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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营养不良、健康水平低是西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健康对各民族学生的教育有重要影响。基

于青海、甘肃 10 个贫困县 3745 名农村小学生数据，分析小学生数学成绩的民族差异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显著
落后于当地汉族学生，其中藏族 / 撒拉族学生不仅显著落后于当地汉族学生，而且显著落后于回族 / 土族学生。从健康
角度出发，采用贫血指标分析健康对小学生数学成绩民族差异的影响发现，各民族学生的数学成绩和他们的贫血率成
负向相关。汉族、回族 / 土族和藏族 / 撒拉族学生的贫血率分别为 16% 、
20% 和 68% ，藏 / 撒拉族学生的贫血率要明显地
高于汉族、回族和土族学生。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贫血对汉族学生成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贫血对所有少数
民族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健康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作用，通过切实有效的营养改
善计划，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健康营养水平，从而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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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成绩仍然落后于汉族［3］； 少数民族学生九年义务教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政策的落实，

育阶段的完成率低于汉族［4］，初中毕业升入高中的

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教育规

入学率只有汉族学生的 68． 8% ［2］2 ； 高等教育阶段中

［1］5－13
但是与全国
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显著提高。

少数民族学生仅占全体学生人数的 4% ，显著低于

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相比，民族教育仍然相对滞后。

他们在全国人口中 11% 的比例［5］ 456－470 。

少数民族和汉族相比，初级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差异
［2］45 －73

已经基本消除

，但是教育过程中学生的学业

大量的研究分析了学生民族教育差异产生的原
因，包括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家庭特征、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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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等因素［2，3，6，7］，但是都没有考

此外，考虑到“撤点并校”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

虑“健康”对民族教育差异的影响。人体各个成长

的广泛实施，本文还将从健康角度出发，结合寄宿制

阶段的健康，尤其是成年之前的健康直接影响到一

因素研究分析住校学生和住家学生教育的民族差

个人的学业表现。国外研究表明，幼儿时期营养不

异。从民族视角来研究寄宿生健康与教育，这也是

良的孩子上小学的年龄晚，这些孩子的学习效率低，

本文的另一创新。

［8］ 345－368

学习成绩比那些营养好的孩子差

； 出生时低

体重的孩子高中按时毕业的比例显著低于那些出生
［9］458 －467

时体重正常的学生 38 个百分点

。Iannotti 等

人对美国患有贫血的幼儿的研究发现，这些孩子认
［10］1261－1276

知能力差，心理和动作发育水平低

二、数据介绍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2009 年中国科学
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小学生营养与健康”
调查，该调查随机抽取了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 在印度

