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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困代际传递是反贫困的一个重要挑战，通过强化与创新儿童发展政策的介入对
于打破贫困陷阱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问卷调查数据，从资产社会政策的

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拥有和金融能力特征及其对于子女自我发展认知的效应，同时

以儿童发展账户项目为主要政策介入形式，探讨了面向儿童的资产政策干预可行性。论文的研

究表明，当前农村的反贫困亟需纳入更加积极和整合的家庭与儿童发展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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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消除贫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一个重要挑战。解决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关键策略是儿童反贫困，政策介入的目标是截断父辈贫困

对于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通过医疗救助、教育资助等具有发展性的救助措施保障所有儿童获得平等

的发展机会，降低其成年后的贫困风险，并通过子代的发展带动整个家庭摆脱贫困陷阱（Ｃｈ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５）。［１］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人生早期阶段的认知能力发展对于成年后的
人力资本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Ｈｅｃｋｍａｎ＆Ｖｙｔｌａｃｉｌ，２００１），［２］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也都积极地推
动基础教育、儿童健康和营养干预等资助计划，为贫困家庭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儿童反贫困在过去十年间得到我国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２００６年，我国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两免
一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提高了农村儿童的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２０１１
年，国家民政部、教育部等联合出台了义务教育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较大程度改善了农村偏远地

区学龄儿童的营养状况。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也特别强
调要在健康和教育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集中连片地区６８０个县４００万儿童的发展，并指出儿童发展
对于切断贫困传递、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然而，毋庸讳言，我国当前的农村反贫困措施

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对于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有限。首先，农村家庭和儿童的贫困依然严重，政策

对于儿童发展的激励和保障功能还很弱，例如“两免一补”虽然减少了农村家庭的直接教育支出，但随

着“撤点并校”等政策的推行，家庭在子女住宿、交通、补习等方面的间接教育成本增加，教育支出在生

活支出中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我国重点扶贫县学生教育费用在２００８
年降到最低点，但之后则逐年上升。农户实际教育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也从２０１０年恢复增长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３］此外，虽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有较大提升，但农村子女在更高教育阶
段之后的辍学率反而有上升趋势。辍学率的上升有很多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家庭和孩子

对教育和未来发展信心的不足，各种反贫困政策除了给予儿童基本的生活需要，更应该着眼于如何激

励和保障孩子未来发展的机会和希望；其次，儿童反贫困的各种政策还存在衔接不当、政策执行过程

中的变通和利益介入等问题，它导致许多面向儿童的救助补贴政策并未能直接而充分地惠及儿童，如

一些贫困地区的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由于执行环节中的利益介入而暴露出食品过期、供应不足等问题。

这些反贫困政策上的不足需要我们反思既有政策的局限，调整和创新政策理念，同时，还需要改进儿

童反贫困的政策设计，包括提高政策的瞄准性以及减少政策执行成本等，确保面向儿童的救助津贴能

够产生对于儿童发展的瞄准效应，为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政策保障。

近年来，以资产为本的反贫困政策视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获得重视。资产政策是一种结构性和长

期性的反贫困策略，它强调贫困儿童和家庭长期社会保护和发展，对于创新反贫困政策实践具有积极

的启示。资产为本社会政策的背后假设是，资产作为稳定而长期的经济资源能够抵御收入波动的风

险，能够带来更加稳固的社会保障。在适当的政策激励下，穷人也能够进行积极的资产建设，实现个人

和家庭的社会发展目标。同时，资产政策的倡导者认为，从人生早期阶段开始的资产建设能够带来更

加强有力的人生开端，降低成年后的贫困风险（Ｌｏｋｅ＆Ｓｈｅｒｒａｄｅｎ，２００９）。［４］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经
验也表明，面向儿童的资产社会政策干预如“儿童发展账户”项目能够更加直接地使儿童受益，有利于

