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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外出务工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养育未来随机干预调查的证据

李珊珊　岳　爱　刘国恩　孙　宇

内容提要　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村女性外出务工比例的增加，留守婴幼儿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
群体。本文基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中国秦巴山区１６１１名婴幼儿及其家庭构成的三期面板数据，使

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

发展的影响，并检验了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母亲

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婴幼儿的语言和社会情感发展。第二，

随着婴幼儿月龄的增长，母亲外出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负面影响增大，母亲或父亲受教

育水平更高的家庭中，母亲外出对婴幼儿认知发展有正向影响。第三，母亲外出对婴幼儿发

展的影响机制表现为，母亲外出家庭的养育环境更差，主要照养人的管教行为更消极，且有

效陪伴婴幼儿的时间减少，对婴幼儿的发展负面影响更大。本文研究揭示，国家在现有婴幼

儿政策的基础上更多关注留守婴幼儿的发展，可以更好地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关 键 词　母亲外出　留守婴幼儿　婴幼儿早期发展　农村地区

一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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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渠道，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２０１５年外出农民工达到１６９亿人 （国家统计

局住户调查办公室，２０１６）。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等制约，外出务工人员子女难以随父母

外出，因此形成了留守儿童这一庞大群体。２０１５年全国 ０～１７岁留守儿童规模达

６８７６６万，其中农村地区留守儿童规模达４０５１万 （段成荣等，２０１７）。特别需要指出

的是，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年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全国妇联课题组，２０１３）。根据联合

国２０１４年发布的报告，学龄前儿童规模迅速膨胀，５岁以下留守儿童多达２３４２万，占

农村留守儿童的３８３７％，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增加了７５７万，其中两岁以下留守儿童规模

达到１１７０万。

父母在子女３岁前外出可能对婴幼儿早期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其成年后

的发展。针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研究发现，生命最初的１０００天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

期，这一时期个体的发展水平甚至会影响其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 （Ｂｌａ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Ｂｒｉｔｔ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一方面，这一阶段是婴幼儿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期，良好的早期

成长环境可以有效刺激、促进大脑的发展并加快早期能力的成长 （Ｂｌａｉｒ＆Ｒａｖｅｒ，

２０１６）。另一方面，婴幼儿阶段的发展水平可以很好地预测儿童未来的学业表现及成年

后的收入水平，提升个体未来的劳动生产率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６）。

目前关于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还不清晰 （吕文慧等，２０１８；王妍

等，２０１９）。有一些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促进作用 （马俊龙，

２０１７；侯玉娜，２０１５）。马俊龙 （２０１７）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ＰＳＭ），使用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外出务工能够提高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

从而提高子女学业表现。另一些研究则发现，父母外出会对留守儿童的成绩有负面影

响 （李庆海等，２０１４；李云森，２０１３），因为外出务工会减少父母与子女相处和沟通的

时间，不能为子女学业和心理健康提供及时的辅导和支持，从而使其学习成绩受到负

面影响 （胡枫、李善同，２００９；王玉琼等，２００５）。由于现有研究使用的数据、分析方

法等存在差异，因此结论并不一致。

综合以往的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发展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多种渠道，“净

影响”是正向或者负向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收入效应，父母外出务工可以改善

家庭收入情况。近年来，关于家庭经济情况与儿童发展的研究主要以两个理论框架为

指导。第一种理论是家庭压力模型 （ＦａｍｉｌｙＳｔｒ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ＦＳＭ）的扩展，涉及父母以及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经济困难的不利影响 （Ｃｏｎｇ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第二种理

论涉及投资模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ＩＭ），是指经济改善可以有效提高对子女营养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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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面的投资，长久来看会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和健康状况等 （Ｂｒａｄｌｅｙ＆Ｃｏｒｗｙｎ，

２００２；Ａｍｂ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５；杨菊华、段成荣，２００８）。二是陪伴效应，尽管父母外出务

工会提高家庭收入，但是也伴随着父母陪伴缺位的问题。父母外出务工不能为子女的

生活、学习和心理发展提供有效和及时的照料，可能会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和学业表现

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周念丽、徐芳芳，２０１２；胡枫、李善同，２００９）。父母外出务工

的 “净影响”取决于物质投入的提高带来的正效应与父母陪伴缺位带来的负效应的双

重作用 （高玉娟等，２０１８；马俊龙，２０１７）。

与年龄较大儿童相比，婴幼儿对物质和陪伴的需要显然不完全相同，因此，父母

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和陪伴效应的大小可能存在差异。相较于学龄儿童，满足婴幼儿

物质需求的费用较低，即使在农村相对贫困地区，为婴幼儿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也在

大多数家庭的能力范围之内 （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考虑到农村早期婴幼儿的物质投入成

