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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

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基于家庭教育的视角

□ 郁琴芳

[ 摘  要 ]  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的现状表现在：生活卫生习惯成了流动人口子

女适应城市生活的最初挑战，不良的学习习惯成了流动人口子女适应城市学习的绊脚石，

礼仪习惯上的“散漫”严重影响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城市、做城市的新移民。存在的问题有：

缺乏明晰的培养目标，缺少全面的内容认知，欠缺正确的培养方法，匮乏有效的监督评价。

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现实生活与思想认识的错位，思想观念与

行为方式的偏差，以及学校指导和社会组织的缺位。对此，需要做到：榜样示范，重视

并实践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把握关键，创新开展以文明习惯为主题的家庭教

育指导；整合资源，形成文明习惯养成的社会合力。

[ 关键词 ]  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家庭教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的

大力推进，近年来在上海市工作生活的外来

流动人口日益增多。

城市流动人口的子女很多与他们的父

母生活在上海这一大都市中。至 2014 年，

外来农民工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

一起在沪生活学习的占 35.0%，平均年龄为

10.3 岁。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占

66.3%，就读民办学校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占

33.7%。分阶段看，就读公办学校的学生中

小学阶段占 61.3%，初中阶段占 83.3%，高

中阶段占 75.0%[1]。这些流动人口的第二代，

面对不同于以往的生活环境以及身处的特殊

城市空间，学习与生活存在诸多的挑战与问

题。对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者来说，城市流

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是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的现状

笔者曾在“十二五”期间主持过上海市

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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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现状与指导”，对上海市市区、近郊、

远郊等十多所招收流动人口子女较多的学校

教师访谈后发现，流动人口子女身上最集中

的三类不良行为习惯是学习习惯、生活卫生

习惯和礼仪习惯，而且这些方面的表现与上

海本地学生相比有一定的差距。2014 年教育

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

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特大城

市要结合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控制目标和教

育承载能力，稳步有序地安排符合条件的随

迁子女就学”[2]。上海市教委开始将公办学校

入学条件与居住证政策挂钩，提高了随迁子

女的入学门槛。相比十多年前，近两年笔者

对相关学校调研发现，流动人口子女在三类

行为习惯表现上顽疾固在，还呈现出一些新

特点。

1. 生活卫生习惯成了流动人口子女适应

城市生活的最初挑战

许多教师反映，与上海本地学生相比，

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子女在个人生活卫生方面

表现很“扎眼”，例如：脏兮兮的衣服、油

油腻腻的头发、又长又黑的指甲、拖着的鼻

涕……令不少教师和同学“退避三舍”。据

了解，有一个在家长的生活习惯影响下长期

不洗澡的孩子，浑身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招

致同学的反感。这点进一步在上海市普陀区

某幼儿园小班孩子父母生活习惯调查中得到

了印证：全园 3% 的父母认为“孩子不一定需

要经常洗头洗澡剪指甲”，11% 的父母认为

“孩子不一定需要养成早晚刷牙的习惯”[3]。

没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肯定不利于流动

人口子女自身的卫生和身体健康，更为重要

的是，长久下去必然会对与同学的关系产生

不利影响，处理不好还可能使他们产生自卑 

心理。

2. 不良的学习习惯成了流动人口子女适

应城市学习的绊脚石

流动人口子女中的绝大多数的适龄儿童

进入城市公办学校读书。对于这些“读书郎”

而言，城市生活除了吃喝拉撒、与父母朝夕

相处之外，占据他们生活重心的是学校的学

习。但他们的学习状况大多不尽如人意，公

办学校的教师在谈到农民工子女的学习状况

时，大多是“愁眉不展”。例如杨浦区某初中

张老师就大倒苦水：“开学初的语文、数学、

英语的摸底考试后，同事的牢骚就排山倒海

地来了，‘小张你看，你们班的数学平均分

要比其他两个班低 8 分左右，这个成绩也太

差了哦’，‘英语学科的平均分只有18.5 分，

与其他班级的平均分相差近 60 分’。”