儿童形成积极的未来取向、更高的教育期望以及更加紧密的亲子关系（Ｍｅｙｅｒ，Ｍａｓ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２０１０；ＥｌｌｉｏｔｔＩＩＩ，２００９）。［５，６］尽管资产建设的政策视角已经在国内获得一定讨论，但在中国进行资产政
策干预、特别是面向儿童的资产发展账户模式并没有得到足够论证，学术界对于资产积累的社会福利

效应、贫困家庭参与资产政策的意愿、“儿童发展账户”的内在特点及其意义等相关的研究还很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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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资产政策的落地实践来说构成了较大的阻碍。

本文基于陕西白水县的问卷调查，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弥补既往文献的不足。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

两个方面：一是以陕西农村的数据检验农村家庭资产积累的福利效应，我们的重点是考察家庭和儿童

自身的资产积累是否能够带来更高的子女教育期望以及增强孩子对未来发展的信心。资产政策干预

的重要目标是为儿童发展的机会和希望提供更好的保障，其隐含的假设是更多的家庭资产以及良好

的资产建设行动能够增强儿童和家庭为未来发展投资的意愿，其中儿童自身的发展信心尤为重要；二

是基于第一点的分析，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农村家庭开设面向儿童教育的资产账户的意愿，包括影响

其开设意愿的因素分析等。资产发展账户是资产政策干预的较常用的形式，它为儿童将来的教育、职

业等发展提供有形的保障和无形的激励，我们试图通过考察家庭对于开设类似账户的意愿来为可能

的政策干预提供研究上的证据。本文最后也讨论了实施儿童发展账户类政策干预的条件以及所需要

重视的挑战问题。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特征

本文主要运用定量的方法来对家庭资产拥有与子女教育期望进行研究，我们选择了陕西省白水

县进行问卷调查。白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陕西省渭北黄土高原，总面积９８６．６平方公里，总人口
约３０万，辖５镇９乡１９４个行政村。白水县农村一半人口属贫困人口，６０％的人饮用水缺乏，医疗卫生和
交通条件差，贫困儿童、残疾儿童以及留守儿童等问题比较突出。白水县是中国西部地区比较典型的

一个贫困县，因而是研究反贫困相关政策的比较理想的地点。

问卷调查包括家长和儿童两部分，分别由被抽中的儿童和家长（父亲或母亲）进行填写。我们运用

多层抽样的方法来收集问卷数据，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条件将１０个乡镇分为较好、一般和较差三类，每
一类随机抽取一个乡镇。过去十年里，白水县执行教育部“撤点并校”政策比较好，基础教育资源迅速

集中化。截至我们调研时间（２０１４），全县村级小学基本上撤完，只剩下１５个教学点，负责小学一年级至
三年级的教学工作。大部分乡镇只有一所初中和一所小学，我们因此在每个乡镇分别抽取一所初中和

一所小学。之后，我们按照等距抽样的方法，在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初中一年级到三年级中每个年级

抽取１５—２０个学生，之后再按照所抽中的学生编号对家长进行邮寄填答或者入户访谈。通过进行匹
配，我们共获得儿童和家长各４７７份有效问卷。

经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我们分别获得儿童和家长样本的基本人口特征。被调查儿童样本的平均

年龄约为１３岁，初中和小学（四至六年级）的比例比较均衡，前者占到５４．５％，后者占到４５．５％。样本中
的男女生比例也差不多各占一半（分别为４９．８％和５０．２％）。被调查家长样本的平均年龄约为４１岁，其
中父亲的比例更多，占到６６．４％，母亲的填写者比例只有３３．６％。大部分的家庭属于已婚。我们也看
到，家长样本的教育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者占到近２１％，初中则有近６５％，两者相加达到近８６％的比
例，大学以上者只有１％。

三、农村家庭资产拥有和金融能力特征

资产政策的倡导者认为，家庭的资产拥有被认为对于儿童的成长特别是社会心理发展具有积极

的效应。近年来对资产发展的研究也越来越突出金融能力的重要性。金融能力（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的
概念是资产为本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构成，是指个体或家庭通过获得金融参与的制度机会以及相关