本相对于家庭财富较低，父母外出的收入效应可能有限。考虑到父母陪伴对０～３岁婴

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性，父母在婴幼儿成长关键期的缺位可能会造成更大且更长久的

负面影响。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研究发现，子女在三岁前与父母分开会增加其焦虑与抑郁

症状的发生率。在婴幼儿时期，母亲作为其直接的照养人，相比于其他家庭成员，对

婴幼儿的早期发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杨菊华、段成荣，２００８）。

在婴幼儿时期，区别于其他家庭成员，母亲尤为重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

由于母亲对婴幼儿照料主要体现在营养摄入和家庭教育方面 （宋月萍，２００７；王芳、

周兴，２０１２），而这两方面均会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实证研究发现，母亲在婴幼儿早

期阶段的支持性行为 （例如回应和互动游戏等）对提高子女未来的受教育水平、幸福

感和降低问题行为发生率等具有积极的影响 （Ｌｏｍｂａｒｄ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Ｒａｚｚａ＆Ｒａｙｍｏｎｄ，

２０１３；Ｍｕｒｐ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其次，有研究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同样证实了母亲的重要性

（Ｌｕｂ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区别于其他家庭成员，母亲的早期养育会影响学龄儿童大脑的海

马体积 （海马体是协调记忆和压力的关键区域）。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母亲外出务工的比例正在不断扩大 （Ｃｏｎｎｅｌｌ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Ｍｕ＆ｄｅＢｒａｕｗ，２０１５）。一般来说，母亲通常是家庭中第二个外出务工的

成员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负责孩子营养和养育的工作就由祖父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承

担。由于祖父母和母亲养育方式具有较大的差异 （凌辉等，２０１２），因此母亲外出意味

着婴幼儿的早期环境，特别是养育观念、养育方式、时间投入和物质投资等方面都面

临着较大的变化 （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Ｌｕ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８）。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比较

父母任意一方外出的影响时，母亲外出务工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大于父亲外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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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映雄、杜康力，２０１４；苏群等，２０１５）。其中，有研究分别从收入效应和陪伴效应

两个角度分析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辍学的影响，研究表明母亲外出务工会提高子女的

辍学率，而父亲外出务工结果则相反。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父亲外出的收入

效应更大，增加家庭收入可以缓解子女上学带来的成本压力，而母亲外出的陪伴效应

更大，母亲陪伴缺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王瑶等，２０１９）。因此从这个角度来

看，研究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父母外出务工对学龄阶段儿童学业表现和健康状况的影响

（胡枫、李善同，２００９；李钟帅、苏群，２０１４；陈欣欣等，２００９），很少有研究关注留

守婴幼儿群体，国外针对留守婴幼儿的研究也聚焦在父母外出对婴幼儿健康方面的影

响 （Ｌｉ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并且，国内研究缺乏大样本的追踪数据 （Ｚｈ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难以识别母亲外出务工与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因果关系。

基于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母亲陪伴在该阶段的重要作用，特别是

在母亲外出务工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社会背景下，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

贡献主要体现在：利用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在秦巴山区收集的１６１１名婴幼儿及其家庭的面板

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剔除个体效应对估计结果造成的扰动，识别农村贫困地区母

亲外出务工和０～３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于母亲外出

务工对留守婴幼儿影响的研究。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

变量，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三部分讨论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第四部分为实证

分析结果，包括母亲外出务工对留守婴幼儿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的影响及机

制，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和异质性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基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和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于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在秦巴山区２０个国家级贫困县

开展的养育未来项目。数据收集过程如下：第一阶段，在秦巴山区的国定贫困县中

确定了２０个样本县；第二阶段，在２０个样本县中选取非城关镇的１００个乡镇；第

三个阶段，在１００个乡镇中确定符合条件的样本村名单 （此条件主要涉及随机干预

实验的实施条件），每个乡镇随机抽取１个符合条件的村，共抽取１００个村作为样本

村，所有居住在样本村且未来一年计划居住在本村的５～２４个月婴幼儿及其家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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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研对象。根据实验设计，项目组对样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追踪，根据上述原则，

最终确定基线１６１１个有效样本，第一次评估调研中 （干预一年后）追踪到１２９３个

有效样本，第二次评估调研中 （干预两年后）追踪到 １１９４个有效样本。本数据一

半的样本村在基线调研后接受了养育干预，因此本研究下文中会控制是否得到干预

这一变量，并会通过稳定性检验来验证结果的稳定性。

（二）变量说明

１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婴幼儿的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发展水平，其中认

知、语言、运动三项能力通过贝利发展量表 （ＢａｙｌｅｙＳｃａｌｅｓ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ａｎｄＴｏｄｄｌ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ＳＩＤ）测量。社会情感发展水平通过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社会情感

