｗｉｍｍｅｒ，１９９３）。二是儿童的非认知能力，包括儿童的自尊心、学习动机以及自控能

力等 （Ｈｅｃｋｍａｎ＆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１；Ｔｅｌｌ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对于儿童个人来说，增强学

习动机是提升其学业成就的重要方面 （Ｗａｄｄｅｌｌ，２００６）。周围环境包括家庭、学校以

及同伴会影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从而影响儿童的学业成就 （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Ｄｅｌ

Ｂｅｌｌ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有研究表明学校质量对于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

为质量较高的学校能够整合教育资源，增加与儿童的互动，提升儿童学习动力，从而

提升其学业水平 （Ａｕｔｈ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有效的教学策略也是提升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

因素之一。Ｋｉｍ（２００５）基于韩国六年级学生样本进行实验，发现不同教学方式对于儿

童学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张亚星 （２０１８）利用中国河北和江苏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

结论。同时研究也发现家庭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影响巨大，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状况、经济

社会地位以及婚姻状况都会影响儿童学习态度、自控能力以及学习需求，从而影响儿童

的学业成就 （李煜，２００６；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国外部分学者认为父母对儿童教育时间的投

入会正向影响儿童的学习成绩，父母对儿童早期发展进行关注有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自

控能力和高自尊心，对其学业成就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对孩子学习成绩缺乏关注被认为

是孩子学习成绩不佳的因素之一 （Ｄｕｃｋｗｏｒｔｈ＆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２００５；Ｌｅ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国外关于家长早期干预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大多数集中于

非认知能力渠道。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在儿童早期进行家庭干预也可能提升其认

知能力，而认知能力又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一环。因此，本研究在前人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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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拓展出家庭照料通过改善儿童认知能力而促进儿童学业成就的渠道。此外，既有研

究对于家庭照料维度的考量以及针对中国现实的异质性分析较少，且国内研究多聚焦

于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一般性的研究较少。

鉴于此，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２０１６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以

６～１２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家庭照料对其学业成就造成的影响。基于家庭干预能

够通过提升认知能力以及非认知能力影响儿童学业成就，本文将家庭照料分为生活、

学习以及心理照料三个维度，而对学业成就的考察主要用成绩年级排名衡量，同时辅

以数学和语文成绩衡量，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除此之外，针对具有照料形式、性

别以及城乡差异的家庭照料进行异质性分析。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构建；第三部分介绍使用的数据、构

造的变量以及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模型构建与检验；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　理论模型构建

国外关于家庭参与和儿童人力资本形成的研究起步较早。从１９６０年代开始，Ｇａｒｙ

Ｂｅｃｋｅｒ就不断拓展经济学边界，在家庭决策模型中引入了儿童人力资本。Ｈｅｃｋ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进一步对儿童人力资本形成进行研究并构建出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

本文的模型构建与家庭经济学的假定相同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０；Ｂｅｃｋｅｒ＆Ｂａｒｒｏ，１９８６），

将育儿决策视为家庭生产消费中的重要环节，对子女的养育可以转换为家庭预算约束

下的一种生产与消费决策。我们从家庭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出发来构建理论框架，并在

模型中引入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决策。假定孩子被动接受父母养育，是一种特殊的家庭

商品，父母既是孩子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每个家庭要根据家庭

预算在效用最大化目标下对消费和生产进行决策，其中就包括对孩子的养育。从生产

端看，家庭通过家庭照料时间以及金钱投入对孩子进行养育；从消费端看，儿童人力

资本的形成又会影响整个家庭效用。孩子的学业成就作为衡量教育状况的重要指标，

与其未来的收入和地位息息相关，因此可以把孩子的学业成就视为影响其家庭效用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家庭效用函数如下：

ｕ（ｚ）＝ｕ（ｚ１，ｚ２，…，ｚｃ） （１）

式 （１）中，ｚｉ（ｉ≠ｃ）为家庭生产物品的基本属性，可以通过市场物品和时间生

产出来，ｚｃ表示育儿决策。

进一步构建家庭生产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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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ｚｉ（ｑｉ，ｔｉ，Ｅ） （２）