贫困系数最高的 30 个贫困县中的 10 个贫困县。调

农村，针对幼儿贫血的治疗提高了学前教育 5． 8%

查对象是 74 所小学的四、五年级学生，其中包含民

［11］692－721

的入学率，降低了 20% 的旷课率

。在肯尼亚

族信息的共 3745 名。表 1 是学生的民族分布：

农村，针对小学生蛔虫病的治疗提高了 6 － 17 岁儿
童 7% 的入学率，降低了 25% 的旷课率［12］159－217 。在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青海、宁夏、陕西和四川四省区的
调查发现，
34% 的 8 －12 岁的学生贫血［13］，患贫血的
学生身体发育迟缓率高，心理焦虑程度高，学习成绩
低［14］ 471－485 。
健康不仅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教育产出，还影
响到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个人的健康状况越
好，寿命越长，从教育中获得的回报就越大［15］10－18 。
子女的健康状况是父母教育投资时考虑的因素之
一，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家庭收入约束较紧的农村地
区。如果学生由于健康或其他原因导致学习成绩降
低，就会减弱自身及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影响到其
获得的教育投资。
从健康的角度出发，研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初
等教育的民族差异有着更为重要的教育和社会意
义。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地处偏远，经济发展落后，公
共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婴儿死亡率高，平均预期寿命
短［16］3－8 。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的绝对水平仍然
比较低，与汉族学生相比差距比较大［17］5－7 。缩小少
数民族和汉族学生健康方面的差异，有助于缩小健
康带来的民族之间的成绩差异。在现有以学生成绩
为主要评价指标的教育体系中，成绩差异的缩小就
意味着教育差异的缩小。从健康角度出发，分析初
等教育阶段学生成绩的民族差异，不仅有助于消除
初等教育阶段学生教育结果的民族差异，而且有助
于从根本上缩小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的民族教育起
点差异，从而减少民族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促进各民
族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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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是多民族聚居地。
本调查中回族学生占 44． 57% ，汉族占 33． 94% ，其
他三个民族撒拉族、藏族和土族共占约 20% ，并且
只分布在青海省（ 宁夏撒拉族、藏族、土族学生加总
数为 8，所以去除） 。青海省多以藏族、回族、土族和
撒拉族杂居形式为主，宁夏以回族聚居形式为主。
汉族学生占宁夏学生总体的 38． 7% ，占青海学生总
体的 25． 41% 。
三、描述分析
本文从健康角度研究学生学习成绩的民族差
异，健康将采用学生的常见病———贫血指标，学习成
绩将采用统一的数学考试的标准化成绩。贫血（ Anemia） 是 指 血 循 环 中 红 细 胞 数 （ ＲBC） 、血 红 蛋 白
（ Hb） 浓度及红细胞压积（ Hct） 减低，血液携氧能力
减低，不能维持组织的正常氧和作用，继而产生一
系列代偿机制的一种临床症状。缺铁性贫血是青少
年时期最主要的贫血类型，主要由铁摄入或储备不
足引起，容易导致体力、免疫力下降，从而引发各种
感染性疾病。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人患有贫血，而
发展中国家近 40% 的儿童患有贫血［18］ 749－756 。
本样本中，除了汉族外，还有回族、土族、藏族和

撒拉族四个少数民族。考虑到青海省民族分布多而

情况，兄弟姐妹数量； 学校特征包括学校规模（ 人数

样本量少，根据一些可能影响到学生健康与学习成

的 ln 值） ，是否住校、数学老师的性别、学历、职称；

绩的因素，如居住环境、饮食习惯、生产经营、语言等

地区特征是省份的虚拟变量。本文将首先分民族样

特点，将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使用汉语的回族和

本回归分析贫血对不同民族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

土族合并； 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基本不使用汉语

然后对总样本回归分析贫血对学生数学成绩民族差

的撒拉族和藏族合并。

异的影响，最后分别对住家和住校学生样本回归分

学生总体的贫血率为 25% ，因为采用标准化的
数学成绩，所以成绩均值为 0。如图 1 所示： 各民族

析不同住宿类型的学生数学成绩的民族差异是否不
同。

学生贫血率和标准化数学成绩呈显著的负向关系。

（ 二） 样本描述

民族间的贫血率差异比较大，其中汉族的贫血率最

表 2 对比了汉族、
回 / 土族和藏 / 撒拉族学生可能

低，为 16% ，其次是回族（ 19% ） 和土族（ 26% ） ，藏族

影响学习成绩差异的因素。各族学生的性别比例没

（ 61% ） 和撒拉族（ 69% ） 学生的贫血率是汉族学生

有显著的差异，藏 / 撒拉族女生的比例比较低，只有

的 4 倍左右。学生标准化的数学成绩和他们的贫血

45% 。回 / 土族学生的年龄大于汉族 0． 3 岁，藏 / 撒拉

率基本呈反向关系，汉族数学成绩最高，为 0． 34，回

族学生平均年龄最大，
大于汉族学生 0． 6 岁。少数民

族（ 0． 03） 和土族（ 0． 07） 居中，藏族（ － 0． 76） 和撒拉

族父母的教育程度都显著低于汉族学生父母： 55%

族（ － 0． 63） 成绩最低。合并后的回 / 土族学生贫血

的汉族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但是只

率为 20% ，数学成绩为 0． 04； 合并后的藏 / 撒拉族学

有 30% 的少数民族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

生贫血率为 63% ，数学成绩为 － 0． 72。和合并前相

以上； 32% 的汉族学生母亲上过学，但是只有 10%

比，仅有微小的变化，说明合并不影响民族差异。

以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母亲上过学。汉族学生父亲纯
务农的比例最低，但是汉族学生母亲纯务农的比例
最高。回 / 土族学生兄弟姐妹的数量最多，均值达到
2． 8 个，汉族和藏 / 撒拉族只有 2 个。
汉族学生住校的比例最低 （ 27% ） ，其次是回 /
土族（ 33% ） ，藏 / 撒拉族最高 （ 38% ） 。根据各学校
学生所属最多的一个民族，将 74 所学校分为汉族学
生为主（ 23 所） 、回 / 土族学生为主（ 35 所） 和藏 / 撒
拉族学生为主（ 16 所） 的三类学校。汉族，回 / 土族
和藏 / 撒拉族学生分别占到以上三类学校的 85% ，