（ＡＳＱ：ＳＥ）问卷测量。

贝利发展量表应用标准化情景的方式和结构性量表测验儿童早期发展水平，该

量表于２００６年发表了第三版 （ＢＳＩＤＩＩＩ）。贝利发展量表第三版 （简称 “贝利三”）

对于婴幼儿的评估分为五大领域：认知、语言、身体动作、社会性情绪、适应行为，

而这五个领域亦是目前三大学会美国心理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ＰＡ）、美国教育研究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ＥＲＡ）、美国

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ＣＭＥ）所公认

的婴幼儿发展评估最为全面的五大领域。贝利三信效度方面较之前的两个版本有很

大提高。在同质信度方面，标准组为０８６～０９１，特殊组为０９５～０９８。在效度方

面，全面的文献研究和专家评述保证了内容效度，与其他发展评价工具的关联效度

为０５８～０８３。为了让不同月龄的婴幼儿的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参照目前

国际上普遍对贝利三分数的处理方法，用非参数方法对认知、语言和运动三项粗分

进行标准化 （表１）。

社会情感 （ＡＳＱ：ＳＥ）问卷 （简称 “社会情感量表”）由俄勒冈大学的斯夸尔斯

（Ｓｑｕｉｒｅｓ）教授和布里克 （Ｂｒｉｃｋｅｒ）教授等人研发。社会情感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６７～０９１，重测信度由父母间隔１～３周完成相同的两份问卷，分

类的一致性为９４％，说明分数在时间上的稳定性良好。在效度研究方面，社会情感量

表的总一致性为９３％，总敏感性是７８％，总特异性为９５％。综上说明，该问卷可以有

效区分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迟缓和正常的儿童，因此该量表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应用

（吴春艳等，２０１７）。社会情感量表是针对３～６６个月儿童的社交和情绪能力设计的问

卷系列，根据孩子的年龄分为８个月龄段，本研究根据孩子的月龄选择相对应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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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反馈来评估婴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水平。根据社会情感量

表的使用手册，本研究使用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是总分减临界值之后的标准化得分。

当儿童的标准化得分低于０分，表明孩子的社会情感发展正常；分数高于或等于０分，

表明儿童社会情感发展存在问题，评分越高表示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滞后风险越大。

但是为了方便理解，本研究将社会情感得分做了转化，即得分高于０分表明孩子的社

会情感发展正常，分数低于或等于０分，表明其社会情感能力存在发展风险，分数越

低表示婴幼儿社会情感滞后风险越高。

表１　婴幼儿发展水平变量定义及赋值

变量 定义及赋值

认知发展水平 非参数方法对贝利三量表认知粗分进行标准化

语言发展水平 非参数方法对贝利三量表语言粗分进行标准化

运动发展水平 非参数方法对贝利三量表运动粗分进行标准化

社会情感发展水平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０表示社会情感发展正常；社会情感发展得分≤０
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存在发展风险

　　资料来源：根据Ｂａｙｌｅｙ（２００６）整理得到。

２母亲外出情况

目前关于留守婴幼儿的定义尚无统一定论。范志宇和吴岩 （２０２０）参照教育部报

告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连续三个月以上被父母留在家乡，由父母

单方或其他家庭成员监护的儿童。本文参照这一定义，使用问卷中 “母亲目前是否在

家带宝宝”来识别母亲是否外出务工，通过其他变量 “母亲的工作”等变量发现样本

中不存在母亲不在家带宝宝但是也未外出务工的情况。本研究的数据主要由基线和两

次评估调研数据构成，在三次调研中，均会询问 “母亲目前是否在家带宝宝”这一问

题，并会向受试者明确本题所指是母亲最近三个月是否在外务工。通过分析三期调研

数据发现，随着婴幼儿月龄的增长，母亲外出的比例随之增高，同时越来越多的祖父

母担任了主要照养人的角色，婴幼儿主要照养人角色的变化如图１所示。

３主要照养人的养育环境、管教行为和时间投入

由于母亲和祖父母的养育观念和教育期望等方面不同，导致两者在养育环境和时

间投入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主要照养人从母亲到祖父母角色的变化可能对婴幼

儿的早期成长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了解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儿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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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主要照养人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还收集了照养人养育环境、管教行为和时间投入三类变量，这三

类变量的衡量方法如下：

养育环境主要使用 《家庭养育环境调查表》（以下简称 “ＦＣＩ问卷”）进行评估。ＦＣＩ

问卷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该问卷基于调查获取数据，能够很好地反映婴幼儿家庭

养育环境质量 （Ｈａｍａｄａｎ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为了保证数据信息可靠，避免遗忘造成的偏误，