其中，ｑｉ表示市场物品，ｔｉ表示消费者生产基本属性ｚｉ的时间，Ｅ表示其他环境因素。

ｚｃ＝ｚｃ（ｑｃ，ｔｃ，Ｅ） （３）

其中，ｑｃ表示育儿物质性投入，ｔｃ表示家庭育儿时间投入。

家庭购买物品和进行育儿决策的总支出为：

ｘ＝∑
ｉ≠ｃ
ｐｉｑｉ＋ｐｃｑｃ （４）

其中，ｐｉ表示家庭购买第ｉ个产品的价格，ｐｃ表示育儿物质性投入的价格。

Ｂｌｏｅｍ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在 ＧａｒｙＢｅｃｋｅｒ时间两分法的基础之上拓展为时间三分法，

将时间分为工作时间、非工作时间与育儿时间，于是家庭面临的时间约束为：

Ｔ＝ｔｗ＋ｔｎｗ＋ｔｃ （５）

其中，Ｔ表示家庭可支配时间，ｔｗ表示工作时间，ｔｎｗ表示非工作时间，ｔｃ表示育儿

时间。

儿童人力资本的形成会影响其未来收入，而子女的收入又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一部

分，因此家庭总收入可以简单表示为：

Ｓ（θ，ｕ）＝ｗｔｗ＋Ｖ （６）

其中，ｗ为工资率，Ｖ为非工资性收入，θ表示儿童人力资本，ｕ表示其他影响家

庭收入的因素。至此得出儿童人力资本形成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如下所示：

ｆ（θ）＝（ｔｃ，Ｓ，Ｘ） （７）

其中，ｔｃ表示家庭育儿时间，Ｓ表示家庭总收入，Ｘ表示其他影响儿童人力资本形

成的因素。

三　数据、变量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ＣＦＰＳ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长期调查项目，采用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目

标样本为１６０００户左右，调查对象涵盖中国除内蒙古、海南、青海、宁夏、新疆以及

西藏外的２５个省／市／自治区家庭户，并涉及所有家庭成员。

本研究聚焦于家庭照料对６～１２岁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为获得家庭特征、父母

个人特征、儿童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照料等相关变量，我们将２０１６年 ＣＦＰＳ家庭库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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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库进行合并，选择６～１２岁小学阶段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儿童编号对应到家

庭编号，导入家庭表之中所需要的变量。对于变量缺失样本，当缺失的数据小于５％时

视为完全随机缺失，最后删除含有缺失项的样本个体。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例如家庭收

入、家庭人口数等极端值，本文进行了１％的缩尾处理，缺失值则用按性别以及城乡进

行分组的组内均值进行填补，最终得到符合研究所需的１０１８户样本户。

（二）变量指标构建

本研究因变量为学业成就，指的是个体在一段特定时间与同年级同班同学进行比

较后的明确学习效果 （刘中华，２０１８）。部分学者从成绩等级出发对学习成绩进行衡

量，以最后一次考试的等级作为代理变量 （李丽、赵文龙，２０１７），也有学者以最后一

次考试的年级排名来衡量学习成绩 （刘中华，２０１８）。本文借鉴前人研究，采用儿童最

后一次期末或期中考试成绩排名，并按排名分成五组①。同时，采用问卷中成人代答上

学期期末儿童语文和数学测试的分数状况作为学业成就的辅助衡量指标②。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家庭照料，包括饮食起居等日常看护以及教育、亲子互动

和课外交流等 （和建花、蒋永萍，２００８；Ｓｏｎｅｎｔｅ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根据既有研究，家庭

照料可以通过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渠道作用于儿童学业成就，因此本研究选择受访

者 “为孩子学习放弃看电视”、“检查孩子作业”以及 “与孩子交流学校里的事”的频

率作为衡量家庭照料程度的指标③，并区分为生活照料、学习照料以及心理照料。

同时，本文借鉴前人研究进行控制变量选取。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主要选取：儿童

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学校性质 （是否重点学校）以及儿童自身的教育期望

（以儿童期望的学历水平衡量）；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收入水平 （取对数处理）、家庭

