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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儿童”现象观察：育儿压力不该由家庭独担

本报记者程士华、关桂峰

大城市“居不易”、都市里的工作太繁忙、住房
太紧张……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以及部分省会城市，一些年轻父母选
择将学龄前的孩子送回老家，由老人抚养。

与备受公众关注的农村留守儿童相似，都市
“返乡儿童”也有着相同的苦恼：学龄前的成长过
程缺乏亲情陪伴、家庭教育的支持。

社会应该加大对这一群体的关注和政策支
持——— 不论父母是否在，爱都不能缺席；在社会层
面，应当探索建立健全科学的育儿社会支持体系，

减轻家庭育儿的压力。

对孩子有愧疚，对父母有歉意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生
活的压力更大。杨先生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春
节后，由于夫妻两人都要开始上班了，他不得不
把两岁的儿子送回了距离北京 300 多公里的老
家——— 河北省行唐县。

爷爷奶奶年纪也不小了，把孩子交给他们
抚养，既有对孩子的愧疚，更有对父母的歉意。
“的确很无奈，我们也考虑了很久，才做出这个
选择。”杨先生说，家里只是个小两居，请保姆白
天来家里照顾，我们下了班保姆就回去了。他和
妻子身心俱疲的状态维持了大约一年，两口子
都觉得撑不下去了。

将父母接到北京帮助照顾孩子？杨先生夫妻
俩也考虑过这个办法，但是一来房子小，父母勉强
住下来，5 口人比较拥挤，二来父母生活不习惯，
很难适应北京的生活。

记者在北京、上海采访多名“返乡儿童”家长
发现，这些家庭的住房大多是两居室，面积从 40
平方米至 90 平方米。如果父母双方来一个的话，
育儿时难以支撑；如果父母双方都来，就是 5 口
人挤在一起，特别拥挤。

还有的父母，受困于一线城市保姆、幼托机构
收费过高，不得不将孩子送回老家。在深圳一家民
企工作的丁先生把 1 岁多的女儿送回四川老家。
“不是不想带孩子，是付不起保姆钱。一个保姆一
个月要 8000 元，而且只管白天。”丁先生说，夫妻
俩月收入近 3 万元，但是去掉房贷以及保姆费用，
也没剩多少钱了。“还不如把孩子送回老家，我们
把给保姆的钱寄给父母。”

《北京市托幼服务问题和对策研究》一文显
示，从北京市居民需求来看，有 64 . 1% 的家庭希
望孩子“在 3 岁之前接受早期教育”，34 . 9% 的家
庭希望孩子能上“幼儿园亲子班”，21 . 2% 的家庭
希望能在“离家近、有资质的幼儿看护点”，20% 的
家庭希望能提供“社区公共早教”，14% 的家庭希
望去“比较出名的早教中心和机构”。

祖辈抚养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记者调查发现，孩子“返乡”之后，会呈现出截
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有的孩子因为隔代抚养的溺爱，养成了难以
纠正的不良习惯。北京市民刘先生说，孩子长期在
老家待着，目前已经 3 岁多，还要大人喂饭。孩子
要啥老人就给买啥，稍不如意，孩子就满地打滚
等，让两口子很头疼。

有的孩子因为缺少父母陪伴变得更害羞、不
自信。北京市民卢女士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告诉
记者，相比于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孩子，由祖辈抚养
的另一个孩子性格相对自卑、内向一些。比如带孩
子上街，碰到一个同事打个招呼，他都要躲在自己
身后；有陌生人来家里，也要藏起来。孩子在表达
自己观点看法的时候，也相对不自信。

在北京工作的秦女士说，老家空气好，北京
秋冬季太干燥，尤其是空气污染重的雾霾天气，孩
子不适应，所以每到秋冬季，她都会把孩子送回广
西老家。“老家有表弟、堂姐可以一起玩，让孩子多
体验小城市的生活。”秦女士说，自己的母亲也要
在老家照看姐姐的孩子，于是就把女儿放在外婆
家。和表姐一起玩、一起长大，女儿很开心。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表
示，在祖辈的大家庭中长大，能为孩子提供愉快、