流动人口子女的学习习惯不良有诸多表

现，尤其反映在作业习惯和课堂习惯上。调

查发现，分别有 21.0%、18.9% 的农民工子

女认为与教师在作业和课堂纪律方面发生冲

突较多，处在第一、第二位 [4]。作业对于学生、

教师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有利于学生对知识

加深理解、消化巩固，也有利于教师及时掌

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按时、按量、高质完成

教师布置的作业是学生必须养成的良好学习

习惯。但流动人口子女作业拖拉、作业马虎、

作业不写、同学代写的情况比比皆是，令教

师“头痛不已”。松江区某英语教师就碰到

一个经常不交英语作业的学生，与他发生了

冲突和矛盾：“希望他能放学后把作业补完

再回家，结果站着不动不理老师的要求……

顺势一边躺在地上打滚一边大哭起来。”

3. 礼仪习惯上的“散漫”严重影响流动

人口子女顺利融入城市

“见面打招呼，临别说再见，得到帮助

说谢谢，做了不恰当的事说对不起，举止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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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有礼……”，这些看似简单的常规礼仪

和行为规范要求对很多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做

到非常难。

处于社会化关键时期的流动人口学生，

多数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要学会适应城市

生活，首先就是要学会自我控制，遵守学校、

集体的规范，其次要遵守社会规范和城市规

则，这关系到他们学业的顺利进行和身心的

健康发展。

二、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存在的问题

习惯养成非一时一日之结果，背后有流

动人口子女家庭和家长长期的影响和作用力。

笔者认为，家庭在培养子女良好习惯方面存

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缺乏明晰的培养目标

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是否

有效有赖于家长能否树立明确、清晰、合理

的培养目标。观念与行为、目标与行动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明确的目标才能更

好地让行动有正确的方向，模糊不清的目标

则会使行动的方向产生偏差。如果流动人口

家长对子女文明习惯培养的方向存在相当的

不确定性，势必影响其子女文明习惯培养的

效果。

“城市化进程中新上海人家庭教育现状

与指导”课题组曾对上海市九个区的 1464 名

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做过家庭教育现状调查。

调查表明，城市流动人口中相当多的家长关

注孩子“成才”比“成人”多。比如受访家长

中有 30.0% 认同孩子“小时学文化，长大学

做人”，选择“不清楚”的占3.4%；对于 “树

大自然直，应该让孩子自由成长”这一观点，

选择“不清楚”的占 1.5%，选择“同意”的

则有 29.6%[5]。笔者 2017 年在上海市闵行区

某九年一贯制学校调研时也发现，少部分家

长不仅没有认识到习惯养成的重要性，而且

片面地把孩子成才、有出息简单化为学习成

绩好。

流动人口家长对于要把孩子培养成具有

哪些文明习惯的人，对于要把孩子的文明习

惯养成到什么程度，缺乏清晰、明确和准确

的定位。更多时候，家长充当起“甩手掌柜”，

把培养孩子文明习惯的重任丢给学校。在客

观上，有些家长或者迫于生存压力，无暇顾

及孩子，或者限于文化水平不高，无力教育

孩子；在主观上，有些家长认为学校教师反

映子女身上的文明习惯问题是“小题大做”，

等孩子大了自然就讲文明有礼貌了。

2．缺少全面的内容认知

全面的文明习惯培养的内容体系，是养

成健全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的必要

条件。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家长如果不了解、

不清楚全方位的文明习惯培养内容，就谈不

上全面地培养其子女的文明习惯。目前有不

少城市流动人口家长并不清楚文明习惯的内

容是什么，也没有去思考如何全面地培养子

女的文明习惯。

可以说，城市流动人口家长对子女文明

习惯的培养基本上处于自发状态，他们不太

清楚“需要培养子女的哪些文明习惯，在什

么时候培养哪些相应的文明习惯”等问题。

例如，很多来沪务工人员的家庭，或多或少

保留着长久以来形成的、随意散漫乡村生活

卫生习惯，他们很有可能在生活垃圾处理方

面与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要求有一定的差距。

要让他们及其子女养成不乱扔垃圾、见脏就

除的好习惯，就需要给家长和孩子宣传有关

垃圾的科学知识，让他们懂得分类处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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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以及垃圾如何分类、分类处理垃