规模 （家庭人口数）以及家庭教育环境；父母特征，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对儿

童的教育预期 （以期望孩子的学历水平衡量）；除此之外，对照料形式进行区分，以是

否祖父母照料为主进行衡量，并对城乡以及东、中、西部地区进行控制以消除地区

差异。

（三）描述性统计

为了了解样本组间差异，我们根据性别、城乡以及照料形式 （父母照料与祖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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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绩排名分为升序五组，其中１＝年级排名７６％ ～１００％，２＝年级排名５１％ ～７５％，３＝年
级排名２６％～５０％，４＝年级排名１１％～２５％，５＝年级排名前１０％。
数学与语文成绩状况分为升序四组，其中１＝很差，２＝较差，３＝良好，４＝优秀。
家庭照料的三个衡量指标为升序五组，其中１＝从不，２＝很少，３＝偶尔，４＝经常，５＝很
经常。



料）进行分样本描述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总体来看，总样本年级排名均值

处于年级排名５１％～７５％至年级排名２６％～５０％之间；语文和数学成绩均值都处于较

差到良好之间，分布较为平均，差异程度较小。具体而言，根据分样本数据，女性儿

童年级排名以及数学和语文成绩的总体均值均高于男性儿童；相较于农村儿童，城市

儿童的学业成就均值较高。此外，区分照料形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父母照料为主形

式下儿童的学业成就均值高于祖辈照料为主的均值。

表１　６～１２岁儿童学业成就描述性统计

学业

成就

总样本 分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女性 男性 农村 城市 父母照料 祖辈照料

年级排名 ２３５１ １０７１ １ ５
２３９２
（１０４８）

２２９５
（１０９９）

２２１５
（１０３３）

２４４２
（１０８７）

２４５３
（１０７２）

２３１３
（１０６８）

语文成绩 ２１７６ １０１０ １ ４
２１８２
（０９９９）

２１６７
（１０２４）

２０４２
（０９８３）

２２６６
（１０１７）

２２７０
（０９４９）

２１９４
（０９８３）

数学成绩 ２２１４ ０９７４ １ ４
２２７７
（０９５８）

２１３０
（０９９０）

２１０３
（０９５２）

２２８８
（０９８３）

２２９２
（１０１８）

２１３３
（１００３）

　　注：括号中为分组儿童学业成就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我们进一步对本研究所设定的解释变量家庭照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儿童所受

家庭照料的程度分布状况如表２所示，家庭照料程度与儿童成绩排名的交叉分析见图

１。具体来看，三种照料类型的分布都较为集中，大部分受访人认为自己对孩子的照料

频率较经常，其中受访人对儿童进行心理照料情况分布较为平均，相比生活照料和学

习照料，受访者认为自己对儿童进行心理照料的程度为 “从不”和 “很少”的较多，

意味着大部分受访者很少与儿童交流学校的事。

表２　６～１２岁儿童所受家庭照料状况

单位：％

家庭照料 从不 很少 偶尔 经常 很经常 合计

生活照料 ４９１ ５８９ １８７６ ５１２８ １９１６ １００

学习照料 ３３４ ３２４ ８７４ ４８１３ ３６５５ １００

心理照料 １９４７ １２００ １７６０ ２８２２ ２２７１ １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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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为家庭照料与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分布状况的交叉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

对应家庭照料１～５等级，儿童成绩排名的均值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学习照料以

及心理照料的上升程度最为明显。

图１　三种家庭照料与儿童成绩排名交叉分析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除此之外，我们对解释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３

