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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偏远山区由于自然环境所限，人们的生活较为穷苦，再加上重男轻女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及城乡生活的巨

大反差，使得生活在山区的妇女不甘于过山区清贫落后的生活。面对城市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走进山区和走出山区的妇女都

变得失去了自我，选择离开山区，离开丈夫和孩子。女人的离去，使不少男人忘掉责任和担当，选择逃避，致使家庭破碎，孩

子留守。因此，每个人在选择生活时，就要想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他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只有这样，他才能

过上幸福的生活，选择远离山区、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也许是快乐的，但未必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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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偏远山区农村妇女的生活选择
—兼论留守儿童的现实成因

◎高志奇

延安的地形沟壑林立，虽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

会的文明进步已经使现在的延安与过去的延安有了天壤

之别，但是延安由于特殊的地域限制，尤其是远离城市

的山区由于没有发展经济的条件，再加上交通不便，致

使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生活穷苦。穷苦的生活带来的不

仅是物质上的困苦，而且使人变得愚昧、自私和无知。

生活在延安偏远山区的妇女，由于山区的穷苦生活与外

面的花花世界形成了巨大反差，在面对外面世界的诱惑

时，使不少妇女失去了判断力，忘记了自己应该承担的

责任。面对家庭、丈夫和孩子，她们依然坚持自己决绝

的选择，离开家庭，抛夫弃子。这种情况在延安偏远山

区越来越多，很多留守儿童即是这样产生的。物质贫困

虽然可怕，但远没有精神贫困可怕，远没有丧失责任心

可怕，而如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不是扶贫行动能

够有效解决的。

一、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

对于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人来讲，物质贫困是肯定

的，因为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所限，他们难以找到致富

的途径，再加上年轻人都走出山区，在外面打工谋生，



主题论文 社会福利

33
2019.1

CHINASOCIALWELFARE

山区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群体，根本没有人能领导大

家致富，只能是听天由命，过一天算一天。在这种情形

下，生活在山区的人，甚至都丧失掉了基本的斗志，不

仅在物质上是贫困的，就连精神上也变得颓废，精神贫

困问题日趋严重化。“精神贫困是指因种种发展障碍和

制约因素造成的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素质、

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

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

状态，是一个主要反映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

畴。”[1]延安偏远山区生活的人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状

态，物质贫困导致精神贫困，因为精神贫困所以物质贫

困，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形成恶性循环。传统的农村

人，尤其是生活在山区的人，一般都纯洁、朴实、善

良，当地的民风也比较淳朴。这与传统农村人的本性是

有关系的，更是城乡二元分割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因为城乡二元分割，再加上交通不便，生活在山区的人

是轻易不会走出山区的，他们一般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也不会受外面世界的负面影响。

然而，社会的快速发展，已不可能将山区与外面

的世界完全隔离，生活在山区的人开始走出山区，走向

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灯红酒绿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