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实现经济与社会赋权的状态（Ｊｏｈｎｓｏｎ＆Ｓｈｅｒｒａｄｅｎ，２００７）。［７］金融能力包括
了两个层面：一是制度机会层面，主要指金融的可及性问题。现代经济社会中金融参与体现出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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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重要性，然而，穷人常常受到金融社会排斥，这使得他们无法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获得实

现个体与家庭经济发展的机会。在个人和家庭层面，获得金融服务包括学习理财知识的机会与途径对

发展和生产都有积极的影响，可为低收入家庭积累金融资产创造机会。第二个层面是指个体金融相关

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性，包含了个体对金融行为的理解、认知和习惯等，如存钱习惯或理财知识的掌握

程度等。面向穷人的金融教育与相关的发展性服务十分重要，这也常常体现在资产为本的社会政策干

预中，是资产建设项目的必要构成。沿着资产为本的政策视角，我们首先描述农村家庭中的家庭资产

拥有与金融能力状况，同时考察家庭资产发展状况对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可能影响。

（一）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状况

对家庭以资产为指标的经济状况测量也突破了以往单纯考虑收入状况的局限性。本文沿用既有

的研究，将对资产的测量主要划分为三类形态：实物资产、住房资产和金融资产（Ｈａｖｅｍａｎ＆Ｗｏｌｆｆ，
２００４；汪三贵，殷浩栋，２０１３）。［８，９］已有的研究多用家庭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的拥有来测
量实物资产，但在农村中生产性的设备如交通工具等也是十分重要的资产形态，我们也将生产性设备

等包括在实物资产中。在统计时，每一项耐用消费品和生产性资产都进行０和１的赋值，再进行加总得
到总分。住房资产在此主要用住房所有权来表示。金融资产则特指家庭的现有存款余额、股票、理财产

品等金融产品价值的总和，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类别相对比较单一，存款是最为主要的资产形态。同

时我们也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家庭负债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一些研究直接调查家庭资产（或收入）

的现值，但对于收入或资产的调查也一直存在被调查者的选择性低估的问题，因此本研究用分类的形

式来收集家庭资产信息。尽管无法数值化地表现资产的价值，但是这种方式或许能够避免更大的测量

误差。

表１　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特征

资产类别 比例 赋分／均值
家庭存款

１０００元及以下 ４４．６
１００１至５０００元 １７．７
５００１至１００００元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７．９
住房所有权 ６６．４

耐用消费品赋值（最高值为８分） ３．９９
生产性资产赋值（最高值为８分） １．７

承包土地 ６．７８
过去一年是否负债 ６１．７

从表１农村家庭资产拥有的基本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家庭中的金融资产还是比较缺乏。有４４．６％的家
庭目前的存款数额不到１０００元，还有１７．７％的家庭存款不到５０００元，两者相加超过一半。可以设想如果遭
遇疾病或者子女的学费等需要大额现金支出的情况，多数家庭缺乏可以动用的储蓄。有６６．４％的家庭拥
有住房所有权。在实物资产上，可以看出耐用消费品的赋值大概为４．０，生产性资产得分则相对较低
（１．７）。被调查家庭平均承包土地为６．７８亩，有超过６０％比例的家庭在过去一年中有负债的情况。

（二）农村家庭的金融能力特征

在陕西的调查中，我们较为详细地调查了家长金融能力特征，询问了被调查对象的金融可及性以

及理财知识的掌握情况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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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家长的金融可及性特征

类别 百分比／均值
拥有银行储蓄账户 ３８．１

离最近银行网点距离（里） ８．８
银行办事方便程度

很方便或较方便 ５２．３
一般 ３０．２
不方便 １７．５

是否申请过贷款 ４５．２
理财知识的学习机会

常常有机会 ３．１
偶尔有机会 ２１．７
没有机会 ７５．３

金融网点的可及性是获得相关服务的基础条件。从农村银行网点以及便捷性来看，村民离最近银

行网点的平均距离为８．８里，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是最主要的银行机构，普遍设在中心乡镇上，但随
着村村通工程的推进，农村到信用社办事的距离成本逐渐减少，从表２中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有超过一
半的村民认为去银行办事比较方便。