所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儿童所受家庭照料中生活照料频率最高，家庭对儿童的

心理照料频率最低，处于 “很少”到 “偶尔”之间。从儿童基本信息来看，样本中儿

童性别分布较平均；儿童平均年龄为８９岁；处于城市以及民族为汉族的儿童较多；

大部分儿童就读学校并不是重点学校。从儿童和父母的教育期望来看，儿童自身教育

期望明显低于父母的教育期望，这表明父母对孩子的学业具有更高期望值。

表３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

生活照料（１＝从不，２＝很少，３＝偶尔，４＝经常，５＝很经常） ４１１２ ０９３３ １ ５

学习照料（１＝从不，２＝很少，３＝偶尔，４＝经常，５＝很经常） ３７３９ ０９９５ １ ５

心理照料（１＝从不，２＝很少，３＝偶尔，４＝经常，５＝很经常） ２９０１ １３６０ １ ５

儿童特征变量：

性别（１＝女，０＝男） ０５７１ ０４９５ ０ １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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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岁） ８９４０ ２０５９ ６ １２

民族（１＝少数民族，０＝汉族）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２ ０ １

城乡状况（１＝农村，０＝城市）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０ ０ １

学校性质（１＝重点学校，０＝非重点学校） ０２６１ ０４３９ ０ １

自身教育期望 ２９０９ ０５６７ １ ４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收入（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１０４８１ ０８９３ ６９０８ １３６９６

家庭教育环境（１＝很差，２＝较差，３＝一般，４＝较好，５＝非常好） ２３８６ ０８８４ １ ５

家庭人口数（人） ４１９７ ０７９０ ２ ５

父母特征变量：

父亲受教育水平 ７６８５ ４２４６ ０ ２２

母亲受教育水平 ６４６２ ４６５３ ０ ２２

父母教育期望 ３１５８ ０９３０ １ ４

家庭照料形式：

是否祖辈照料为主（１＝是，０＝否） ０１４０ ０３４７ ０ １

地区变量：

东部（１＝是，０＝否） ０３２６ ０４６７ ０ １

中部（１＝是，０＝否） ０３１９ ０４６６ ０ １

西部（１＝是，０＝否） ０３５５ ０４７７ ０ １

稳健性分析控制变量：

儿童自学能力（四个变量加总所得） １３６８９ ３１９９ ４ ２０

样本数 １０１８

　　注：自身教育期望划分为四组，其中１＝义务教育及以下，２＝高中，３＝大专及大学本科，４＝硕博，父母教
育期望划分同上；父亲受教育水平回答本来为七组，其中１＝文盲／半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５＝大
专，６＝大学，７＝硕博，此处将以上教育程度变量改为受教育年限，以精确衡量变量，母亲受教育水平处理同上。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家庭人口平均数约为４２人，表明大部分家庭可能有两个

孩子或者与祖辈一起生活。平均而言，样本中家庭教育环境并未达到 “一般”水准，

大部分家庭很少为孩子置办教育所需物品。同时，父母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表明儿

·８２·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童父母的教育水平大部分在初中水平及以上，父亲受教育的平均水平略高于母亲受教

育平均水平。由于６～１２岁儿童白天基本在学校，家庭照料一般发生在晚上，因此选

择 “晚上孩子由谁照管”作为照料形式的代理变量，并将变量划分为祖辈照料为主以

及父母照料为主两种照料形式。从照料形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均值为０１４０，这

表明样本中大部分儿童以父母照料为主。

四　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家庭照料会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依据所构建变量，我们选取儿童

的考试成绩年级排名作为被解释变量学业成就的代理变量，儿童上学期数学和语文成

绩作为辅助代理变量，以验证结果稳健性。其中，儿童考试成绩排名为１～５等级的排

序数据，而数学及语文成绩为１～４等级的排序数据。因此，本文选定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进行估计。以考试成绩排名为例，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 ＝α＋β∑ｉ＝３

１
ｃａｒｅｉ＋γＸ＋μ （８）

其中，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为被解释变量儿童成绩排名的潜变量；ｃａｒｅｉ为所设定的核心解释变

量，即三种家庭照料 （ｉ＝１，２，３时分别表示生活照料、学习照料以及心理照料）；Ｘ

表示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父母特征以

及地区变量等；α为截距项；β及γ表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μ为误差项，且服从 Ｎ

