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城乡差异分析
邱丹文
[摘 要] 城乡女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的各方面都存在差异。城镇女大学生在课外活动上表现
更突出，获得更多托福、雅思、驾照等资格证书，带有“外向性”和“变动性”的特征；而农村女大学生
更加专注学业、遵守课堂纪律、能够更好地完成作业、在四六级英语证书的获得比例高，更加“专注学业”
和“遵守规则”。城镇女大学生偏好学生工作，农村女大学生偏好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和实习
项目，并且在公益性社团的参与更积极。但是,农村女大学生在担任主要学生干部、参与高级别的社会实
践上的比例更低，可能在部分活动存在“瓶颈现象”。对高校而言，需要创造环境、提供平台、加强引导，
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关注不同学生特点，挖掘个体优势；更要重视农村女大学生的“发展瓶颈”问题，引
导她们补齐短板、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如此才能做好学生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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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文献述评
女大学生是高层次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
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大学阶段，是女性形成
价值观、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节点，更是女性面临
一系列人生重要选择、决定其未来发展的关键时
期。因而，关注女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的学
习、生活状态，是推进人才培养、做好人力资源储
备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社会
等多方面原因，女性一直都处在教育的劣势地位，
在接受高层次教育这个方面尤为明显。并且，城乡
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城乡差异
存在于收入、职业、父母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等方
面，影响着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
性别、城乡和高等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就业情况两方面展开，视角多
采用男女大学生和城乡大学生的对比。在高等教育
入学机会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随着近年的发展，性
别和城乡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机会影响已经微
[1-2]
乎其微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大学教育没有减少
性别、城乡、民族、阶层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不
公平现象仍存在。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异表现在城
市考生入学机会更多、乡村更低；农村学生在“自
主招生”、
“政策加分”比例更低；一流院校、二类
学校、三类学校的城镇人数都更多，农村女大学生

的数量最少 。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到家庭
背景的局限，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生长
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
[5-6]
少于其他人 。就业情况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
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的就业比例和质量更高、在就
业过程中更加顺利、进入的部门更加具有竞争力、
[7-8]
起薪也更高 。对就业问题，多数学者都从社会资
本、人力资本的角度切入。人力资本包括学业表现、
获奖情况、学生干部担任情况等，人力资本存量越
高的大学生，就业情况也越好。有学者认为，在大
学期间，女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存量不低于男生，但
是对潜在社会资本的使用渠道和效益不如男大学
生。在学业上，城市户籍的大学生对学业的专注度
比农村户籍大学生更低，城市户籍大学生的必修课
成绩要比农村大学生差，选修课成绩要比农村大学
[7-11]
生好 。
可见，性别、城乡与高等教育的相关研究内容
集中在入学机会和就业情况这两个方面，对大学生
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的关注较少。并且，多采用性
别和城乡的对比视角，单独围绕女大学生这一群体
开展的研究更为薄弱。
二、样本情况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立足于厦门大学，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
数据。此次调查一共回收 382 份有效问卷，其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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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女生 222 份，占 58.1%，农村女大学生 160 份，
