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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untry,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are a vuln

erable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China. They have certain problems in terms of study life and 

mental health, and have always been concerned by the society.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left-beh

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we must replace the "problem perspective" with the "advantageous persp

ective" and find the way out for the existing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predicament from the 

need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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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不可忽视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学习生

活、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进行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

教育，必须以“优势视角”取代“问题视角”，从留守儿童的需求出发找到现存思想品德教

育困境的出路。 

1．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社会的特殊群体，由于生存成长环境的制约

和影响，留守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存在诸多问题。2016 年 3 月，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国

有 6600 多万留守儿童。随着交通的便利与人口流动的加快，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

工，留守儿童群体数量也持续扩大，留守儿童的思想品德教育堪忧。本研究将通过阐述传统

问题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缺失与不足，从优势视角来深入探究解决之道，丰

富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理论，切实提高农村留守儿童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实效性。 

2．问题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坚持“问题视角”，农村留守儿童被视为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或“问

题群体”，强调他们经历的复杂性，看重他们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问题视角是以

个体本身的劣势或缺陷为认知工作的出发点，即以“脆弱”与“劣势”或“弱势”为视角，

把关注点聚焦在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上，忽略其自身潜在的独特优势，从而未能充分实

现其潜力。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方面普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为 ：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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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清晰，价值观念不端正，心理关怀严重缺乏。另外，品德情感变异，意志薄弱，行为

出现偏差也是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问题，个别的还较为严重。社会及学校的教育方式往

往是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问题视角。这既不利于儿童形成正确的道

德认知与道德情感，也不利于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 

第一，“问题视角”影响留守儿童进行客观的道德认知，确定自身的主观态度和行为方

式。相关研究证明，农村留守儿童自幼就被大家贴上了较为负向化的标签，而这种负面标签

会让留守儿童产生淡漠的道德价值观念，缺乏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严重影响他们的道德行

为选择。在此影响下，就会导致思维定势，即个人会因为受到社会某方面的影响而对某类人

或者某种事有自己稳固且不易变动的看法，这种思维定式一方面使社会很自然地认为农村留

守儿童是需要救助的被动受惠者，而忽视其具有的闪光点；另一方面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就

会被动的认可社会的偏见型评价，产生孤独、自卑、焦虑和抑郁、敏感多疑等各种心理反应。

这种心理异常也会让其产生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常常避免或自我放弃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转

为寻求他人帮助，形成消极的行为方式。 

第二，“问题视角”影响残疾人充分获得社会资源。首先，受传统“问题视角”的影响，

大多数家庭认为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投资不值得，导致儿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相关研究

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农村留守儿童未能完成基础教育，选择辍学外出打工。其次，尽管社会对

留守儿童进行积极的支持，而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容易限制其真实能力的呈现，从而影响社会

资源的充分利用。 

第三，问题视角不利于发挥学校德育的主体作用。学校是向受教育者传授人生价值理念

和科学文化知识等内容，培养与社会要求相符合的本阶级接班人为目标的特定组织和机构。

学校教育是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的主要培养途径。但是，学校部分教师将关注点放在农村

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展开教育工作，或一味批评、试图纠正矫正儿童，或盲目同情，

侧重于救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的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产

生了不利的影响。 

3．优势视角在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必要性 

优势视角理论由美国堪萨斯大学社会福利学院教授 Dennis Saleebey 首次提出，以人的

主观能动性为基础，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潜力，应对个体和环境的力量与资源进行

积极评估与反馈，社会工作者的任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帮助案主找到突破逆境的基点和跳板，

为案主价值的实现提供选择和方法。优势视角的研究者改变了以往的问题观念，考虑了残疾

人的巨大潜能与无限力量。“优势视角”作为一种社会工作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一种关注

人的内在力量和优势资源的视角，为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取向。 

第一，优势视角主张并鼓励充分挖掘农村留守儿童的自身特殊价值和能力，为处于困境

中的儿童提供改变的机会，增强生活的勇气和信心，逐步建立实现人生价值的自信心和自尊

心，最终成长为健全完整的个体。优势视角下，通过正确的教育工作方法让留守儿童发现自

身的优点及潜能，协助儿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优势视角出发可以有效地避免对孩子自信心

的挫伤，降低逆反心理，从而解决其存在或潜在的问题。 

第二，我们以“优势视角”来认知、定位、帮助农村留守儿童，关注的焦点就是儿童个

人及其所处环境中的优势资源，而非问题的症状，改变的重要资源来自儿童自身的优势。“优

势视角”鼓励孩子建立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困难建立信心与勇气，对自身前景的乐

观预期和展望。从积极的、优势的角度看待儿童的潜能与显能，将有助于社会公众对留守儿

童群体的正确认识，也有助于消除公众对该群体的各种偏见。关注与挖掘留守儿童的个人资

源和社会资源，把潜藏在他们身上的优势呈现给广大的社会公众，人们转变观点，从积极的

乃至赏识的态度来对待残疾人。优势视角不但是社会公众的视角的改变，同时也是残疾人对

自我认识的一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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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优势视角能有效建立严柔并济的教育体系，帮助教育者科学运用教育方法，在对

孩子不造成心理创伤的前提下，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从而实现对留守儿童的某些道德失范

行为进行纠正和引导、完善思想品德教育行为的目的。优势视角鼓励教育者从学生的优势出

发，挖掘学生隐藏在人性深处能够自我改变的原动能。从这个意义上看，优势视角站在留守

儿童优势的角度思考，是教育者进行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符合人性的实践活动。加

强对教育者优势视角理论的培训，帮助他们摆正认识，以学生的优势与潜能作为考察点，为

农村留守儿童创建有利于思想品德发展的成长环境。 

4．优势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实现路径 

将优势视角运用到农村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困境的研究，有利于找到问题的突破口，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的难题，以“优势视角”取代“问题视角”，从积极的角度看待

残疾人的潜能与显能，挖掘有利于残疾人就业的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 

一是要坚持科学的人才培养观念，引导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农村留守儿童。“优势视角”

下的人才培养观是以科学、民主、平等、包容等普世价值为指引，正确地去认识、理解、关

爱留守儿童成长。不仅仅是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关爱留守儿童，同时也强调发现和挖掘留守儿

童的优势。作为留守儿童自身要以“优势视角”来重新认识自己，用自己的自我认识和行动

来证明“优势视角”，在不断成长中奉献他人，回馈社会，最终能与其他社会成员共担社会

责任，共创社会财富，共享社会进步。 

二是加强教育者的培训。教育培训是留守儿童增能的一种方式，不同于其他群体直接性

的培训，由于留守儿童生理与心理发展的不健全，侧重于加强教育者的认识。对于教育者的

职业培训教育要注意逐步从关注“缺陷”转向关注“潜能”，进而到关注“功能”的过程。

在培训教育过程中，要以留守儿童能力的强化和发展为重点，以健康成长为最终目标。教师

作为学校教育过程中的主要相关人，他们的思想品德教育能力直接影响着留守儿童接受到的

德育效果。 

三是充分发挥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优势，构建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保护网。社会系统理

论把人与生活环境看作是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各种元素所组成的系统整体，均衡该系统运行与

维持的基本条件，是个体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针对目前的现况，要有效整合与农

村留守儿童相关的各种社会资源、学校资源和自身优势，充分挖掘与留守儿童相关的内外部

资源，让社会支持的作用能够最大程度地发生，政府在留守儿童思想品德教育中要充分发挥

主体作用，为儿童成长提供法律保护，建立健全儿童保护体制机制，财政保障，完善儿童社

会保障机制，为儿童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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