（０，１）分布。

个体的成绩排名会根据潜变量的 “切点”进行选择，即当 ｒｉ－１＜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ｒｉ时，

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ｉ（ｉ＝１，２，３，４，５）。其中，ｒｉ表示待估参数 “切点”，每一个成绩排名都

会对应一个概率：

Ｐｒ（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 ＝１｜Ｚ）＝Φ［ｒ１－（α＋β∑ｉ＝３

１
ｃａｒｅｉ＋γＸ）］ （９）

Ｐｒ（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 ＝２｜Ｚ）＝Φ［ｒ２－（α＋β∑ｉ＝３

１
ｃａｒｅｉ＋γＸ）］

－Φ［ｒ１－（α＋β∑ｉ＝３

１
ｃａｒｅｉ＋γＸ）］

（１０）

……

Ｐｒ（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 ＝５｜Ｚ）＝１－Φ［ｒ４－（α＋β∑ｉ＝３

１
ｃａｒｅｉ＋γＸ）］ （１１）

由于有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给出的参数只表明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为进一步衡量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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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何影响学业成就各取值概率，需要进一步估计边际效应，即：

Ｐｒｏｂ（Ｇｒａｄｅｒａｎｋ｜Ｚ）／Ｚ＝Ｍａｒｇｉｎｚ （１２）

其中，Ｍａｒｇｉｎｚ表示家庭照料每变动一单位，儿童学业成就变量对各个取值概率的

变化。

（二）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

１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结果

表４展示了家庭照料影响６～１２岁儿童学业成就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根据估

计结果，家庭照料正向影响儿童成绩排名，尤其是学习照料和心理照料对儿童成绩

排名的影响较为明显。在进一步采用语文成绩以及数学成绩衡量儿童学业成就之

后，估计结果方向及显著性保持不变，学习照料以及心理照料仍有利于提升儿童学

业成就。

在核心自变量之外，年龄较大的儿童成绩排名更靠前，且语文和数学成绩更高；

相对男性儿童而言，女性儿童在小学阶段更可能获得较好的学业成就，但在数学成绩

上两者差异不显著；相比于父亲，母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更为显著，

这是因为承担儿童照料角色的大都是母亲 （杜凤莲、董晓媛，２０１０）。从儿童自身以及

父母对儿童的教育期望来看，父母的教育期望过高不利于儿童学业成就提升，这可能

由于父母的高期望会对儿童造成较大压力，从而导致儿童对学习失去兴趣；而儿童自

身教育期望较高能够正向影响其学业成就，这表明教育期望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或

许是内源性的，更高的自尊有助于儿童提升学业成就，这与周金燕 （２０１５）的结论相

似。同时，相比父母照料为主的照料形式，祖辈照料为主的照料形式总体上不利于提

升儿童的学业成就，特别是对成绩排名和语文成绩。

表４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总样本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核心自变量：

生活照料 ００５２（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００４２） ００４４（００４３）

学习照料 ０１３５（００４１） ０１５３（００４１） ０１１５（００４２）

心理照料 ００７２（００３３） ００９８（００３３） ００８０（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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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总样本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其他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１３１（００７０） ０１８５（００７１） ００３５（００７１）

年龄 ０１１８（００２２） ００９２（００２２） ００９９（００２２）

民族 －０１１８（０２３６） －０１１１（００９８） －００７１（０２３７）

城乡状况 －００２７（００７６） －００３１（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００７９）

学校性质 －００３０（００９７） －０１１７（０２４０） －０００５（００９９）

自身教育期望 ０２９６（００６４） ０２５５（００６３） ０２８８（００６４）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７（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００４５） －００１２（００４５）

家庭教育环境 ００７２（００４１） ００６４（００４２） ００８７（００４２）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６０（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００４７） ００７９（００４８）

父亲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５（００３８） －００１２（００３８） －０００８（００３９）