占 41.9%。本文将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界定为在大学
期间的综合表现，具体分为以下八个方面：学业情
况、学生工作、社团活动、文体活动、志愿服务、
社会实践、科研科创、就业实习准备情况。
三、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城乡差异
（一）数据分析结果
通过频数分析，发现城镇女大学生和农村女大
学生在科研科创上无明显区别，其他方面差异表现
在以下方面：
（1）城镇女大学生和农村女大学生的学业成
绩差异小，但农村女大学生的学业拔尖比例更高、
在完成作业的自觉性上更高、更加遵守课堂纪律。
城镇女生与农村女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的表现相
差不大。但是在系内前 20%中，农村女大学生的比
例为 35.6%，略高于城镇女生（34.2%）。在完成作
业情况上，城镇女生表示“完全可以”和“几乎可
以”及时完成作业的比例为 61.7%，农村女大学生
的比例是 71.3%。问及上课时有迟到、早退、旷课
行为时，城镇女生选择“经常”和“有时候”的比
例为 18%，而农村女大学生为 10.6%。可见，城镇
女生在遵守课堂纪律、作业完成情况上远不如农村
女大学生。
（2）城镇女生在学生工作上的参与度更高，
在担任主席、部长和副部长的比例上更高。城镇女
生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比例达到 79.3%，高于农村女
大学生（73.1%）。在担任的职务上，城镇女生在学
生机构担任部长级以上、部长、副部长的比例为
34.7%，高于农村女大学生（26.9%）。
（3）农村女大学生在社团活动参与度上更高，
更多地参与社会公益社团。农村户籍的女生参与社
团活动的比例为 79.4%，高于城镇女生（74.3%）。
并且，农村女大学生参与率最高的是娱乐兴趣类、
社会公益类和体育艺术类社团。城镇女生参与率最
高的是娱乐兴趣类、体育艺术类、社会公益类社团。
可见农村女大学生在社会公益类的参与比例更高，
城镇女大学生在体育艺术类社团的参与更多。
（4）在文体活动上，城镇女生参与体育锻炼、
球类、书法、演讲等活动略多于农村女大学生，参
与艺术活动（播音、主持、合唱、舞蹈等）远远多
于农村女大学生。在运动会、球类比赛等体育活动
上，城镇女生的平均参与次数是 0.82，略高于农村

女大学生（0.74），在书法、演讲、辩论、征文、知
识竞赛等活动上，城镇女生平均参与次数是 0.98，
高于农村女大学生（0.61），在美术、播音、主持、
合唱、舞蹈等活动上，城镇女生平均参与次数为
1.36，远高于农村女大学生（0.32）。
（5）农村女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工时远多于城
镇女生。在校期间，农村女大学生的平均志愿服务
工时为 69.78 小时，多于城镇女生（55.04 小时）。
（6）农村女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参与度略高于
城镇女生，但是城镇女生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会
实践项目的参与比例更高。在社会实践参与次数
上，农村女大学生平均为 1.57，略高于城镇女生
（1.53）。但是当问及社会实践级别，城镇女生参与
到国家、省部级项目的比例为 4.5%，远高于农村女
大学生（0.6%）。
（7）考取资格证的情况差异明显，农村女大
学生参与实习的比例更高。城镇女生获得资格证书
的情况是：英语四级（77.9%）、英语六级（39.2%）、
驾照（25.2%）、计算机等级证书（16.7%）、雅思、
托福、商务英语（7.2%）、会计证、银行从业资格
证（5%）。农村女大学生的获得比例为：英语四级
（84.4%）、英语六级（45.6%）、驾照（16.3%）、计
算机等级证书（13.1%）、雅思、托福、商务英语
（3.8%）、会计证、银行从业资格证（1.3%）。可见，
城镇女大学生在雅思、托福、商务英语、驾照、计
算机等级证书、会计证、银行从业资格证等的比例
格更高，而农村女大学生在四六级英语证书的获得
比例更高。
农村女大学生参与实习的比例为 34.4%，高于
城市女大学生（28.8%）
。这可能与农村女大学生毕
业后选择工作的比例更高有关系。城镇女生选择毕
业后工作的比例仅 20.7%，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是
72.1%，农村女大学生选择毕业后工作的比例是其
两倍，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为 55%。
（二）女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情况的城乡差异
（1）城镇女大学生在课外活动更加活跃，在
其他方面技能的培养更多；农村女大学生更加专注
于学业。从分析中可以发现，城镇女大学生在校期
间所参与的各类活动更加活跃，显现出一种“外向
性”与“变动性”的特征。城镇女大学生在书法、
演讲、辩论、征文、知识竞赛、运动会、球类比赛
等活动参加较多，在美术、播音、主持、合唱、舞
蹈等活动上的差异更大。农村女大学生在学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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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更为专注，在拔尖学生的比例上更高，也更能
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更加具有“专注性”和
“规则性”。这与人们对城乡差异的印象与经验一
致，也反映出城乡资源水平差异的问题。
一般认为，城市所享有的资源更多，在经济发
展水平、教育资源、父母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占有优
势，对子女的投入更多，从小就培养子女在音乐、
美术等方面的技能。而在农村中，子女数量多、资
源少，所以农村学生更少接受这方面的教育。这种
资源背景的差异，使得城市大学生获取了比农村大
[11]
学生更多的数量和不同类型的资本 。这一点也可