是否能够获得基本金融服务是金融可及性的重要体现。从表２中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家庭
拥有银行储蓄账户的比例并不高。我们所调查样本的银行账户拥有率仅为３８．１％，当然，我们也了解
到，一些家庭虽然拥有银行账户但是很少有机会管理自己的账户，多数的账户仅局限于储蓄功能。在

申请贷款方面，有４５．２％的家庭申请过贷款，贷款是促进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农
村中的金融贷款可及性还存在诸多障碍，在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农村贷款的条件要求比较苛刻，一般

家庭贷款的额度比较低，并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很难能够通过抵押获得贷款。最后，村民对于金融理

财类的知识服务很缺乏，大多数村民（７５．３％）反映没有机会学习相关的理财知识。下表反映了家长金
融知识和技能获得的更详细情况。

表 ３　家长的金融知识和技能的习得特征

类别 百分比

是否有存钱习惯 ４０．０
是否教育孩子存钱习惯

经常 ４５．１
偶尔 ３６．４

很少或没有 １８．５
是否有定额存款目标 ６１．４

存钱方式

存在家里 ２９．９
到银行柜台 ５０．８
自动存取款机 １３．９
自动转账 １．９

表３显示了所调查农村家长的金融知识相关的习得特征。储蓄习惯以及方式是最基本的金融能力
特征，许多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的节约和储蓄文化，我们的调查显示有４０％的村民表示有存钱习惯，
许多家长会经常教育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同时，多数家长（６１．４％）也会有定额的存款目标。应对不
可预料的生活开支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动机，也是家庭预防陷入贫困的重要资产。但由于社会保障体系

的不完善，贫困家庭的自主储蓄常常并不能对家庭发展特别是子女的发展起到杠杆性作用，迫切需要

外部的社会政策力量来进行辅助。在存钱方式上，我们看到村民多数采用较为传统的储蓄手段，有近

３０％的家长选择存在家里，有约一半选择在银行柜台去办理。由于自动存取款机（ＡＴＭ）在农村还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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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范围普及，选择 ＡＴＭ或者自动转账方式的比例都比较小。在社会政策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政策
致力于贫困和弱势儿童的经济自立和稳定的发展保障（Ｒｅｉｄ，２０１０）。［１０］其中，让儿童和家庭获得基本
的金融服务、有效地使用金融工具是实现经济包容的一项重要策略，特别是在人生早期阶段的金融参

与和能力建设对于个体或家庭的长期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农村家庭资产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因素分析

儿童反贫困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许多国家在儿童发展干预上十分强调家庭以及儿童自

身对于未来发展的认知，包括教育期望、自我效能感等的个体认知被认为能够较好地预测儿童长期发

展的状况。儿童的自我发展的认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家庭层面，也包括儿童自我成长过程

中的认知态度和学习经验等因素。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作用，如父母的教育程度、职

业、家庭经济资源等，但较少考虑家庭与儿童自身的经济参与包括金融能力等对于自我认知的影响。

（一）父母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特征

自我发展认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父母与子女的教育期望，其中教育期望区分了理想教育期

望（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和实际教育期望（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两类，后者考虑各种现实条件后的
教育期望。第二，我们考察了儿童对于将来发展的信心，这是一种较为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测量。表４
分别列出了这两类自我发展认知的统计结果。

表４　父母与儿童的自我发展认知

类别 父母（％） 儿童（％）
理想教育期望

大学及以上 ８７．８ ８４．６
高中或中专 １１．１ １３．７
初中及以下 １．１ １．９
实际教育期望

大学及以上 ７４．３ ５８．５
高中或中专 ２３．８ ３４．２
初中及以下 １．９ ７．４
未来发展信心

很有信心 ５３．２ ４９．６
比较有信心 ３１．２ ３４．６
一般 １１．９ １２．１

没有信心 ３．７ ３．８

上表显示，理想情况下的教育期望无论父母还是儿童自身都是比较高的，希望读到大学及以上期

望比例都在８５％左右，父母的理想教育期望比儿童自身略高。但我们发现，考虑到各种现实情况的实
际教育期望则相对比较低，特别是子女自身与理想教育期望的差距十分显著。其中期望读到大学及以

