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年第 6 期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No16 　2008
总第 236 期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um No1236

　　[收稿日期 ] 2008 - 09 - 16
　　[基金项目 ] 东北师范大学创新团队项目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建设”成果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7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

题 (DBA070067)
　　[作者简介 ] 张向葵 (1958 - ) ,女 ,黑龙江伊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附属幼儿学园园长 ,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王元 (1982 - ) ,女 ,吉林长春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研究】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 :建设与应用

张向葵 ,王　元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是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重大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项目。西方

一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而我国尚缺乏能够较全面反映儿童发展状况的大型数据资源 ,无

法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充分的支持。在对我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建设的现状、建设的意义进行探

讨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建设的目标与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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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是一个跨学

科、多领域的重大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项目。“儿

童”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宪章》和中国法律界定的

0 - 14 岁未成年人。“成长”是指儿童在时间维度

上的身心变化。“信息监测”是指对最新状况、历

史趋势和地域差异的反映。“平台”是指具有动态

性、开放性及共享性的数据服务系统。综观国内

外研究不难发现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国

民心理特征数据库建设 ,尤其是儿童发展状况数

据库的建设。例如 ,国际经合组织 (OECD) 的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 ( PISA) 和国际教育评价组织

(IEA ) 的第三次国际数学与科学测试项目

( TIMSS) 定期对学生的学业成就进行监测。而

美国的儿童早期纵向研究项目 ( ECL S) 则是通过

对固定批次儿童的长期追踪 ,反映美国儿童心理

发展状况 (包括认知和言语、情绪和社会性等) ,并

通过对环境变量的考查反映社会、学校和家庭环

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1 ] 。而我国尚缺乏能够较

全面反映儿童发展状况的大型数据资源[2 ]135 ,无

法为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提供充分的支持。为

此 ,本文就建设我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的现

状、意义及目标与构想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在未来

利用开放式网络信息平台为我国儿童事业方面的

政府决策提供年度咨询报告 ,为国内儿童研究人

员提供权威数据来源 ,为国内外儿童研究领域的

交流活动提供资料平台 ,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咨询

需求提供参考依据

一、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的现状

(一)缺乏系统的监测源

目前对于我国儿童成长信息的监测 ,大多限

于生理发育信息方面的监测 ,缺少对儿童成长的

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的监测 ,缺少对儿

童心智发育指标的监测。这就使得目前中国儿童

发展信息缺少系统性 ,零乱而分散 ,不能用数据进

行系统的寻因和追踪研究。比如 ,为现实儿童发

展提供科学依据 ,进行儿童身高、体重等生理发育

特点的监测 ,但是对这种生理发育特点的形成原

因及其对心理发育的未来影响难以进行详尽研

究 ,获得的数据只能停留在描述的水平 ,对现实的

指导性不大。

尽管我国政府每十年都会出台一部《中国儿

童发展规划纲要》[3 ] ,然而 ,上一轮《纲要》执行效

果如何 ? 当前儿童成长的主要问题何在 ? 下一轮

《纲要》的重点目标如何设置 ? 这些问题都需要系

统的科学调查做基础。迫于这种形势 ,我国急需

创建“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通过这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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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我们将以年度为单位 ,动态性地反映中国儿童