宽松的成长环境。同时，便于孩子增强对情感感
知、规则意识的建立、社会关系的认知等。

“返乡儿童”群体，在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
市也很常见。例如，安徽省合肥市的程女士下了
很大的决心，把 5 岁的儿子送回了河南省郸城
县的农村老家，上小学前才接回合肥。程女士的
丈夫每年有 7 个月时间在出差，自己要工作又
要照顾孩子，根本忙不过来。

“孩子年纪越小，每日每时的陪伴所形成的
心灵抚养愈发重要。”成长教育师兰海说，年轻
父母尤其要注意的是，一般来说，0至 6 岁这一
阶段，父母的抚养几乎可以铸就儿童的心理特
征、人格特征、人际交往模式。这种微妙的差距，
使得祖辈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代替父辈。

建立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专家认为，在抚养孩子过程中，父母可以不
在场，但父母之爱绝不能缺席。都市“返乡儿童”
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所承受的巨大
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力，需要从政府、市
场、家庭等多方发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育儿
社会支持体系。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康丽颖指
出，孩子由父母带大是最好的，如果父母没时
间，选择送祖辈扶养，一定要考虑祖辈是否有育
儿能力。建议父母要和祖辈一起制定规划，参与
到孩子扶养当中，多和孩子沟通，包括面对面和
视频。父母不要因为工作忙，就把对孩子的教
育、抚养完全交给祖辈。

北京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到家
后，夫妻俩都要通过视频和儿子说说话，一般每
个月都开车回老家一次，和儿子一起过周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
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黄家亮认为，都
市“返乡儿童”问题的背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个体所承受的巨大的育儿压力，要减轻这种压
力，需要从家庭、市场、政府等多方面综合发
力，共同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据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
员段婷婷介绍，近年北京市人口出现波段性生
育高峰，流动人口快速增长，3 ～ 6 岁入园学
额紧张，不少公立幼儿园取消了托班或亲子
班，托幼服务资源愈加匮乏。再加上，托幼机构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机构收费较高，能同
时提供托幼照料和教育服务的机构少，难以满
足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托幼需求。

黄家亮建议，在政府层面，鼓励幼儿园或
其他社会力量开设幼儿日托服务，加大财政扶
持力度，逐步构建 0 ～ 3 岁育儿支持服务体
系；在市场层面，鼓励规范以小饭桌形式托管
幼儿模式的发展；在社区、家庭层面，可以探索
建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助组织，或者
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婚姻法等方面对全职家庭
主妇的保护，让女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回归家
庭，而无须考虑经济、社保等方面的压力。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这一问题变得更具
紧迫性。一些受访家长反映，近年来二孩放开
了，但自己根本不敢生。“有朋友生了二孩，把
70 平方米的房子隔成四居室，客厅才 6 平方
米，特别促狭压抑，”一名受访家长说。

目前，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托幼服务发
展，把托幼服务视为政府责任的一部分。我
国也应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尽快
制定托幼服务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法规，出
台托幼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托幼服务机构
设置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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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穷十年”歪风要刹，移风易俗也要讲“姿势”

本报记者周楠

过年回家 10 天，参加了 8 场“人情宴”，道喜
背后是苦笑；辛苦赚钱一年，回家出“人情费”，腰
包掏空了一半；明明腰包紧张，还要买来高档烟
酒，彻夜燃放烟花鞭炮，只为撑场面……

春节期间，部分乡村畸形人情消费愈演愈烈，
种种陈规陋习给基层群众带来沉重负担，部分群
众形容这个年过得“心惊肉跳、头皮发麻”。

移风易俗显得尤为迫切。幸好多地早已展开
探索，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部分地区由政府主
导的移风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众中也不
乏质疑和担忧的声音。

“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

王蓉的家乡在华东某省的农村，当地素来以
“人情重”“彩礼高”闻名。今年春节回乡，从腊月二
十六到正月初六，她参加了 8 场酒席，涉及结婚、
寿礼、乔迁、周岁、建房等主题，人情费都是 400 元
起步，高的达 1000 元。她说这个节过得头皮发麻，
“最多的一天赶了三个场，必须人到情到。”