母亲受教育水平 ００６６（００３６） ００８３（００３６） ００７３（００３７）

父母教育期望 －０３９８（００４０） －０３４２（００４０） －０４２７（００４０）

是否祖辈照料为主 －０２３０（０１０４） －０２３８（０１０６） －０１４４（０１０６）

省份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８

样本数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２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边际效应分析

由于从第一步有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只能获取家庭照料对学业成就影响的显著性及方

向，不能很好分解出家庭照料每变动一单位儿童学业成就取值概率的变化，因此下面

进一步对边际效应进行研究。

表５展示了三种家庭照料对儿童成绩排名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从学习照料对儿

童成绩排名的边际效应来看，学习照料每增加一单位，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处于年级

７６％～１００％和５１％ ～７５％的概率会分别降低３８％和０９％，而排名处于年级２６％ ～

５０％、１１％～２５％以及前１０％的概率会分别增加２５％、０８％以及１３％。家庭心理

照料每增加一单位，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在７６％～１００％和５１％～７５％的概率会分别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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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和０６％，排名在 ２６％ ～５０％、１１％ ～２５％以及前 １０％的概率则会分别提升

１８％、０６％以及０９％。生活照料的边际效应不显著，此处省略说明。

表５　家庭照料对儿童成绩排名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

成绩排名 生活照料 学习照料 心理照料

７６％～１００％ －００１５（００１２） －００３８（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０００９）

５１％～７５％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２６％～５０％ ００１０（０００８） ００２５（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０００６）

１１％～２５％ ０００３（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前１０％ ０００５（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０００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家庭照料形式以及地区变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关注家庭照料对儿童语文和数学成绩的边际效应。从表６的结果来看，家

庭学习照料每增加一单位，儿童语文成绩处于 “很差”和 “较差”分数段的概率会显

著降低４８％和０６％，而处于 “良好”和 “优秀”分数段的概率会显著提升３２％和

２２％。同时，家庭心理照料每增加一单位，儿童语文成绩处于 “很差”和 “较差”的

概率会降低３１％和０４％，而处于 “良好”和 “优秀”分数段的概率会提升２０％

和１４％。

表６　家庭照料对儿童语文成绩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

语文成绩 生活照料 学习照料 心理照料

很差 －００１３（００１３） －００４８（００１３） －００３１（００１０）

较差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１）

良好 ０００９（０００８） ００３２（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０００７）

优秀 ０００６（０００６） ００２２（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０００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家庭照料形式以及地区变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７呈现了家庭照料对儿童数学成绩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相比于心理照料，学

习照料对数学成绩的改进更为明显。当家庭学习照料增加一单位，儿童数学成绩在

“很差”和 “较差”分数段的概率会显著降低３７％和０２％，在 “良好”和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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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段的概率会显著提升２２％和１７％。当家庭心理照料增加一单位，儿童数学成绩

处于 “很差”和 “较差”的概率会降低２５％和０２％，处于 “良好”和 “优秀”阶

段的概率会增加１５％和１２％。这表明，相对语文成绩，数学成绩的提升需要更多的

学习照料干预来提升儿童对该学科的认知水平。

表７　家庭照料对儿童数学成绩的边际效应分析结果

数学成绩 生活照料 学习照料 心理照料

很差 －００１４（００１４） －００３７（００１３） －００２５（００１０）

较差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

良好 ０００８（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０００６）

优秀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０００６） ００１２（０００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儿童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家庭照料形式以及地区变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稳健性分析

由于家庭可以通过增强孩子 “内源性”的自学能力来提升儿童学习成绩 （Ｐａｒｉｓ

＆Ｏｋａ，１９８６），当儿童拥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并能够主动调节学习策略时，学习成绩

更有可能受到积极影响 （Ｉｓｈａ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因此，本部分加入了自学能力变量，检

验控制了儿童的自学能力后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

自学能力是指儿童能够管理自身的要求，并能够进行自我规划，包括对学习时间

与目的进行规划，以及对学习目的、学习任务以及学习结果有明确认知 （Ｃａｍａｈａｌａｎ，

２００６）。本文中的自学能力主要根据 ＣＦＰＳ数据中家长对孩子自学能力的评价来进行衡

量。我们选取 “孩子学习很努力”、“孩子完成作业后会检查”、“孩子做事时注意力集

中”以及 “一旦开始就必须完成”等问项构建指标，家长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为：“１＝