身心成长现状、历史变化趋势、地域和城乡差异、

问题与薄弱领域、环境和影响因素等系统的数据。

只有这样 ,我国儿童问题才能真正成为科学研究

中的重大问题 ,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

依据 ,才能成为走强国之路的重要保障。

(二)缺乏权威的监测机构

从可能收集到的儿童成长信息资料来看 ,多

数是某些商业部门、图书出版部门、教育培训机构

在进行市场调查时获得的数据。这就使得这种数

据的可靠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 ,有些社会学

研究中的调查由于没有注意某些概念的界定 ,获

得的数据难以进行区域比较得出儿童发展的整体

情况。例如 ,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方面的调查就

是这样。再如 ,对于儿童成长的学校环境中教师

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 ,有研究表明 ,教师心理不健

康的比例达到 60 % ,这似乎说明中国教师群体不

适合教育活动 ,因为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行为

特点会对学生造成深远的影响。可事实是不是这

样呢 ? 从某些调查的不一致数据看来 ,这方面的

信息可能存在误差 ,需要科学地界定心理不健康

的概念 ,用科学的调查工具重新进行普查 ,得出结

论。

因此 ,中国目前需要建立权威而专业的儿童

信息监测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

点 :一是能够科学地关注儿童 ,不受各种商业目的

的干扰 ,独立运行 ;二是潜心研究儿童 ,专注于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和成长环境的研究 ;三是立足服

务儿童 ,把儿童的健康发展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 ,

把儿童的健康发展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

来对待。

(三)缺乏连续的监测时间取样

尽管目前我国儿童成长监测信息有各种类

别 ,但在儿童成长环境信息和心智发展信息的监

测方面还缺乏时间取样的连续性。各研究集体为

了某一研究目的在某一时间范围内获取的信息资

料往往仅代表了某一时间段儿童发展的状况 ,这

种信息的获取往往没有下文。也就是说 ,这种时

间取样上的连续性缺乏 ,直接导致我国儿童发展

某些类别或领域信息不能展现儿童动态发展过

程 ,不能揭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对儿童教育和儿

童发展影响的规律和特征。

二、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建设的意义

鉴于上述我国儿童成长缺乏系统、权威及连

续的信息监测平台 ,从研究儿童、服务儿童、造福

儿童的角度开展“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建

设和研究。其建设意义如下 :

(一)对中国儿童学的创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以“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这一问题为

项目载体 ,可建立一支集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学

前教育学等学科专家为一体的研究团队 ,可以实

现多学科的有效配合 ,实现为研究某一个儿童发

展问题开展多学科、多角度的共同探讨 ,实现对儿

童发展问题的有效、深入研究 ;同时在研究范式

上 ,坚持从儿童发展问题入手 ,通过调查得来的第

一手资料积累关于儿童发展状况的系统信息。在

此基础上开展系统研究 ,力争对相关重大问题产

出独创而科学的学术体系 ,为中国儿童学的学科

建设奠定必要的数据基础、理论基础和实验基础。

最终形成研究对象明确、研究目的清楚、研究方法

科学、理论建构严谨、学科体系健全的中国儿童

学[4 ] 。

(二)对中国儿童发展研究数据库的建设具有

奠基性意义

高水平的儿童发展研究和服务 ,必须依靠高

质量、高容量的、权威而科学的儿童发展信息数据

库。“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问题研究将通

过大范围、长时间的追踪调查 ,建设权威的儿童成

长信息数据平台。这一数据平台的内容涉及儿童

身体发展信息、儿童心理发展信息、儿童发展环境

监测信息等诸多方面 ;这一数据平台的表现形式

主要采取网络平台的形式 ,便于实现服务于广大

儿童发展研究者的目的 ;这一网络平台的宗旨是

为国内所有儿童研究工作者提供共享资源 ,提高

中国社会和研究界对儿童的关注与发展指导水

平。

这一数据库可以解决四大问题。第一 ,解决

基础教育工作者研究儿童成长问题的数据资源贫

乏问题。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只有先进的理

念 ,而没有科学数据做基础 ,其研究结论将是无本

之木 ,站不住脚。第二 ,解决儿童问题研究不能反

映当年变化趋势的信息短缺问题。儿童最大的特

点是不断变化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儿

童当年的成长信息 ,就会丢失很多有价值的原始

数据 ,不利于系统考查儿童的变化。第三 ,解决跨

地域差异的横向比较资料匮乏问题。我国地域跨

越六大行政区 ,要在每一个地区都设有儿童成长

监测网点是困难的 ,但是有意义与有价值的。第

四 ,解决反映儿童发展纵向变化的历史趋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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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问题。如果这项信息监测工作累积做上 10