四、回归分析

90% 和 92% 。汉族和回 / 土族学生为主的学校规模

（ 一） 模型介绍
研究健康对学生成绩民族差异的影响，除了我
们关心的健康变量———贫血外，根据以往研究，我们
还将其他可能影响学生成绩民族差异的因素放入回
归模型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М is = βο + β1 Х е + θХ＇+ ε is

（ 1）

其中 М is 表示 s 学校 i 学生的标准化数学成绩，

都比较大，平均规模达到 400 人以上； 但是藏 / 撒拉
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平均只有 290 人的规模。三类学
校中女教师担任数学老师的比例差异不大，都接近
三分之一。数学教师的学历以大专为主，汉族和藏 /
撒拉族学 生 为 主 的 学 校 大 学 学 历 的 数 学 老 师 （ 约
23% ） 比回 / 土族 （ 15% ） 多。教师的职称中，初级、
中级、高级所占比例相当，但是回 / 土族学生为主的

Х е 表示学生的民族，汉族为基准组，分别和回 / 土族

学校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只有 22% ，不及其他民族高

和藏 / 撒拉族学生对比。 Х ＇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集，

级职称教师比例的一半； 汉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初级

包括个体、家庭、学校和地区特征，其中个体特征包

职称教师的比例最低（ 13% ） ，仅占到少数民族学生

括学生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 家庭特征包括家

为主的学校初级教师职称比例的一半以下。

庭房屋价值估计值，父母的教育程度、父母外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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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一中，控制了个体、家庭、学校和地区因
素后，贫血对汉族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这
和汉族学生整体较低的贫血率 （ 16% ） 有关。在模
型二和模型三中，结果显示贫血对少数民族学生的
数学成绩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分别降低了回 / 土族学
生和藏 / 撒拉族学生 0． 22 和 0． 27 个标准差。如图 2
所示，贫血的各族学生数学成绩都有所降低。贫血
的汉族、土 / 回族、藏 / 撒拉族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分
别降低了 0． 1、
0． 22 和 0． 3。相比汉族学生，少数民
族学生成绩降低得更多，并且在回归结果中显著。
健康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影响非常显著，更加说
明了在分析民族教育差异时不能忽视健康的作用。

（ 四） 贫血对学生数学成绩民族差异的影响
表 4 是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多元线性回归结
（ 三） 贫血对不同民族学生成绩的影响
表 3 是不同民族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多元线性
回归结果，三个模型分别代表汉族、回 / 土族和藏 / 撒
拉族学生样本的回归结果（ 限于篇幅，省略个体、家
庭、学校和地区特征回归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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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包括四个模型，其中前两个模型是全体样本学生
回归，后两个模型分别是住家学生和住校学生样本
回归。模型一控制了除贫血以外的其他变量，包括
个体、家庭、学校、地区特征。以汉族学生为基准组，
少数民族的系数全部在 1% 的水平上，说明少数民

族学生标准数学成绩显著低于汉族学生。回 / 土族

准组，
回 / 土族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显著落后 0． 23，

学生落后 0． 19，藏 / 撒拉族落后 － 0． 78。

藏 / 撒拉族学生显著落后 0． 7。贫血的学生标准化

模型二在以上特征全部控制的基础上，加入了

数学成绩显著落后不贫血的学生 0． 19。模型四是

“学生是否贫血”的虚拟变量，其系数为 0． 2，说明贫

住校学生回归结果，和模型三不同的是： 住校的回 /

血的学生标准化数学成绩相比不贫血的学生显著降

土族学生和汉族学生数学成绩没有显著的差异； 藏 /

低了 0． 2。首先，学生的贫血率存在民族差异，其次

撒拉族学生仍然落后 0． 64，但是较本民族住家学生

贫血又显著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绩，所以贫血变量

落后汉族的数学成绩要少 0． 06。住校学生中，贫血

的加入，对学生成绩的民族差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的学生标准数学成绩落后 0． 24。相比住家学生，贫