活，山区穷困的生活不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有

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所以，山区稍微有点志向的青年

人都不再甘于山区的穷苦生活，而是拼命向外跑，希望

留在外面，脱离贫困。生活在山区的女青年到了城市，

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生活的山区，

致使山区不少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即便是已经结婚的妇

女因为禁不住诱惑，也有不少人选择抛夫弃子，到外面

生活。可以说，山区大量妇女的流失是山区没有活力的

直接原因。对于走出山区的男青年来讲，由于当地的女

青年不愿生活在山区，能走的都走了，在当地娶媳妇已经

是一种奢望，为了解决婚姻问题，他们主要靠哄骗方式，

暂时骗取外地女青年的信任，等结婚生子之后再说。这些

被骗到山区的女人结婚生子后，发现山区的生活太艰苦，

于是就选择逃离山区或离婚以结束自己痛苦的生活。媳妇

离家出走或离婚，使山区的男青年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也

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要么自生自灭，要么选择出去打工，

不回老家。因此，延安偏远山区的贫困是物质贫困与精

神贫困并存，精神贫困问题更加突出。

二、走进山区妇女的哀伤与走出山区妇女的困惑

延安偏远山区的妇女可以简单分为两大类，一类是

当地的妇女，一类是山外的妇女。山外的妇女因为各种

原因，不小心走进了山区，由于山区的生活离她们想要

的生活相距甚远，所以对她们来讲，走进山区是自己最

大的不幸。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山区的妇女也不例

外，但是走进山区后再走出来，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

有良心的谴责，因为这些走进山区的妇女都在当地结婚

生子，要离开山区，首先做要的事情便是抛夫弃子。人

都有善良的一面，即便是没有良心的人，在面对自己的

孩子时，也应该还保留有一点良知，对于女人来讲，可

能没有什么能比自己的孩子更加重要。所以，选择走出

山区，抛夫弃子，对她们来讲，一定经受了严酷的精神

折磨。现实终究是残酷的，这些山区的女人依然还是狠

下心来，走出了山区，无论外面的生活是美好的，还是

一种假象的美好，她们都义无反顾地走了，有些再也没

有回来过。在她们看来，走出山区，就意味着脱离了愚

昧，脱离了贫困，山区虽然有良好的生活环境，虽然有

青山绿水，但是山区没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丰富

多彩的生活，山区的生活单调得让人发困，让人窒息。

在山区待不了几天，她们就特别怀念她们曾经生活的城

市生活。去追求新的生活，还是待在山区生活，她们最

终选择了逃离山区，即便她们的选择不能带给她们幸

福，但至少还有短暂的快乐。

山区的女人，见识少，受教育程度低，有些是自

己走出山区打工，有些是和老公孩子一起出来，老公打

工，孩子上学，自己给老公孩子做饭。本来这样的生

活是不错的，甚至是比较幸福的生活。但是这些女人由

于在城里没有事情可做，基本整日清闲，只能选择摇微

信，聊QQ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与陌生人聊天的过程中，

由于好奇心、愚昧和无知，由于良心的泯灭，也由于外

面世界的诱惑，不少妇女就选择了抛夫弃子，与人私

奔。如果山区的这些家庭没有走出山区，还是继续生活

在山区，可能他们的穷苦日子依旧，但是他们至少是一

家团圆，享受着天伦之乐，但是山区的日子过于穷困，

教育条件落后，他们想改变自己的生活，至少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不要让孩子再生活在山区。

他们美好的生活愿望是没有错的，但是愿望的实现需要

付出和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生活的挑战和困难。走出

山区的妇女在面对未来生活的选择时，她们失去了理

智，在灯红酒绿面前，她们失去了自我，忘记了自己应

承担的责任，忘记了女儿、媳妇、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为了所谓的美好生活，她们离开了现在的家庭。对她们

来讲，外面的诱惑太多，她们也需要美好的生活，所以

她们选择离家出走或离婚以结束她们的不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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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离山区不负责任的终极选择与留守儿童的产生

在大多数人看来，留守儿童主要是因为父母外出打

工，将孩子留在家中，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临

时照看而产生的。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及城市相对较多

的工作机会，很多偏远山区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使得

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留守儿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事

实上，对于留守儿童，不能一概而论，延安偏远山区的

不少留守儿童并不完全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当

然父母外出打工是产生留守儿童的直接因素，但却不是

根本原因。根据目前的调查，延安偏远山区不少留守儿

童可能会面临一直留守，直至成人。之所以这样讲，是

因为不少留守儿童的母亲不是打工在外，而是因为山区

太过穷苦，或选择与人私奔，或已经离婚另嫁他人。在

农村人来看，女人是家，当女人不在家时，大家的心都

不会安宁下来，所以当男人的妻子离开家时，不少男人

也忘却了自己的责任，他们选择外出打工，有的情况好

些，可能自己衣食无忧，有的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无论怎样，这些家庭的男人和女人都做出了一个不负责