ＦＣＩ问卷主要询问主要照养人过去三天的情况，主要从 “家庭中游戏材料来源多样性”、

“家庭游戏材料种类多样性”、“照养人过去三天与婴幼儿互动游戏的种类”、“家里拥有书

籍的数量”、“家里拥有报纸和杂志的种类”五个方面对婴幼儿所处的家庭环境进行评估。

管教行为和时间投入信息主要通过家庭问卷进行收集，管教行为主要涉及照养人在管教

孩子时是否会 “提高声调或者吼孩子”等问题。时间投入方面，询问照养人昨天是否和

孩子进行一些互动活动等。

４婴幼儿及其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情况

这部分信息主要通过家长问卷进行收集，家长问卷是参考美国疾控中心使用的

问卷，结合中国国情、农村地区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目标设计的样本婴幼儿及其家庭

特征信息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婴幼儿个体特征信息，包

括月龄、性别、婴幼儿是否早产等；第二部分是家庭特征信息，包括婴幼儿祖父母

的健康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父亲年龄和母亲生育年龄。家庭经济情况变量的衡

量使用家庭财产综合得分，具体方法是通过询问家里是否有抽水马桶、热水器等一

系列问题，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家庭财产综合得分 （该变量主要用于衡量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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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家庭资产情况）。如果直接询问收入等问题，会出现不报或者谎报的情况，最

终不能较为准确地衡量不同家庭的经济情况。因此，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项目组根

据多年农村调研的经验，整理了可以代表农村家庭不同经济情况所拥有的物品，比

如冰箱、洗衣机等，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其合成为一个综合得分以衡量不同家庭

的经济情况。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基线数据可以发现，母亲外出家庭与未外出家庭的基本特征有显著差异

（表２）。通过对比两种家庭的婴幼儿特征和家庭特征发现：就婴幼儿特征而言，母亲

外出家庭的婴幼儿月龄更大，母亲未外出家庭的婴幼儿更多为第一胎，且母乳喂养的

比例更高；在家庭特征层面，母亲外出家庭的祖父母身体健康的比例更高。相对于未

外出的母亲，外出务工的母亲生育年龄低于２５岁的比例更高，完成初中以上学习的

比例更高。在父亲特征方面，母亲外出家庭的父亲年龄大于３０岁的比例更低，受教

育水平更高，母亲没有外出的家庭父亲外出的比例更高。另外，母亲未外出家庭的经

济状况比母亲外出家庭更好，但是干预组和控制组的母亲外出比例并无显著差异。

表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全样本（Ｎ＝１６１１）
母亲外出

（Ｎ＝４１５）
母亲未外出

（Ｎ＝１１９６）
（３）－（５）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Ｐ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儿童层面特征

月龄段

５～１１月 ５３５ ３３２１ ７８ １８８０ ４５７ ３８２１ ＜０００１
１２～１８月 ５７９ ３６９４ １５７ ３７８３ ４２２ ３５２８
１９～２４月 ４９７ ３０８５ １８０ ４３３７ ３１７ ２６５１

性别

男 ８２２ ５１０２ ２１３ ５１３３ ６０９ ５０９２ ０８８７
女 ７８９ ４８９８ ２０２ ４８６７ ５８７ ４９０８

第一胎

是 ７９３ ４９２２ １５１ ３６３９ ５２９ ４４２３ ＜０００１
否 ８１８ ５０７８ ２６４ ６３６１ ６６７ ５５７７

早产

是 ７２ ４４８ ２０ ４８２ ５２ ４３５ ０６８９
否 １５３９ ９５５２ ３９５ ９５１８ １１４４ ９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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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样本（Ｎ＝１６１１）
母亲外出

（Ｎ＝４１５）
母亲未外出

（Ｎ＝１１９６）
（３）－（５）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样本量／
均值

比例（％）／
标准差

Ｐ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曾经）母乳喂养

是 １４２６ ８８５２ ３３３ ８０２４ １０９３ ９１３９ ＜０００１

否 １８５ １１４８ ８２ １９７６ １０３ ８６１

家庭层面特征

祖母身体健康

是 ７５１ ４６６２ ２３０ ５５４２ ５２１ ４３５６ ＜０００１

否 ８６０ ５３３８ １８５ ４４５８ ６７５ ５６４４

祖父身体健康

是 ７４０ ４５９３ ２２３ ５３７３ ５１７ ４３２３ ＜０００１

否 ８７１ ５４０７ １９２ ４６２７ ６７９ ５６７７

父亲是否外出

是 ７４３ ４６１２ １６７ ４０２４ ５７６ ４８１６ ０００５

否 ８６８ ５３８８ ２４８ ５９７６ ６２０ ５１８４

母亲生育年龄

＞２５岁 ８３０ ５１５２ １６１ ３８８０ ６６９ ５５９４ ＜０００１

≤２５岁 ７８１ ４８４８ ２５４ ６１２０ ５２７ ４４０６

母亲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１２７２ ７８９８ ３０１ ７２５３ ９７１ ８１１９ ＜０００１