模型二中，回 / 土族学生系数不变，因为和汉族学生

血对住校学生成绩的影响更大。

相比，回 / 土 族 学 生 的 贫 血 率 （ 20% ） 和 汉 族 学 生

图 3 和图 4 对比了不同民族不同住宿类型学生

（ 16% ）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由原

的贫血比例和数学成绩，可以看出住校对学生贫血

来的 1% 降低 到 了 5% 。藏 / 撒 拉 族 学 生 的 贫 血 率

和学习成绩的影响存在着民族差异。汉族、回 / 土族

（ 63% ） 几乎是汉族学生（ 16% ） 的 4 倍，所以在模型

住校生的贫血率分别升高了 1 个百分点和 4 个百分

二中，贫血变量的加入使得藏 / 撒拉族学生系数从 －

点，但是藏 / 撒拉族学生却降低了 4 个百分点。汉族

0． 78 升高到 － 0． 69。从贫血的角度出发，至少可以

住校学生的数学成绩降低了 0． 14，但是回 / 土族和

直接解释藏 / 撒拉族学生和汉族学生近 0． 1 个标准

藏 / 撒拉族学生却分别提高了 0． 09 和 0． 04。

差的数学成绩差异。Glewwe 的研究结果发现健康
对学生成绩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分别相当于 4 个月和
［8］
2 个月的学习成果。
本文只研究了贫血对学生民

族差异的直接影响，但是对比各民族学生的年龄发
现，回 / 土族学生年龄大于汉族学生 0． 3 岁，藏 / 撒拉
族学生大于汉族学生 0． 6 岁，如果考虑健康对学生
学习成绩的间接影响，健康将解释更多的民族差异。

从贫血和教育两方面可以综合解释寄宿制对不
同民族学生的不同影响。贫血方面主要是由于藏 /
撒拉族学生通过寄宿获得了更全面的饮食供给。学
校一般都在乡镇中心，居住较为偏远的学生选择住
校方便上学。相比其他民族学生，藏 / 撒拉族学生所
模型三分析的是住家学生样本，以汉族学生为基

居住的村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能够种植和购买的
食物单一。所以如果他们住在交通更便利的学校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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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获得更多种类的食物，有助于降低他们的贫血

造成的，不能仅从教育自身找问题。政府应当更加

率，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教育方面主要是由

重视健康对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的作用，通过切实有

于汉族学生寄宿带来父母教育作用的降低。汉族学

效的营养改善计划，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健康营养

生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家长，但是

水平，从而提高他们的教育质量。

住校学生不能获得来自家长的辅导和监督，导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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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thnic Discrepancies in Ｒural Primary Education in
Poor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Wes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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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Peking University，Haidian，Beijing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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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entre for Experimental Economics ＆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1；
4． Centre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 Natural Ｒesources
Ｒesearch of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Chaoyang，Beijing 100101）
Abstract： Malnutrition and poor health conditions are common problems among pupils in western rural areas，
which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education for students of various ethnic national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3745
primary students at 10 poor counties of Qinghai，Gansu，etc．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marked discrepancies in math
scores between minority pupils and the Han pupils： the pupils of Tibetan and Salar nationalities not only lag far behind the local Han pupils，but also the Hui and Tu pupi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an analysis of the anemia indicators was conducted to figure out how health effects the discrepancies in math scores among the pupils of
various ethnic national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emia rate and the
math scores among the pupils of various ethnic nationalities． The anemia rates of the Han，Hui and Tu，Tibetan
and Salar are 16% ，20% ，and 68% ，respectively，from which，we can see the anemia rate among the Tibetan pupils is notably higher those of other nationalities． After controlling other factors，the study shows that anemia has no
marked impact on the scores of the Han pupils，but has notable negative impact on all the minority pupils．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due importance to the effects of health on the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and improve their levels of health and nutrition by working out feasible nutrition plan，so as to improve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Key Words： rural education； ethnic minority； health； education； ethnic discrepancies

（ 续接第 136 页）
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在反腐的问题上走出“边反边

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真信，需要勇气去做一些

冒”的悖论等等。

能够经得住检验的学问，把社会主义的研究作为学术

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生去钻研的学问，其实并不

良知、社会责任的统一体去追求和奉献。这也正是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黄宗良教授在本书中说： “研究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所彰显出来的学术力量。
社会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更难； 在社会科学中，政治
学比其他学科更难； 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
义政治比其他方面更难。”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需要

（ 本文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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