十分同意，２＝同意，３＝中立，４＝不同意，５＝十分不同意”。由于问题的回答为降序

离散变量，我们采用反向加总方式进行衡量。

表８展示了在控制儿童自学能力之后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回归分析结果。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儿童自学能力之后，家庭照料仍能够显著影响儿童学业成就，其

中生活照料仍然不显著，而学习照料以及心理照料对成绩排名以及语文成绩的影响分

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从对数学成绩的影响来看，只有学习照料能够显著提升

儿童的数学成绩。需要关注的是，儿童自学能力能够显著影响学业成就，且在加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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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量后，学习照料以及心理照料对成绩排名、语文以及数学成绩的影响系数有所下

降，这表明家庭照料部分通过影响儿童自学能力来提升学业成就。

表８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稳健性分析结果

自变量

总样本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核心自变量：

生活照料 ００６１（００４２） ００５０（００４２） ００５１（００４３）

学习照料 ０１１３（００４１） ０１３３（００４２） ００９４（００４２）

心理照料 ００６８（００３３） ００７４（００３３） ００５４（００３３）

其他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９７（００７０） ０１５４（００７１） ０００１（００７２）

年龄 ０１３２（００２２） ０１０５（００２２） ０１１１（００２２）

民族 －０１０６（０２３９） －０１０７（０２４２） －００６３（０２３９）

城乡状况 －００５６（００８０） －００５９（００７９）

学校性质 －００３９（００９８） －０１２５（００９９） －００１５（０１００）

自身教育期望 ０２７７（００６３） ０２３５（００６４） ０２６９（００６５）

家庭收入 －０００８（００４４） －０００５（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００４５）

家庭教育环境 ００５２（００４１） ００４３（００４２） ００６８（００４２）

家庭人口数 ００６５（００４７） ００６０（００４８） ００８６（００４８）

父亲受教育水平 －０００３（００３８） －００２４（００３８） ０００２（００３９）

母亲受教育水平 ００８７（００３６） ００７８（００３６） ００９２（００３７）

父母教育期望 －０４２０（００４０） －０３６１（００４０） －０４４７（００４１）

是否祖辈照料为主 －０１７９（０１０５） －０２３９（０１０６） －００９３（０１０７）

省份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稳健性控制变量：

自学能力 ００８４（００１１） ００７８（００１１） ００７８（００１１）

Ｒ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５

样本数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１０１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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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组间差异分析

在分析出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及其边际效应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

对总体样本不同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首先，照料形式的差异会导致对儿童的照料方

式差异。在中国，亲子间的代际支持存在着传统、社会与法律的基础 （伍海霞，

２０１９）。由于这一代６～１２岁儿童的父母大多是独生子女，因此在对儿童进行家庭照料

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需要祖辈的帮助，此时祖辈会代行父母的抚养责任 （Ｋｏ＆Ｈａｎｋ，

２０１４），而祖辈与父母照料方式的差异可能对儿童学业成就产生不同影响。其次，家庭

对男性和女性儿童的照料及培养方式会有所不同。由于男性与女性相比，自尊以及自

我意识程度更能决定其教育状况 （ｄｅＡｒｏｕｊｏ＆Ｌａｇｏｓ，２０１３），因此家庭照料对性别不

同的儿童会形成差异性养育，可能会造成不同性别儿童自尊程度差异，从而导致学业

成就差异。除此之外，外部环境也会造成家庭照料的差异。由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家

庭状况以及家庭教育方式存在巨大差别，家庭照料对城乡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可能也

有区别。

１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照料形式差异分析

表９分别展示了家庭照料对父母照料为主的儿童以及祖辈照料为主的儿童学业成就

表９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照料形式差异分析

解释变量：

家庭照料

父母照料为主 祖辈照料为主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生活照料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１３２）