任的选择，那就是逃离山区，过自己的生活。父母不负

责任地逃离山区，使有些孩子甚至都变成了活生生的孤

儿，尽管父母健在，但是父母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

而且这些逃离山区的父母也不管孩子的生存、生活、学

习等问题。在与某小学校长交谈时，由于没人管孩子，

学生到吃饭时没有钱，但是学校又不能不让学生吃饭，

就只能暂时记账，可是学校没有多少钱，也垫付不起，

而且这个账到时候找谁要都是问题。

从本质来讲，留守儿童之所以会产生，还是由于

当地经济太过贫困，这些生活在山区的农村青年为了改

善自己的生活而选择外出打工，但是这些农村青年到了

城市，由于自身条件和思维的局限性，在面对城市的生

活时，失去了自我，无法做出正确和负责任的选择，尤

其是农村年轻妇女，禁不住城市生活和他人诱惑，选择

离开家庭、丈夫和孩子。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从外

面带到山里的女人来讲，她们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要

让她们一辈子生活在山区，还不如结束自己的生命，所

以虽然山区的生态好，但是它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天壤

之别，在她们看来，山区和城市是一个社会的两极。山

区男青年娶媳妇难主要是由于地域限制导致的，而拐卖

妇女儿童的现象也容易发生在这些地方，所以偏远山区

代表的不仅仅是贫穷，更是愚昧和落后。等山区的这些

留守儿童成人后，他们的性格、心理、人格可能多多少

少都会有点问题。也就是说，偏远山区未来的发展该何

去何从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偏远山区不能发

展，那么这些孩子将来长大，他们的孩子可能还要面临

留守问题，这些男青年也会面临妻子逃离山区或离婚的

问题。

四、男女性别比失衡与贫富差距拉大并存

对于延安的偏远山区来讲，人们的性别观念依然

是重男轻女，所以男女性别比失衡在延安的偏远山区是

比较严重的。本身偏远山区的男人娶媳妇就比较难，再

加上思想观念影响，使得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成为影

响这些人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农村男青年的婚姻面临

两个大问题：一是成本高，二是守不住。所谓成本高，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男女性别比失衡，男多女

少，女人变成了稀缺资源，家里在给女儿选择婆家时，

肯定会选择家庭条件较好的，能好则好，而家里相对穷

困的则娶不起媳妇；二是由于性别比失衡，再加上农村

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作祟，出嫁女儿就变成了将女儿变

成商品出售，甚至不管其他条件，比如女婿的条件，只

要家里给钱就行，谁家给的多，就嫁给谁家，这明显体

现出男女性别不平等。婚姻守不住的原因也有两个：一

是山区毕竟穷，就算条件好的家庭能娶到媳妇，但由于

与外面相比，尤其是与城市相比，再好的农村家庭也没

法比，这些女人一旦走出山区，就会有很大的落差感，

她们会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失望，对未来看不到希

望，甚至是绝望。所以，这些生活在山区的妇女，一旦

有机会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山区，选择城市生活。

山区穷困和农村男女性别比失衡是山区留不住女人

的内因，除了这个内因之外，还有外因，这个外因就是

山区与山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城市快速的发

展与偏远山区的落后二者并存。城市里的人稍微引诱一

下刚刚走出山区的农村妇女，她们就会变得忘乎所以，

有些选择嫁给城里人或生活在城里的人，有些成为某些

人的情妇，有些甚至还有可能被人贩拐卖。因此，男女

性别比失衡，使山区女人变成了商品，而贫富差距的拉

大使她们不甘于生活在山区，盲目选择离开山区，另嫁

他人，甚至成为别人的情妇。就算山区男女性别比不失

衡，或者是女的比男的多很多，山区依然无法留住这些

年轻妇女，现在的通信设备比较发达，又有了走出山区

的条件，她们一直生活在山区倒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

当她们一旦走出山区就不会再走回头路，目前山区留守

儿童越发严重的不争事实就是证明。要改变山区穷困的

面貌，一是要依托山区优势，发展经济，但是对延安的

偏远山区来讲，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良好的生态，没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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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发展经济的途径，所以这条道路目前还走不通，二是

移民搬迁，移民搬迁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但是移民搬

迁不仅要搬人，还要考虑他们今后的生活问题。农民走

到哪里都离不开土地，没有土地，他们没有办法生存，

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讲，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在城市难