初中以上 ３３９ ２１０２ １１４ ２７４７ ２２５ １８８１

父亲年龄

＞３０岁 ６７９ ４２１５ １２４ ２９８８ ５５５ ４６４０ ＜０００１

≤３０岁 ９３２ ５７８５ ２９１ ７０１２ ６４１ ５３６０

父亲受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１１９７ ７４３０ ２８８ ６９４０ ９０９ ７６００ ０００８

初中以上 ４１４ ２５７０ １２７ ３０６０ ２８７ ２４００

家庭资产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５６ １３５ －１０１ １２６ ＜０００１

是否为干预组

是 ８２５ ５１３１ ２１７ ５２２９ ６０８ ４９１６ ０６１０

否 ７８６ ４８６９ １９８ ４７７１ ５８８ ５０８４

　　注：母亲生育年龄是根据最佳生育年龄来确定以２５岁为界；早产是指妊娠满２８周至不足３７周间分娩者；家
庭资产变量是基于以下６个问题生成的指数：１您家有抽水马桶吗？２您家有热水器吗？３您家有电脑吗？４您
家能够上互联网吗？５您家有空调吗？６您家有小轿车／货车吗？（所有问题的答案选项均为 “１＝是，０＝否”）。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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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在进行因果推断时，常常由于不可观测的因素导致遗漏变量偏误或者自选择偏误

等问题，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无法真正识别两者的因果关系。本文尝试

使用固定效应的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并且所有模型设定中在村层面考虑聚类效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ｔ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ｅｖｅｌ）。下面将依次介绍分析中涉及的估计模型。

在分析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时，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ＯＬＳ）估计模型，通过四种模型展示结果的稳健性，使用的基本模型

如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１）

模型 （１）中，ｉ表示第 ｉ个婴幼儿，ｔ表示是第 ｔ期收集的数据，因变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代表婴幼儿ｉ在第ｔ期的早期发展水平，分别是认知、语言、运动的标准化

得分以及社会情感得分，其中认知、语言和运动得分是使用非参数方法对贝利的粗分

进行标准化得到的。Ｍｉｇｉｔ是表示母亲是否外出务工的虚拟变量，Ｍｉｇｉｔ＝１表示母亲外出

务工。ｗｔ是测量面板数据第几期的指标，ｓｉｔ表示调研员固定效应，εｉｔ表示误差项。

考虑到婴幼儿个体及其家庭特征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因此另外引入三种模

型进行估计，三种模型的具体表述为：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β２Ｘｉｔ＋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β２Ｘｉ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ｇｉ＋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β２Ｘｉｔ＋ηｉ＋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４）

模型 （２）、（３）、（４）中的参数与第一种模型的参数基本一致，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

依次加入了控制变量、发展水平的滞后变量 （上一期的发展水平）、婴幼儿层面的固定效

应。其中Ｘｉｔ表示婴幼儿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ｇｉ表示婴幼儿ｉ在ｔ－１期

（上期）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发展的水平，ηｉ表示婴幼儿层面的固定效应。

本文还将从婴幼儿特征和家庭特征几个方面分析母亲外出影响的异质性：第一，

分析不同月龄婴幼儿的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第二，分析不同性别婴幼

儿的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第三，分析不同生育年龄母亲外出对婴幼儿

早期发展的影响；第四，不同家庭资产家庭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在异

质性分析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如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Ｖｉｔ＋β２Ｘｉｔ＋ηｉ＋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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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５）中，Ｖｉｔ分别表示婴幼儿月龄、性别、母亲生育年龄、家庭资产的二值变

量。在这部分的分析中，同样控制了婴幼儿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

为了了解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哪些途径，本文从下面三

个方面分析母亲外出务工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的路径：一是母亲外出是否改善了家庭

养育环境；二是母亲外出是否导致照养人不良的管教行为；三是母亲外出是否减少了

对婴幼儿的时间投入。在上述分析中，本研究使用的模型如下：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β２Ｘｉｔ＋ηｉ＋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６）

模型 （６）中，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ｔ分别表示家庭环境、管教行为和时间投入，Ｍｉｇｉｔ等其他

参数与上述模型一致。

最后，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第一，正如前文所述，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一项随机干预实验，干预组样本本身

可能因为项目受到影响，尽管在回归中控制了 “是否为干预组”这一变量，但是也不

能完全排除干预本身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还将分析控制组样本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