春节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部分乡村
人情负担之重，陈规陋习之突出，已令人谈之色
变。

前几年，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三里村在开展
移风易俗之前，发生过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

村里的贫困户徐传德，房屋倒塌多年，一直在
邻居家借住，住的地方破旧不堪，生活不便，甚至
没有手机信号。2016 年，驻村扶贫队帮村里建了
集中安置房，生活便利，一套价值 10 多万元的新
房，只需交 5000 元就可拎包入住。

奇怪的是，徐传德符合入住条件，却始终躲着
不要这个福利。扶贫队员爬上山来家访，老徐才说
了实情，“我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山下人口集中，

人情往来多，一年人情开销就要四五千元。”
办酒、节庆、人情往来等各种乡风乡俗，在过

去很多年发挥过团结乡邻、凝聚人心、互助共赢的
宝贵作用。但是，近年来，部分乡村的人情风越刮
越歪，逐渐偏离了原来的初衷。最典型者，莫过于
人情“异化”过程中频发的“无事酒”成风。

红喜事、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参军宴、满
月宴、建房宴、装修宴，还有逢五逢十生日宴等，仅
仅是“常规动作”。人情礼金水涨船高，过去的 50
元起步，现在 200 元起步，关系稍微亲密的 500 元
起步，关系亲密的 800 元～ 1000 元是标准。这些
人情债还不能躲，“人情大于债，头顶锅子卖”“宁
荒一年田，不丢人情场”。

有的地方官员和地方人大代表做过调查，部
分乡村村民的人情支出竟然占到整个家庭收入的
三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年人情支出甚至超过年
收入。由于支出太多，村民很难维持长时间“光出
不进”，只好找理由办酒收礼“回本”。前些年，中部
某县流传一种说法：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如果两三
年不办酒，家庭财政就会破产。

“吃酒送礼——— 负担加重——— 自己办酒收
礼——— 再吃酒再送礼”这样的怪圈开始循环。部分
村民不得不绞尽脑汁找办酒名目，办各种“无事
酒”。12 岁生日、36 岁生日、两位老人合办“百岁
酒”“150 岁酒”等，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当地却
常见。

还有村民遇到过“买房宴”，送了礼吃了酒，主
人始终不说新房在哪里，大家其实也心照不宣。有
的地方以此创作讽刺剧，讲述一农民修建厕所后，
以“三改重点工程落成”名义办酒。

踩下“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不堪重负下，越来越多群众开始抱怨，但很少
有人敢迈出第一步。记者节前在中部地区采访，多
位村民坦言，其实大多数人有停止办酒的想法，都
知道继续下去只会花更多钱，但没人敢迈出第一
步，怕被人笑话。

近年来，在我国多地的市、县“两会”上，部分
人大代表直斥异化变味的“乡村人情风”，建议政
府引导整治，建议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

令人欣慰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拉开了破
除陈规陋习、禁止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序幕，
王蓉们面临的“尴尬”过年方式将成为过去。

湖南、浙江等地少部分乡村出现了民间自发
主导的“去陋习，树新风”行动。由村庄德高望重的
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主导，成立红白理事会，
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制定村规民约，协助村民
规范办酒，踩下了“人情歪风”的“急刹车”。

记者了解到，这些村规民约兼顾了原则和人
性化，规定可以操办的合理操办、适当收送礼金，
不宜操办的坚决不允许收送礼金。武汉大学中国
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这种方式容易
得到广泛理解和响应，村民往往抹不开面子，政府
又不好介入太深，由民间自治，叫停人情风，百姓
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便可顺理成章。”

相对而言，更多乡村的移风易俗是由政府主

导。近年来，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多地掀起
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移风易俗行动。首先要
求从党员干部带头做起，对党员干部的婚丧嫁
娶划出纪律红线，党员干部签下承诺书，规定只
准吃哪几种酒，规定人情礼金不能超过多少元。