圾的注意点等科学知识。

3．欠缺正确的培养方法

正确的文明习惯培养方法是实现城市流

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的有效工具，是提

高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有效性的

重要条件。在上海市城市流动人口家长中，

相当部分家长都不重视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

他们对于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要么想起来说

几句，要么完全放任自流。即便是在那些比

较重视子女文明习惯培养的家长当中，培养

方法也比较单一，相当多数的家长都以说教

为主，有的家长甚至用粗暴的方法强制性地

要求孩子养成文明习惯。

以学生不做作业这一不良学习习惯来说。

2017 年，笔者在宝山区某小学调研时，语文

和数学老师座谈时反映：“我们把家长请到学

校，希望家长晚上能多抽点儿时间督促孩子写

作业，以及经常地检查一下孩子的作业，但收

效甚微，很多孩子作业不做依然如故。原因在

于，家长在与老师交流完回到家后用‘教训’

代替了教育，对孩子非打即骂，他们觉得自己

打了、骂了就是教育了，孩子一旦怕了就会自

觉地去做作业。”用这样的方式方法来让孩子

养成良好的做作业习惯，不仅没有效果，还会

带来更多的负作用：孩子挨骂或被打后，心里

有满腹的委屈，这种委屈最终转化成对家长、

老师的怨恨，对学习的反感。

很多时候，家长忘记了文明习惯的培养

最重要的方法—言传身教。就像访谈时有

家长说的心里话，他们有时能够意识到家长

的表率作用，但在不同的场合下，有时还会

为自己不文明的行为开脱和找理由，让孩子

看到家长表里不一的行为举动，更造成认识

上的模糊和错位。

4．有效的监督评价匮乏

合理适当地对文明习惯培养的全过程进

行监督与评价，是确保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

明习惯培养落到实处的保障性因素。现在，

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大多数时候是学

校“剃头担子一头热”，流动人口家庭很少

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其文明习惯的培

养是否落到实处很难得到及时反馈，学校也

很难及时了解到其培养目标、内容、方法等

方面是否发生偏差。

实际上，当前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

习惯培养的监督管理，不仅缺少外部力量对

家长在子女文明习惯培养上的监督管理，也

缺乏家长对子女在文明习惯养成上的监督 

管理。

三、城市流动人口子女 

文明习惯培养问题原因分析

造成家长在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

培养上存在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冲突

城市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的

农村，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在很大程

度上与乡村文化保持着内在的一致。在家庭

生活及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来自农村的家长

会很自然地遵循乡村文化的规则。这样，他

们在培养子女文明习惯的时候，很可能自觉

不自觉地用乡村文化的要求来衡量。而实际

情况却是他们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不能适应

大都市生活的要求，原先要求子女养成的习

惯也适应不了大都市生活的要求。

2．现实生活与思想认识的错位

与大多数城市居民一样，很多城市流动

人口中的家长认识到培养子女文明习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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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也试图在培养子女文明习惯的过程中