儿早期发展的影响。第二，尽管婴幼儿层面的固定效应可以控制随时间不变的不可观

测因素，但是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估计偏差。换言之，估计结

果有效依赖于一个前提假设的成立，即母亲外出家庭的婴幼儿与母亲未外出家庭的婴

幼儿发展有类似的趋势 （平行趋势假设）。为了验证平行趋势假设是否成立，本研究比

较了在 “母亲外出”行为发生前，母亲外出与非外出家庭的婴幼儿在结果变量中的趋

势是否一致。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ｔ＝α＋β１Ｍｉｇｉ（ｔ＋１）＋β２Ｍｉｇｉｔ＋β３Ｘｉｔ＋ηｉ＋ｗｔ＋ｓｉｔ＋εｉｔ （７）

模型 （７）中的β１即趋势检验的系数，表示母亲在第一次评估外出家庭的婴幼儿

与母亲从未外出或在第二次外出的家庭的婴幼儿在基线时的发展水平差异。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本部分考察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同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其次，分析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影响的异质性。最后，分析母亲外出对婴

幼儿早期发展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

如表３所示，基准回归模型 （１）结果显示，母亲外出与婴幼儿语言和社会情感发

展水平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模型 （２）和模型 （３）中，逐步控制了婴幼儿和家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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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特征变量和上一期婴幼儿发展水平的变量，可以发现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为了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模型 （４）中加入了婴幼儿层面的固定效应，估计结

果表明，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存在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母亲外出导致婴幼儿的

语言发展得分降低０１５个标准差，运动发展得分降低０１１个标准差，此外，母亲外出还

会导致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得分降低１０分。

表３　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ＤＶ ＦＥ

认知发展得分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３）

语言发展得分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１ －０１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９）

运动发展得分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２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３）
样本量 ３５３７ ３５３７ １８３７ ３５３７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
－９３２９ －６８６４ －８０７１ －１０７５７

（１７５９） （１７４１） （２１４３） （２４７５）
样本量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８ ２３２８ ４０９８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控制婴幼儿发展的滞后变量 否 否 是 否

婴幼儿层面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控制变量为表２中呈现的变量；
ＯＬＳ表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ＬＤＶ表示模型中控制基线时婴幼儿发展水平；ＦＥ表示个体固定效
应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母亲外出对不同特征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本文首先利用婴幼儿特

征的二值变量与母亲外出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使用个体层面固定效应模型，考

察不同特征的婴幼儿受到母亲外出影响的大小是否存在差异。从表４可以看出，在

婴幼儿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分析中，母亲在子女不同发展月龄段外出的影响是不同的。

随着月龄的增长，母亲外出对婴幼儿的社会情感发展负面影响增大，社会情感发展

滞后风险会更高。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婴幼儿月龄的增长，会增加与母亲互动的需求，

这一时期缺失母亲的陪伴，婴幼儿不能自行调节自己的情绪，可能更易出现情绪不

适应等问题。

其次，通过分析父母和家庭特征相关的交互项可以看出，对于母亲生育年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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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岁的子女来说，母亲外出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于母亲受

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来说，母亲外出会提高婴幼儿认知得分０３６个标准差，这可能是

因为对于有更高受教育水平的母亲来说，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大于陪伴效应。受过良

好教育的母亲在外务工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母亲对子女教育回报率的预期更

高，尽管减少了对孩子的陪伴，但是经济改善和教育预期提高都使母亲有更强的投资

意愿，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袁梦、郑筱婷，２０１６），并且母亲去城市务工可能

会接触更多的育儿信息，会将自己了解的养育知识分享给祖父母 （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农村照养人由于普遍缺乏科学的养育观念和行为，即使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母亲在陪

伴孩子方面表现稍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不足的 （白钰等，２０１９），由于缺乏科学的养

育知识，农村母亲留在家庭带来的陪伴效应本身可能很小。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对于受教育水平更高的母亲来说，母亲外出的收入效应大于陪伴效应，这个结果反映

出农村照养人需要加强婴幼儿早期发展重要性认识，丰富科学养育知识，需要更多的

获取科学养育知识的科学途径。

父亲特征差异方面，父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如果母亲外出，婴幼儿的认

知发展得分提高０３４个标准差，运动提高０２７个标准差。对于母亲外出的家庭来说，

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孩子的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越好。这两者可能都是因为母亲

外出务工引起的收入效应，对于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来说，他们可能了解更多科

学养育的知识或是对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待，因此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助于为婴幼儿创

造更好的早期成长环境 （Ｂｒａｄｌｅｙ＆Ｃｏｒｗｙｎ，２００２；Ｌｉｐｉ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

表４　母亲外出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认知发展得分 语言发展得分 运动发展得分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

母亲外出
－０１０９ －０２０３ －０１６２ ５９４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９） （４４６６）