上的儿童比例为５８．５％，高中或中专者为３４．２％，初中或以下有７．４％。而父母的实际教育期望要显著
高于儿童，有７４．３％的家长期望孩子读到大学及以上，比儿童的期望比例要高出１５．８％。在对未来发
展的信心上，父母和儿童都多数对未来发展表示积极的态度，但儿童的正面认知程度要比家长略低。

农村儿童的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受到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人口流动所带来

的家庭变迁，导致大量的留守儿童群体。由于缺乏来自原生家庭的关爱与照顾，许多研究指出儿童在

学习、情感、社会交往、身体和心理健康等方面所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教育

资源集中化也对基础教育阶段儿童的发展影响很大。我国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的农村基础教育布局调
整或一般称为“撤点并校”的进程使得大量的村小撤并，中心乡镇学校普遍推行集中住宿制，使得正式

的学校教育较早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割裂，儿童的成长学习环境受到很大影响。我们在调查中也发

３２１第２期 邓锁：贫困代际传递与儿童发展政策的干预可行性研究　



现许多中小学存在的由于家庭教育的缺位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以及辍学现象。陕西省白水县史官镇

一位初中校长坦言，从初中到高中的学生流失率十分严重，大约有２０％—４０％的学生没有继续读到高
中阶段。贫困、厌学以及缺乏自我发展的信心是导致辍学率增加需要注意的因素。

我们在实地调查中深刻地感受到，目前农村儿童发展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儿童的发展希望，

特别是儿童自身对将来发展的认知、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摆脱贫困代际传递的信心是社会政策研究

应当着重关注的议题。上表对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统计也显示，儿童在理想教育期望和实际教育期望

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而我们需要考虑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些差距，哪些因素阻碍了儿童在自我发展上

的认知信心。我们进一步也运用多元统计分析对影响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二）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实际教育期望以及自我发展信心是分类变量，我们运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模拟影响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因素。在分析模型中我们将父母和儿童自身与资产积累相关的特征纳入进来，试

图分析在控制其他个体人口、社会经济以及亲子互动等相关因素后资产拥有、资产积累行为等对于儿

童自我发展认知的影响。表５是两个模型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５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儿童自我发展认知

模型１：实际教育期望 模型２：未来发展信心
儿童个体特征

男孩（参照 ＝女孩） －０．５４７ －０．３２６
年龄 －０．２８５ －０．１９７

较好成绩（参照 ＝较差成绩） １．４３２ １．１０９
家庭特征

低收入家庭（参照 ＝高收入家庭） －０．４２６ －０．３４９
中等收入家庭（参照 ＝高收入家庭） －０．１６７ －０．３７６

父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 ＝以上） ０．６４６ －０．３５３
母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 ＝以上） －０．１８１ ０．０５５
父母与子女经常沟通（参照 ＝不经常） １．１８５ １．９０４
父母大学重要性认知（参照 ＝不重要） ０．５４６
父母子女发展信心（参照 ＝较低信心） ０．３７１

资产积累相关特征

低储蓄家庭（参照 ＝高储蓄家庭） －０．９０２ －０．０３３
中等储蓄家庭（参照 ＝高储蓄家庭） －０．４５５ －０．４０８

家庭存钱习惯（参照 ＝无） ０．２８８ ０．５６０
父母一定理财知识（参照 ＝无） ０．４７３ ０．１６５
儿童存钱习惯（参照 ＝无） ０．２５６ ０．７１５
儿童理财知识（参照 ＝无） ０．６５０ ０．８１２

截距 ０．６２５ ４．０６８
Ｒ２ ０．２２８ ０．１４４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从上表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儿童个体相关特征对于实际教育期望和未来发展信心都有显著性的