一名县委书记这样解释背后的深意：“一则
通过党风带民风，带动作用确实明显，二则党员
干部在乡村占主导地位，只要他们不参加，很多
人情往来就运转不下去。”

与管住党员干部同时进行的，则是村支部
和村委会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明确办酒范畴，
界定办酒条件和程序，明确违禁办酒的处罚，并
由村红白理事会监督执行。

比如，记者春节期间在湖南省岳阳市华容
县三封寺镇了解到，当地出台了规范办理婚丧
事宜的文件，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
办”，规定气球拱门不超过一个，不放烟花鞭炮，
每桌酒席总价不超过 300 元，丧事不做道场，不
搞其他封建迷信活动。除婚丧嫁娶外，老人小孩
生日、新房落成、升学等其他事宜不办，如要办
理，只邀请自己的直系亲属参加。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场移风易俗行动的
推进比较顺利，效果也比较明显。

村民的感受最真切。三封寺镇华一村村民
刘忠立说，现在负担大为减轻，很多人家每年的
人情费用从一万多元减少到两三千元，过年过
节也不再放鞭炮，轻松了很多，今年这个年过得
很清爽。

村支书刘再跃原来以为自己会得罪全村的
人，实际效果与他想象完全不同。他感慨，“推行

一年半，没想到进度这么快，效果这么好，也说
明过去大操大办背后，大家早就苦不堪言，移风
易俗顺应了民心。”

以三封寺镇为例，镇里统计发现，以前每户
每年人情开支平均 1 . 85 万元，现在降到了 5550
元，全镇 8500 户可减少支出 1 个亿。放大到岳
阳市，自推进移风易俗以来，全市农村烟花爆竹
燃放同比下降了 80%，人情开支下降了 40%。

贺雪峰教授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
已连续 7 年撰写春节回乡记，记录家乡发生的
变化。在今年已经整理出来的 45 篇“回乡记”
中，多名成员不约而同以移风易俗为重点，对这
种变化表示肯定。

移风易俗不能搞“一刀切”

不过，也有学者担忧部分地方工作方式简
单粗暴，移风易俗的标准界定不科学，对传统习
俗文化传承构成威胁。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陈文胜认为，许多民
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农村
不准老人办寿宴，春节完全禁鞭炮，是过度的移
风易俗。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过
去“破四旧”和农村中小学撤并的教训，反思过
去部分地方大规模推进“平坟运动”和“合村并
乡”等产生的问题，防止对孝道、忠义、仁爱等价
值观念和礼仪体系产生的影响，对中国人的民
族精神信仰产生的冲击。

其次，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风俗问

题，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经济原因，光靠
移风易俗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造成新的矛盾。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村彩礼问题。部分农村
地区男女比例不平衡，加上大量女性外出，导致
农村地区婚姻竞争激烈，一步步拉高婚姻成本，
彩礼越来越高，甚至“一婚穷十年”。不解决这些
深层次问题，光靠强制性的移风易俗规定收效
甚微，彩礼钱只能从台前走到幕后，甚至不排除
变本加厉。

其三，部分地方移风易俗采取“一刀切”方式，
背后是否存在层层加码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村民办了满月
酒、寿宴后，被取消低保、养老补贴等。村民认为
这些酒自古以来就有，不应完全禁止，处罚是不
对的。

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方式过于一刀切，也是懒
政的一种表现。政府引导也要注意“姿态”和“尺度”
问题，要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区分出哪些办酒行
为是一直存在的，哪些是在后来“跑偏”出现的，要
适当保留一些必要的红白喜事项目。

其四，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加
以管控，效果明显，但没有激发民间活力，难以形
成长效治理机制。很多地方，还是由政府强力推
进，从决策、发文到执行，没有充分征求大众意
见。

有学者认为，让社会自身去培育纠错机制和
向善自觉，比一个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来得更为
妥帖。“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找到合适的方
法，分清各自的边界，政府、社会与公众才能各安
其位，在相互促进中共同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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