婴幼儿年龄母亲外出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５７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１３７）

母亲外出
－０１２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８ －１１９８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７） （２５２６）

婴幼儿早产母亲外出
０３７３ ０２２０ ０３５０ ２３９６７

（０２３０） （０１９１） （０２１２） （８８０６）

母亲外出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５ ０３８６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４） （３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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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认知发展得分 语言发展得分 运动发展得分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

母亲生育年龄母亲外出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９５ －１３９５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７） （３７４９）

母亲外出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０３ －１０２６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８） （２８９０）

母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外出
０３５８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９ －２４１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８） （０１２１） （５１８２）

母亲外出
－０１９６ －０１９０ －０１８２ －１０１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８０） （２９１４）

父亲受教育水平母亲外出
０３４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６７ －２３７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２７） （５３７９）

母亲外出
－０１９５ －０２７１ －０１０５ －８６１５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２） （３１７５）

父亲外出母亲外出
０１３８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３１８５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４） （０１０４） （３４４３）

母亲外出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９ －０１０３ －６４６９

（００７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５） （２６５２）

家庭资产母亲外出
０１０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６ ４１８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５３） （１７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
系数在此不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机制

如前文分析，母亲外出务工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可能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陪

伴效应两个方面共同作用，且收入效应和陪伴效应在个体不同年龄阶段可能发挥的作

用不同。因此，本文使用个体层面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母亲外出通过哪个途径

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主要从收入效应和陪伴效应两个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

母亲外出对家庭养育环境、管教行为和时间投入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母亲外出对家庭养育环境的影响方面，如表５所示，母亲外出对家庭养育环

境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母亲外出会显著降低玩具来源和种类的多样性，减

少照养人与婴幼儿互动游戏的种类，同时母亲外出的家庭拥有的书籍、报纸和杂志的数

量和种类均会减少。因此，可以推论农村家庭并没有改善子女的早期成长环境，反而因

为主要照养人的改变，导致婴幼儿缺乏丰富多样的早期互动游戏。可能对农村家庭来说，

没有为婴幼儿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主要是因为缺乏对婴幼儿早期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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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获得科学养育知识和方法的途径，而经济条件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其次，母亲外出并没有改善婴幼儿早期养育环境，那么母亲外出对照养人养育行

为的影响又如何呢？从表５的第二类管教行为分析可以看出，相较于母亲未外出的家

庭，母亲外出的家庭管教行为更加消极，母亲外出家庭出现提高声调或者吼孩子这类

行为的频率更高，打屁股行为发生率高出３１％，拿走玩具的比例也高出４０％。白钰

等 （２０１９）研究发现消极的管教行为可能会引起婴幼儿早期发展滞后风险，特别是婴

幼儿的认知和语言发展滞后风险，因此，母亲外出导致管教行为消极可能是影响婴幼

儿早期发展的途径之一。

表５　母亲外出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的作用机制

第一类：

家庭养育环境

家庭中游戏材料

来源多样性

家庭游戏材料

种类多样性

照养人过去三天与婴

幼儿互动游戏的种类

家庭拥有

书籍的数量

家庭拥有报纸或

杂志的种类

母亲外出
－０３７１ －０６０３ －０７６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２）

第二类：

管教行为

提高声调

或者吼孩子
打屁股

拿走玩具或者

其他孩子想要的东西

使用限定时间

终止孩子正在

做的事情的方式

向孩子解释

为什么其行为

不适当的原因

母亲外出
０．１３０

（０．０２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０）

第三类：

时间投入

昨天是否给

孩子讲故事书

昨天是否用玩具

和孩子一起玩游戏

昨天是否

教孩子唱儿歌

平均而言，孩子

每天看电视（包

括手机视频等）

的时间（分钟）

平均而言，

孩子每天

独自玩的

时间（分钟）

母亲外出
－００４１ －００８４ －０１５６ １３５２４ ０１９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９） （４７０４） （５８１９）
样本量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８ ４０９８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
系数在此不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第三，在时间投入方面，假设随着母亲的外出，婴幼儿主要照养人角色从母亲转

变为祖父母，两者对孩子的关注点和投入时间等多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由此会对婴幼儿

早期发展造成影响。根据表５第三类时间投入的结果显示，母亲和祖母等其他类型照养人

在时间投入方面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在给子女读故事方面，母亲外出家庭比未外出家庭

少４１％，用玩具和孩子一起玩游戏的比例少８４％，与孩子一起唱儿歌的比例少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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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幼儿独处时间方面，由于母亲外出，婴幼儿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增加１３分钟。这一结

果与目前已有的研究结论一致，母亲和祖父母与孩子互动活动的投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祖父母更容易忽略对孩子情感的回应，缺少有效陪伴婴幼儿的时间，而这些都是婴幼儿