影响。实际教育期望在进行二分变量转换后也意味着对于是否上大学的期望，统计显示，男孩在实际

教育期望上要显著低于女孩，女孩对于上大学的期望相对更强烈。另外两个因素是年龄和学习成绩，

随着从小学到初中的年龄增长，儿童的实际教育期望也显著降低，这也与我们调查中所发现的更高教

育阶段中辍学率增加的发现相一致。成绩也是影响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其教育期

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也都显著更高。

在家庭特征中，我们发现父亲的教育程度提高会显著提升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但无论父亲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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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自身的发展信心并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亲子沟通是影响儿童自我发展

认知的重要因素，父母经常与子女的沟通能够显著地提升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既有

的研究也提到父母的对于大学重要性的认知以及父母本身对孩子的信心和期望的作用，但我们的研

究发现父母的期望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孩子自身积极的发展认知，父母与子女的经常沟通应当是十分

重要的中间环节。目前，许多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导致大量的留守儿童群体，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受到

很大的影响，从统计分析结果来看，这显然极大地影响到了子女的自我发展认知，并可能进而带来实

际教育和发展上的消极后果。

家庭和儿童自身的资产积累特征对于儿童自我发展的认知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控制其他个体

家庭社会经济等因素后，家庭以储蓄为指标的资产拥有影响到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相对于高储蓄家

庭来说，低储蓄家庭的孩子上大学的期望要显著更低。既有的文献对资产拥有与子女教育获得的相关

性等有许多研究证据，一些研究陆续检验了资产拥有对于大学入学、农村女童、单亲家庭的子女教育

成就等的影响效应（Ｄｅ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Ｓｈｅｒｒａｄｅｎ，２００３）。［１１，１２］家庭资产本身是一个测量家庭较稳
定经济资源的指标，其福利效应更重要地来自于积累资产的行为以及由于资产积累所带来的对于个

体和家庭自身长期发展的关注，儿童自身在受到家庭或其他环境因素影响下所形成良好的资产建设

能力对于其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表５的统计发现，具有储蓄习惯以及掌握一定理财知识会显著
增强儿童对于未来发展的信心，理财知识的获得会显著提升子女的实际教育期望。不过我们并未能发

现父母的资产积累行为对于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显著影响，父母的资产积累并不一定转换为子女相

应的行为特征，由于我们控制了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因素，可能的解释是亲子沟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五、影响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的因素分析

在分析了资产福利效应的内在发挥机制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资产政策特别是儿童发展账户在

当前贫困农村地区得以实施的可行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农村家庭父母对于参加儿童发展账户类似

政策的意愿。教育储蓄是２０００年前后国家推出的一项储蓄政策，家庭可为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支
出积累资金而开设定期储蓄账户，根据存款期限享受相应的利率和利息优惠。尽管教育储蓄近年来在

一些金融新品种冲击下逐渐失去吸引力，但这一鼓励教育的储蓄政策在农村还是有较高认知度。因

此，我们在问卷中用教育储蓄账户的开设意愿作为儿童发放帐户的替代性预测变量。其次，儿童发展

账户的开设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的文献也揭示出家庭资产拥有、父母教育程度等与开设资

产账户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本研究因此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试图纳入个体、家庭等多元的特征变

量，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强弱，为可能的政策干预提供参考。

表６描述统计结果反映了被调查农村父母对于类似储蓄账户的认知以及开设意愿，我们也调查了
儿童对于拥有银行账户的意愿。

表６　农村家庭父母与儿童的账户拥有意愿

类别 父母（％） 儿童（％）
是否听说过教育储蓄

听说过 ４１．７
没有听说过 ５８．３

是否愿意为孩子开设类似教育储蓄功能的发展账户？

愿意 ５０．４
不确定 ４３．３
不愿意 ６．３

是否想希望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

很想有 ５３．０
不太想有 ２４．４
没有想过 ２２．６

５２１第２期 邓锁：贫困代际传递与儿童发展政策的干预可行性研究　



上文我们也提到父母对于教育储蓄的认知，有４１．７％的父母听说过教育储蓄，我们进一步询问了
家长是否愿意为孩子开设类似教育储蓄的发展账户，统计结果显示，有５０．４％的家庭愿意为孩子开设
类似账户，有４３．３％表示不太确定，表达不愿意的比例只有６．３％。这个数据结果是十分积极的，它表
示多数父母对类似项目概念是比较欢迎的。同时，我们在问卷中也对孩子进行了意愿调查，询问孩子