年乃至 20 年 ,我们将拥有较完整的某历史阶段反

映儿童成长的数据资料。

(三)对中国儿童发展干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

义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国自身的国情

现状正在对中国儿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

就使得中国儿童在发展的过程中既具有其他国家

儿童发展的共同性特点 ,又具有中国儿童的特殊

性。比如 ,在社会性发展方面 ,中国儿童会不会因

为独生子女国策的实行同其他国家儿童的社会性

发展出现不一样的特点 ,这种特点对儿童未来的

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影响如何 ,这些问题必须

依靠我们自己的研究数据得出结论 ,进而实现对

我国儿童的干预和指导。

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 ,社会矛

盾中的一些问题也渗透到儿童成长环境当中 ,如

家庭教育问题、学校适应问题及社会生存问题等

都汇集在儿童身上 ,暴露出儿童身心发展不协调、

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越来越多 ,辍学儿童、留守儿

童、城市贫困儿童的学业与健康发展问题 ,网络成

瘾、犯罪及自杀等问题也不断出来。面对这些新

问题 ,我们必须以面对现实的勇气与科学的方法

来迎接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因此 ,建立“中国儿

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收集、整理与开发儿童成

长的重要信息与资料 ,为国家制定相关干预政策

提供咨询参考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四)对中国儿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信息

借鉴意义

“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的建设 ,除了具备

强大的教育价值外 ,还具备潜在的产业价值。“中

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以充实而全面的儿童身体

发展、心智发展、特殊群体儿童发展特点等全方位

信息的储备 ,将会为儿童出版、儿童文学、儿童服

装、儿童电影电视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

基础 ,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模式。

三、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建设目标及构想

(一)建设目标

总体建设目标 :预计用五年左右的时间 ,建设

成跨越中国六大行政区划的儿童成长信息监测网

点 ,建立起灵活有效的扩展数据协作体制 ,每年度

动态性地反映中国儿童身心成长现状、历史变化

趋势、地域和城乡差异、问题与薄弱领域、环境和

影响因素 ,为关于儿童事业的政府决策提供年度

咨询报告 ,开创国际学术交流和儿童事业交流 ,为

国内儿童研究工作者提供权威数据资源 ,扩大我

校在儿童研究领域内的影响 ,实现儿童研究的跨

学科合作 ,为建设“儿童学”奠定基石[2 ]139 。

阶段性建设目标 :首先我们预计通过第一、二

年的建设 ,建成跨越中国六大行政区的区域监测

网点和扩展数据协作系统 ,确定一批核心监测指

标 ,形成信息监测网站的雏形 ;其次 ,我们预计通

过第三、四年的建设 ,丰富反映历史变化趋势的纵

向信息资源 ,提高数据挖掘水平 ,提高国内儿童研

究工作者和学生的利用率 ,开创国际合作与交流 ;

最后 ,我们通过第四、五年的建设 ,使之成为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灵活高效的权威性信息平台 ,提