早期发展的风险因素 （Ｙｕ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７；何守森等，２００６）。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那些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但是仍

有可能因为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影响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具体到本研究，估计结果有

效的前提是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母亲外出家庭的婴幼儿在各期的发展水平变化趋

势与母亲未外出家庭的婴幼儿没有显著差异，满足该假设的情况下，才能说明婴幼儿的

早期发展变化是由母亲外出引起的。平行趋势分析主要使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模型，

结果如表６所示。可以发现，母亲外出和未外出家庭的婴幼儿的四种能力发展趋势均不存

在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本研究中反向因果和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偏误不太可

能对估计结果有效性造成影响。

表６　平行趋势检验

认知发展得分 语言发展得分 运动发展得分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

（１）母亲外出ｉ（ｔ＋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３４ －０１７０ －２６５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９） （５１３６）

（２）母亲外出ｉｔ
－０７８１ －１２２４ ０９７９ －３１０３５

（０８０６） （０６８０） （０７６７） （３５９０１）

样本量 ２０７９ ２０７９ ２０７９ ２０７９

　　注：回归模型中均控制婴幼儿和家庭层面特征的控制变量，与主回归控制变量一致，模型中考虑调研员固定效
应，并在村层面考虑聚类效应；、、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限于篇幅，其
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在此不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如前文所述，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项随机干预实验，有一半的样本婴幼儿接受

了早期干预，为了证明研究结论并未受到干预的影响，本文使用控制组样本分析了母亲

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来说明主结果的稳健性。如表７所示，列 （１）到列 （４）

是逐渐在模型中增加特征变量、滞后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分析结果。在控制组样本中，母

亲外出对婴幼儿语言能力和社会情感均有负面影响。这与表３的全样本分析的结论一

致，尤其母亲外出对婴幼儿社会情感发展得分的影响，控制组和全样本的差异不大。

在语言发展方面，母亲外出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但是对控制组婴幼儿影响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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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期发展的影响 （控制组样本）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ＤＶ ＦＥ

认知发展得分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２）

样本量 １７１４ １７１４ ８７３ １７１４

语言发展得分
－０１３３ －０１４８ －０１９５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７４） （０１０２）

样本量 １７１４ １７１４ ８７３ １７１４

运动发展得分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８９） （０１０５）

样本量 １７１４ １７１４ ８７３ １７１４

社会情感发展得分
－８０５３ －４５３１ －３７２９ －１２０９０

（３０３３） （２９８１） （３８３５） （４６１１）

样本量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８ １１０９ １９８８

各期二值变量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控制滞后变量 否 否 是 否

儿童层面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控制变量为表２中呈现的变量；
ＯＬＳ表示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ＬＤＶ表示模型中控制基线时婴幼儿发展水平；ＦＥ表示个体固定效
应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养育未来项目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和建议

对婴幼儿来说，在农村照养人未充分认识婴幼儿早期发展重要性和掌握科学养育

知识的情况下，由于婴幼儿早期发展过程中母亲角色的重要性，母亲外出对婴幼儿早

期发展具有显著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婴幼儿的语言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方面。母亲外

出并没有改善家庭游戏材料来源和种类的多样性，反而由于陪伴缺失对婴幼儿早期发

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农村家长普遍缺乏对早期阅读重要性的认识和科学养育知识，

即使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对婴幼儿早期的投资往往更多体现在吃穿方面，忽略适

合婴幼儿发展的早期阅读绘本和玩具，并且没有意识使用玩具和绘本与婴幼儿互动

活动。

母亲外出后，一般孩子主要照养人的角色由祖父母承担。祖辈与母亲无论在养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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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还是对子女教育期望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其养育行为的不同。

母亲外出会增加不恰当管教行为的发生率，也会减少家庭对婴幼儿的时间投入，而这

些都是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整体上，母亲外出对婴幼儿的语言和社会情

感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改善中国农村地区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婴幼儿早期教育纳入国家公共服务提供范畴。在各地卫

生健康部门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婴幼儿主要照养人的养育知识培训。贫困农村地区婴

幼儿普遍缺乏良好的家庭经济背景和社会服务，即便家庭经济条件足以承担早期教育

费用，也由于缺乏意识或者提供科学早期服务的机构而错过早期发展的机会窗口。第

二，引导地方产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女性外出务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家庭负担，减少贫困，但是同时会影响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

奖励、减税等形式引导地方产业增加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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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ｋｉｌ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ｍｏｎｔｈｌｙａｇ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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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ｓａｎｄｔｏｄｄｌｅｒｓｗｈｏｓｅｐａｒ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ｎａ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ｌａｙｉｎ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ａｌｌｓｆｏｒｍｏｒ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ｐｕｔ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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