是否希望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儿童表示很想拥有，有２４．４％的比例
表示不太想有，也有２２．６％的孩子表示没有想过。当然，由于被调查儿童的年龄有差异，所以他们对于
银行账户或类似的项目概念理解也有一定差别。

那么家长开设儿童发展类账户的意愿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哪些家庭更有可能开设账户呢？我们

进一步对影响账户开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７呈现了统计分析的数据结果，由于因变量测
量的家长开设账户的一般意愿，并非指向特定的孩子，所以自变量主要纳入了家庭层面的特征。

表７　账户开设意愿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家庭开设账户意愿

家庭特征

低收入家庭（参照 ＝高收入家庭） －０．６５２
中等收入家庭（参照 ＝高收入家庭） －０．５４５

父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 ＝以上） ０．６６７
母亲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参照 ＝以上） ０．１３７
父母与子女经常沟通（参照 ＝不经常） ０．４２１
父母大学重要性认知（参照 ＝不重要） ０．２００
父母子女发展信心（参照 ＝较低信心） ０．４２１

资产积累相关特征

低储蓄家庭（参照 ＝高储蓄家庭） －０．５６２
中等储蓄家庭（参照 ＝高储蓄家庭） －０．５８７

家庭存钱习惯（参照 ＝无） ０．３５１
家庭银行账户拥有（参照 ＝无） ０．１９６
父母一定理财知识（参照 ＝无） １．０２２

银行办事方便程度（参照 ＝不方便） ０．６４５
截距 １．８３３
Ｒ２ ０．１８３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从上表的统计结果看出，在家庭特征中，农村家庭账户的开设意愿并没有受到家庭收入或者资产

拥有，以及家长教育程度等的显著影响。父母对于子女未来发展的信心则是预测家长开设资产发展类

账户的重要影响变量，对子女发展有较高信心的家长具有显著更高的账户开设意愿。尽管有研究指出

农村读书无用论有抬头的趋势，但在我们的实地访谈中发现，农村家长对于孩子教育非常重视，父母

对于子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也十分牢固，对于子女未来的发展很关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

于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家庭教育缺位对子女的发展造成诸多消极影响，父母的较高期望并无法通过亲

子沟通或其他的形式传递到孩子。儿童发展账户类的资产政策是一种面向家庭整体发展的干预形式，

尽管其直接指向的对象是孩子，但是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儿童的发展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促进家庭的

长期发展。这种政策干预也可以作为中间环节，通过发展类的服务提供以及资产积累行为的培育等强

化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

表７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家庭在资产积累上的相关特征会部分影响到父母开设账户的意愿，尤其
是父母的金融能力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一是村民对于银行办事方便程度的正面认知显著提高其开

设账户的意愿，这也说明金融可及性对于资产政策的干预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当前金融网点分布在

农村地区还存在许多不足，商业性银行在市场化的改革中逐渐有退出农村地区的趋势，以我们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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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陕西省白水县为例，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设立在中心乡镇的农村信用社，每个乡镇覆盖约１０个行政
村，基本上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的存取贷款业务要求。但各个乡镇的金融可及性也有差异，在县城附近

的平原地区，交通比较便利，银行网点也相对较多。但在县城以北的山区，较偏远的村民在办理业务时

面临一定的阻碍。第二，家庭对于教育储蓄等相关项目的了解程度也会影响到他们开设账户的积极

性。金融教育是资产政策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产类政策项目的开展需要强化对家长以及儿童与

理财金融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六、基本结论与讨论

对于陕西省白水县的问卷以及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进行儿童发展账户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研究证

据，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第一，农村家庭的资产拥有状况还不充分，金融能力需要提升。农村家庭资产结构中的金融资产