－００２２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３０）

学习照料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９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１
（０１４５）

０２４１
（０１４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４５）

心理照料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６）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自学能力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０ ０１０２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０

样本数 ８７５ ８７５ ８７５ １４３ １４３ １４３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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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同照料形式下，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差异。

对父母照料为主的儿童而言，家庭照料的作用更明显。在祖辈照料为主的照料形式下，

家庭照料几乎不对儿童的学业成就造成影响。由此可以看出，以父母照料为主的儿童，

对其进行学习干预以及心理疏导更有助于提升儿童成绩。

２家庭照料对不同性别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分析

表１０将儿童性别进行区分，分别分析了家庭照料对男女性儿童学业成就的不同影

响。从结果可以发现，家庭照料对男女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比男性

儿童，女性儿童所受家庭照料程度的提升会显著影响其学业成就，特别是学习照料以

及心理照料程度的提升有利于女性儿童学业进步。

表１０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分析

解释变量：

家庭照料

男性 女性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生活照料
００７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学习照料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１３４

（００５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５８）
０１１４

（００５９）

心理照料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５）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自学能力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９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０４

样本数 ４３７ ４３７ ４３７ ５８１ ５８１ ５８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３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的城乡差异分析

表１１展示了家庭照料对城乡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差异。根据数据结果，相比农村

儿童，家庭照料对城市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学习照料和心理照料能

够显著提升城市儿童的成绩排名以及语文成绩，而对农村地区儿童，只有学习照料能

够提升儿童的数学成绩。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城市儿童，农村儿童的教育资源较差，家

庭照料这种外部干预手段并不足以改善儿童的学业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善教育资

源状况来提升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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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分析

解释变量：

家庭照料

城市 农村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成绩排名 语文成绩 数学成绩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生活照料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７
（００７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０）

学习照料
０１１９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５

（００７７）

心理照料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５）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自学能力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Ｒ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３５

样本数 ６０９ ６０９ ６０９ ４０９ ４０９ ４０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根据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

家庭对儿童的学习以及心理干预对于提升儿童竞争力、促进中国未来人力资本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

照料对６～１２岁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本文在研究中充分考虑到家庭照料的维度，分

别从生活、学习以及心理三种照料维度考察家庭照料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学业成就以

学习成绩年级排名作为主要度量指标，同时辅以儿童上学期期末语文和数学成绩衡量，

验证结果的稳健性。除此之外，本文还具体考察了家庭照料对学业成就影响存在的照

料形式、性别以及城乡的差异性。

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学习照料和心理

照料有利于儿童学业成就进步，生活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影响不明显。在控制了儿童

自学能力之后，家庭照料对学业成就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儿童自学能力对学业成

就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家庭照料的三个维度影响系数有所下降，表明家庭照料部

分通过影响儿童自学能力来影响学业成就。边际效应分析发现，学习照料每增加一单

位，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处于年级前１０％的概率会增加１３％，语文和数学 “优秀”的

概率会分别增加２２％和１７％；心理照料每增加一单位，儿童学习成绩排名在年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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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的概率会增加０９％，语文和数学 “优秀”的概率会分别增加１４％和１２％。在

此基础上，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照料对儿童学业成就的影响在不同照料形式、性别以

及城乡间存在差异。学习和心理照料能够显著影响以父母照料为主儿童的学业成就，

并且更有利于女性儿童以及城市儿童学业成就的提升。

本研究对家庭照料与儿童学业成就的探讨，有助于父母参与儿童学习能力培养以

及心理发展。在小学阶段，儿童的心理发展较为敏感，认知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父

母应该分配更多时间和资源开发儿童的发展潜力，并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

其社会竞争力。就家庭照料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异质性而言，父母应该有意识地减少

祖辈代际替代抚养，增加自身与孩子的互动时间；鉴于男女性别差异以及对学业成就

的内外需求导向，父母应该有差别地对儿童进行培养；除此之外，社会应该进一步关

注教育公平和质量问题，为儿童学业成就提升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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