以立足；再者，农民大多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自己生

活的地方，哪怕这些地方是穷山恶水。另外，现行的一

些移民搬迁政策本身就存在误区，只考虑给农民在城里

修建楼房，而没有认真考虑他们今后的生计问题，所以

城市楼房虽然是给农民修建的，但是农民不愿买，也买

不起，没有办法就将移民安置房又卖给城里人。因此，

延安山区的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五、亲情缺失与留守儿童的出路

延安山区妇女选择离开山区，致使大量留守儿童

产生，这些孩子不仅要面临经济上的困难，更要面临亲

情的缺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较小的孩子，如一二

年级的学生只要能吃饱喝足，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没有

父母在身边，他们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大一些的

孩子，如五六年级的孩子，他们的问题相对要严重，因

为他们长期缺乏约束和管教，容易打架斗殴，而且打架

出手比较狠毒，因为没有人管，就算是把谁家孩子打

了，因为父母不在，家庭穷困，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好办

法。留守儿童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亲情缺失，亲情缺失，

不仅把这些孩子变得敏感，而且变得无情与自私，要真

正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就得让他们的父母，尤其是母

亲回到孩子身边，但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也是解决不

了的。山区孩子的母亲现在去了哪里，基本无人知道，

也许就在跟前，也许去了很远的地方。从目前了解到的

情况看，留守儿童的母亲大多数已不在孩子跟前，有个

别在孩子跟前的，由于选择了另嫁他人，对之前的孩子

已不管不问。在与山区某校的校领导交谈时，校长就说

到：“一个孩子的母亲嫁给了另一个人，两个孩子都在

他们学校上学，母亲只管现在的孩子，对之前生的孩

子置之不理，与陌生人无异，好像跟自己没有任何关

系。”因此，父母责任的缺失，应该才是留守儿童产生

的主要原因。

留守儿童的出路将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但却是一件难以解决的问题，经济穷困可以扶

助，但是精神穷困，尤其是父母已经丧失掉对孩子的

爱，不愿承担作为孩子父母的责任，这种问题该采取什

么办法解决呢？就算国家通过强制措施，让父母承担他

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去了哪里都没

有人知道准确的地方，甚至是孩子的爷爷奶奶也未必清

楚。妻子离婚或离家出走，使男人也变得自私狭隘，在

和一个孩子的奶奶交谈时，奶奶哭诉道：“孩子母亲跟

人跑了，孩子的父亲已经出去打工五六年了，再也没有

回来过，也没有给孩子寄过钱或物。”此情此景，我们

又该埋怨谁，是埋怨穷山恶水的环境，还是孩子的母亲

不负责任，抑或是孩子的父亲没有担当。时下农村的这

些青年没有主见，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越来越多，即

便不是生活于穷山恶水的山区，由于男人没有担当不负

责任，而女人又禁不住城市生活诱惑，也照样会使家庭

解体，孩子无人看管。有些孩子由爷爷奶奶临时看管，

有些由其他亲属临时照看，还有些孩子爷爷奶奶已经去

世，父母又跑得不知去向，这些孩子将何去何从将是一

个非常大的问题。对于选择离开山区的妇女来讲，她们

现在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还没有抛

夫弃子的愧疚感，但是孩子是她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如何，多少要尽一份母亲的责任。所以，妇女解

放，对当下山区的妇女来讲，是解脱，还是悲哀，无论

如何，她们都将受人谴责，要么没心没肺活，要么内

心流着苦楚的泪水。对于那些失去妻子就选择逃避责任

的男人来讲，因为他们没有担当和责任心，女人选择离

开是迟早的事情，孩子已经没有了母亲，不能再失去父

亲，所以回家照顾孩子，赡养父母才是一个男人应有的

担当。因此，每个人在选择生活时，就要想好应该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他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只有

这样，他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选择远离山区与人私奔

或另嫁他人的妇女，也许暂时是快乐的，但未必是幸 
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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