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

种情况又使得他们的认识与行为存在一定程

度的脱节。

比方说，调查中有一个家长对“当这块

地方特脏，恰巧您手里有垃圾要扔，您是扔

还是不扔”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我以

前真扔过，还不止一次。我当时就这么想：

谁让这地方没垃圾桶，我总不能一直攥在手

里吧，脏兮兮的多难受，再说这本来脏乱差

的地方更不用顾忌什么。如果这里是五星级

的高级酒店，那雪白的桌巾，那整洁的地面，

你请我扔我还不忍心扔呢，大家说是吗？要

怨就怨这地方太脏，能怨我吗？”分析这段话，

我们可以说这个家长的思想认识水平还有待

提高，但也不能否认现实中许多城市流动人

口生活的环境对于养成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

文明习惯是相当不利的。

3．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偏差

相当多的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家长对文

明习惯的培养不重视，对文明习惯的培养

也存在不少的误解。在他们看来，决定孩

子将来发展的砝码是学习成绩，文明习惯

又不能当饭吃，没有必要花力气去培养。他

们认为，虽然不能说文明习惯一无是处，文

明习惯对于孩子来说可有可无，但是文明

习惯不需要专门去培养，随着孩子的长大

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例如，调查中有的家长

说：“只要孩子成绩好，其他方面的表现如

果不出格、过得去我也就基本不过问了。我

想随着年龄增长，很多道理他自然就会明 

白的。”

4．学校指导和社会组织的缺位

育人是学校的主旨，面对流动人口子女

习惯养成方面的不足，学校会着力解决学生

的习惯培养问题。但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

习惯培养的家庭教育指导并没有被放在十分

重要的位置。上海市虹口区柳营路小学在着

力培养学生习惯的过程中，发现两大问题：

第一，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有较大的反复性，

尤其是寒暑假后回到学校，许多学生原本养

成的良好行为习惯会有所松懈；第二，学生

在校行为习惯得到了较大改善，表现良好，

但回到家中，不良习惯依然顽固。所以，习惯

养成教育需要从校内延伸到校外，需要学校

对家庭的指导，以形成家校的协同培养。

各种社会组织在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

习惯培养方面的介入力量，似乎显得微乎其

微。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家长本身对子女文明

习惯的培养就不怎么重视，也缺乏正确的方

法，再加上外在指导和帮助的缺位很容易导

致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方面产生

种种不如人意的问题。

四、城市流动人口子女 

文明习惯培养的对策与建议

1. 榜样示范，重视并实践流动人口子女

文明习惯的培养

家长要高度重视对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

认识到这关乎子女素质的全面发展、今后成

为什么样的人、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

家长不仅要有意识，更要有方法。上海市嘉

定区某学校 2016 年对全校的流动人口家长做

了调查，发现只有 64.4% 的家长是通过“言

传身教”对孩子进行礼仪教育的；20.1% 的

家长“非常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礼仪表现”，

66.4% 的家长“注意自己在孩子面前的礼仪

表现”，12% 的家长“偶尔注意自己在孩子面

前的礼仪表现”，1.3% 的家长“从不注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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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孩子面前的礼仪表现”[6]。显然，家长注