高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具备对政府专门数据需

求的快速反应能力。

(二)构想

1. 建立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数据收集系统

建立数据收集系统是建设该信息平台的主要

信息输入渠道。数据收集可采用三种形式 :区域

监测网点系统、扩展数据协作系统、文献信息整理

系统。

区域监测网点系统的功能是获取中国儿童成

长信息的核心数据。在东北、西北、华北、西南、中

南、华东六个区域各设立一个监测网点[2 ]139 。每

个区域的监测网点由一个当地研究机构承办 ,该

机构负责本地区城乡资料调研。监测中心设立统

一指标和研究工具 ,每年度组织各监测网点进行

一次儿童成长信息的收集工作。区域监测网点系

统的建设将参考 OECD 的 PISA 测试体系 ,以保

证其结果的科学性。

扩展数据协作系统的功能是获取反映历史变

化趋势的纵向资料和获取反映地域与城乡差异的

横向资料。在纵向资料方面 ,每年根据国情需要 ,

从国内学者过去的研究报告中选定 10 到 20 项研

究 ,委托该研究负责人选择具有与过去研究具有

相同特征的样本、同样的研究工具和实施程序 ,更

新其研究数据 ,从而快捷高效地获取关于中国儿

童成长资料的历史变化趋势。在横向资料方面 ,

每年根据国情需要 ,从国内学者当年的研究报告

中选定 3 到 5 项 ,委托各监测网点采用相同的手

段获取各地区资料 ,从而快捷高效地获得关于中

国儿童成长资料的地域和城乡差异。

文献信息整理系统的功能是丰富当年信息。

主要任务是从当年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中选取能

够反映中国儿童某方面成长状况指标的研究报

告 ,按照儿童成长领域进行整理和汇总 ,丰富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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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儿童成长状况的年度资料。

监测指标系统包括两大方面 :结果性指标和

原因性指标。其中 ,结果性指标是指关于儿童发

展状况的指标 ,是重点监测内容 ,主要覆盖认知与

学业领域、情绪与社会性领域、生理健康领域三个

方面。原因性指标是指儿童的成长环境与外部影

响因素 ,是用于原因分析和产生对策的参考依据 ,

主要覆盖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三个领

域。区域监测网点的主要功能是每年收集一次以

上指标。其他指标通过扩展数据协作系统和文献

数据汇总系统来获得。

2. 建设中国儿童成长信息平台信息利用系统

“中国儿童成长监测信息平台”的使用对象包

括政府部门、儿童研究人员、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

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因此 ,该平台建设的服务

对象是基础教育的教师及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

者。我们要开发的具体产品应该是 :

出版年度出版物 :每年出版一套关于儿童成

长状况年度报告的蓝皮书。包括《中国儿童成长

状况年度报告》和《中国儿童成长环境年度报告》。

作为年度连续出版物 ,该套丛书在经历若干年积

累后将致力于成为国内有关领域的权威资料。

定期呈送咨询报告 :根据当年的儿童成长信

息数据 ,向政府相关部门 (包括教育部、卫生部、民

政部等)呈送政府咨询报告。报告内容主要是指

出当前中国儿童成长中的问题与薄弱环节 ,分析

成长环境与影响因素 ,提出改善对策和可行性方

案。

3. 基于儿童成长数据的儿童发展理论研究

在“中国儿童成长信息监测平台”的基础上开

展儿童研究 ,宏观地反映中国儿童发展的现状、问

题、地域差异、时间趋势 ,并深入地探讨社会环境、

教育环境等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逐步形成有

中国特色的儿童发展理论。第一 ,研究中国儿童

成长现状与问题 ,通过对年度数据的分析 ,描述当

前中国儿童的发展现状 ,反映我国儿童目前发展

中的薄弱领域和问题所在 ,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和对策。第二 ,研究中国儿童成长地域不均衡现

象 ,系统化地反映我国儿童发展的地域差异和城

乡差异 ,全面反映儿童发展中存在的地域不均衡

现象 ,促进均衡发展与和谐发展。第三 ,研究中国

儿童成长历史趋势 ,通过对各年度资料的汇总与

整理 ,反映不同年代儿童成长状况的变化 (例如认

知和学业能力的进步、或健康与动作技能的退步

等) ,以体现社会变迁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对未来

社会政策的制定起到参考作用。第四 ,研究成长

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因果关系 ,探讨成长环境对儿

童发展的影响 ,从生态学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成

长环境中各成分的内部联系和作用机制 ,为优化

中国儿童成长环境提出对策[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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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ildren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Monitor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ZHAN G Xiang - kui ,WAN G Yua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ildren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monitor platform”is an important project for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As is known some advanced nations in the West have made more development in this respect than China. There are few

data to reflect on comprehensively child development in China at present . Thus ,this article aims to do research not only by offer2
ing a full support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 ,but also by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ve condition in order to serve for

childr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particular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put forward a developmental goal and a possible construction

for Chinese children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monitor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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