比较缺乏，家庭负债率比较高，金融资产的缺乏也限制了农村对于家庭发展和子女教育较为持续性的

投资。农村家庭的金融可及性和金融知识技能也还存在不足，农村的金融网点还不够普及，基本的金

融和理财服务相对缺乏。家庭预防性的储蓄也使得对于子女教育的发展投入不足，儿童的发展机会受

到限制，迫切需要社会政策支持。让儿童和家庭获得基本的金融服务、有效地使用金融工具来实现自

身发展和经济参与是反贫困的重要政策途径。

第二，农村家庭儿童的自我发展认知在人口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受到较大冲击，儿童的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存在割裂，对自我发展的认知产生消极的影响。而调查也发现，家庭资

产、亲子沟通和儿童自身的资产积累行为对于儿童的实际教育期望和未来发展的信心具有相关性，其

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对于提升儿童自身的发展认知具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激励父母和子女共

同参与的资产政策干预项目应有助于弥合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农村家庭及儿童发展。

第三，农村家庭父母对于资产发展类账户有一定认知度，对账户的拥有意愿较高。此外，家庭对于

银行办事的方便程度感知会显著影响到开设账户的意愿、对于教育储蓄等相关理财知识的了解也会

影响到其账户开立的积极性。资产账户类的政策干预需要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农村家庭对政策的认知

基础，另一方面强化家长以及儿童理财金融能力的建设应是资产发展账户项目的基本构成部分。

资产积累是消除长期贫困的重要途径，儿童发展是反贫困的关键，从人生早期阶段的资产建设干

预有利于儿童的长期发展、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并进而带动整个贫困家庭的发展。通过实证调查所

发现的这些研究证据对于进一步的儿童发展账户干预具有积极的启示。

首先，金融能力建设与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较好的金融可及性以及金

融知识掌握可以成为开展相关项目的有利条件，面向贫困儿童的资产政策应当以家长和儿童的金融

能力建设为重要构成，它是充分发挥资产政策效果的基础。儿童自身的金融能力包括了参与资产账户

的机会、资产积累的习惯以及对基础理财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另一方面，推动儿童发展账户在贫困

地区的实施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村金融排斥，特别是建立贫困家庭与正式金融机构之间的连接，促

进经济参与和赋权。从这个意义上，儿童发展账户是一个重要的反贫困社会政策，它特别关注对于贫

困家庭的政策干预，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政策形式。

其次，发展性的家庭与儿童服务也是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干预的重要构成，其中应当着重于激励父

母和子女的共同参与，尤其是通过政策干预强化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使父母参与到孩子的情感、行为

习惯以及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良好的亲子互动，这是提升儿童自我发展认知的重要因素，以儿童

发展账户为纽带可以吸引以及强化父母在儿童发展中的角色。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资产政策干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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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提升贫困儿童及其家庭面向资产发展社会服务的可及性，并通过参与获得知识、能力等的提升。传

统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较少涉及金融和理财等领域，然而近年来，在反贫困和资产社会政策的影响

下，社会工作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与家庭生计相关的经济领域，协助贫困家庭和子女摆脱经济排斥、发

展金融能力。“金融社会工作”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受到欢迎，它体现了一种发展性的社会工作

视角。

最后，儿童发展账户干预应当得到更加整合性的社会政策支持。从发展性的社会政策视角看，一

项成功的社会政策也同时是成功的经济政策，资产社会政策致力于促进贫困儿童与家庭的经济赋权，

通过儿童发展账户的参与使家庭与儿童自身获得资产积累的制度机会，促进金融能力的提升，也有利

于实现反贫困的经济目标。儿童发展账户项目的成功开展应当得到多元的政府部门包括社会力量的

支持，除了专门负责儿童、社会救助、扶贫等的政府部门外，金融机构、学校、社会组织都应有机会参与

进来。面向资产发展的政策实施也迫切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拓展传统狭义的社会救助概念，将社

会救助与促进家庭和儿童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儿童和家庭的脱贫自立，朝

向更具包容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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