意自己的榜样示范作用的意识不强、行为薄

弱。因此，家庭教育指导者要加强指导城市

流动人口中的家长用正确的方法培养子女良

好的文明习惯，要让家长明白，培养子女良

好的文明习惯，至少要做到耐心和榜样示范，

即对待孩子在文明习惯养成中某些不良行为

的反复要有耐心；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

子的文明习惯，学会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

用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为孩子树立榜样。

2. 把握关键，创新开展以文明习惯为主

题的家庭教育指导

在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文明习惯培养方面，

家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也是急需指导的。

学校和社区不仅要加强文明习惯培养的家庭

教育指导力度，更要在“遵循习惯培养的规律、

符合流动人口家长的特点”基础上，寻找有

效指导的切入点，创造性地开展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

（1）创新文明习惯培养中家庭教育指导

运行的载体

在培养儿童文明习惯方面，传统的家庭

教育指导一般的做法是：在家长学校的课程

中安排“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讲座内容，培训家

长关注孩子文明习惯的养成，同时教一些在

家庭中培养孩子文明习惯的方法。这样的指

导比较容易停留在“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

回去一动不动”的层面上，毕竟家长从观念

到行动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单单靠讲座和说

教就能够推动得了的。

对于子女文明习惯的培养，学校和社区

在对家长进行指导时，需要创新活动的载体，

帮助家长从理念上重视走到行动上实践。另

外，从习惯本身而言，习惯有几个特点：一

是简单，它是生活当中最基本的要素，养成

需要把简单做成不简单，即要用长久的坚持

做简单而又正确的事情；二是习惯不是先天

遗传的，而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习得的，因此

改掉不良的习惯、形成文明习惯需要长期、

反复的训练；三是习惯是可变的，要摈弃“江

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观念，即使是已经形

成的很牢固的不良习惯，只要经过较长时间

的强化训练和影响，也能发生改变；四是习

惯也有情境性，要让儿童在相同的情境下出

现相同反应，就需要教师和家长的协同、配

合教育。上海市虹口区柳营路小学做了很好

的尝试，它是一所 100% 招收“外来务工随迁

子女”的学校。学校根据家情、学情自编校

本绘本手册—《丫丫 81 个好习惯》，指导

家长共同引导学生养成“81 个好习惯”。

（2）抓住文明习惯培养中的家庭关键

人物

一方面，流动人口家庭大多来自中国农

村，受传统农村文化的影响，家庭分工大多

呈现“男主外、女主内”的特点；另一方面，

流动人口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在上海生存压

力巨大，很多父亲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责

任，因此，子女的教育、管理责任主要由母

亲承担。

显然，流动人口母亲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是从家庭地位来看，她们大多工作不稳定，

有的待业在家，有的做零工，收入低微。在

“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下，很多母亲家庭

地位相对较低，有时候她们说的话丈夫和孩

子都不肯听，有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孩子也会

看不起自己的母亲。二是从母亲的行为习惯

来看，与父亲相比，母亲照看和教育孩子的

时间更长，但她们能起到的榜样作用却非常

少，部分母亲比父亲文化素质低，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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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性强，行为不文明，粗话、脏话随口而

出，潜移默化中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学校

开展文明习惯养成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应

该牢牢抓住母亲这一关键人物，开发针对母

亲的指导内容和指导形式，以提升指导实效。

比如，上海市嘉定区曹王小学就根据流动人

口母亲的学习特点，组织教师研制了“流动

妈妈家庭教育指导手册”，通过简易图画、

故事表述等多种方式，将行为习惯要求以及

指导要点清楚呈现。在使用过程中，学校将

培训、记录、评价和表彰相结合，让母亲定

期到校学习，按时在家记录，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

3. 整合资源，形成文明习惯养成的社会 

合力

从家庭教育指导管理者角度，应该促成

学校、家庭和社区在文明习惯培养方面形成

合力，政府和社会要给“流动人口”这一特

殊群体的家庭文明习惯养成教育以一定的制

度保障和法律约束。比如，上海早在 1995 年

就由文明委发出《关于在全市开展“大家从

我做起、遵守‘七不’规范活动”的通知》，

从基本素质、基本行为规范入手提高市民素

质、城市文明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

的号召和要求需要逐步条文化、制度化、法

律化，并能够细化出台全面的家庭文明习惯

培养的指导方案，给学校、社区等具体的机

构以制度和法律依据。

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组织管理机构的妇联

组织，应该更好地发挥传统工作优势，立足

家庭这一社会基本细胞，以创建学习型家庭

为切入点，强化宣传，搭建平台，开展各种

有效的活动。例如，以家庭礼仪和公共礼仪

为重点的“百万家庭行礼仪”主题实践活动、

“小手牵大手，朝着文明走”家庭学上网活

动等等，让流动人口的家庭文明在活动中感

悟、在感悟中培育、在培育中改变、在改变

中内化，促进孩子文明习惯的养成。

郁琴芳：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 

指导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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