以从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情况上得以印证。城镇女
大学生在雅思、托福、商务英语、驾照、计算机等
级证书、会计证、银行从业资格证等的比例格更高，
而农村女大学生在四六级英语证书的获得比例更
高。四六级是学校要求的、带有“学业任务性质”
的证书，农村女大学生的获得比例更高。而其他方
面的证书，则更加需要资金等资源的支持，因而城
镇女大学生获得更多。
（2）农村女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公益社团、实习项目的参与更多，更加重视“公益
性”、
“实践性”的活动。在志愿服务上，农村女大
学生的平均志愿服务工时远多于城镇女生，在社会
实践、社团活动、实习项目的参与度也高于城镇女
大学生，且农村女大学生在社会公益类的社团参与
比例更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女大学
生在“公益性”、
“实践性”的活动上参与更为积极。
这可能与长期以来的城乡文化差异有关系。一般认
为，城市中所倡导的文化是独立、个体的，因此认
为城市居民对个人的权益、个体的认知更加明显。
并且，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城市孩子的活动空间
更小，在实践活动参与机会更少。而在农村中，人
与人之间更熟悉、交流多、粘合强，所以农村居民
更加倾向于“集体”生活、更推崇奉献意识。处在
较开放的环境下，农村孩子也常常结伴外出活动，
实践活动参与得更多。农村女大学生在实习项目参
与得多还与她们选择就业比例高有关系，这也反映
出了城乡资源水平差距的问题。正是在不同文化、
行为习惯、资源水平的影响下，城乡女大学生在志
愿服务、社会实践、公益类社团、实习项目的表现
上有差异。
（3）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农村女大学生在部
分活动上可能存在“瓶颈”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城镇女大学生学生工作中表现更加积极，担任主
席、部长和副部长的比例上更高。城镇女生担任过
学生干部的比例达到 79.3%，高于农村女大学生
（73.1%）。在担任职务上，城镇女生在学生机构担
任部长级以上、部长、副部长的比例为 34.7%，高
于农村女大学生（26.9%）。在社会实践级别上，城
镇女生参与国家、省部级项目的比例为 4.5%，远高
于农村女大学生（0.6%）。这些情况都说明，农村
女大学生在部分活动中，可能存在类似于“发展瓶
颈”的问题。
四、对策建议
城乡女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差异，
这反映出实质上是城乡不同的社会结构而带来的
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二元分立结构的影响，城镇
和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思维方式、教
育资源等各方面都存在较大不同，这也直接影响了
城乡女大学生的在校表现情况。这一问题的改变，
需要国家、社会、高校共同努力、开展工作。就高
校而言，应当多方面入手，构建起学校、学院、辅
导员、学生的四级联动机制，以引导所有学生健康
成长。
（一）创造良好校园环境，搭建学生成长平台
提升学生教育效果，首先需要创造良好的校园
环境。校园是学生成长的土壤，好的环境可以时时
刻刻、从细微处给学生输入正能量。对学校而言，
要充分利用国庆节、清明节、五四青年节、校庆日
等时机，开展各类教育活动，加强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育良好
的道德品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艺术活动，
营造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校园氛围，让学生在这些
活动过程的参与中得到教育与成长。重视学生工
作、社团活动、就业实习的平台搭建，为学生提供
多方面的锻炼机会，让所有学生都能够找到感兴趣
的、合适的项目，发挥自己的特长，实现个性化发
展。
（二）加强对学生的引导，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大学阶段的学习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学业，
还包括多方面能力培养。对此，学校、学院和辅导
员应当加强对学生的引导，鼓励学生全面发展。针
对女大学生，学校可以开设女大学生的发展课程，
由专业教师、辅导员负责授课，开展学业、科创、
就业实习等内容的教育，传授经验、加强引导，帮
助学生少走弯路、科学规划大学生活。学院可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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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女大学生发展规划咨询室，由一线的学生工作教
师担任咨询，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开展一对一咨
询，帮助消除困惑、解决问题、实现成长。此外，
建立激励机制，多引导学生参与各类活动，积极参
加到学术科创、文体活动、志愿服务、社会实践、
学生工作、实习项目中来，实现全面发展。
（三）依托辅导员与学生干部队伍，有针对性
地开展教育工作
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引领者，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日常工作中，辅导员可以通过年
级大会、班会、一对一谈心等方式，定期与学生沟
通。只有充分了解学生，才能提升后续工作的效果。
并且，充分关注不同群体的特质，有针对性地开展
教育。对于城镇户籍的女大学生，可以多引导其投
入学业当中，提高学业成绩，在志愿服务、社会实
践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提升服务与奉献的意识；发
挥自身优势，在学生工作、就业实习上发挥出更大
的作用。对于农村女大学生，可以引导其挖掘自身
的兴趣点，在美术、音乐、体育项目等多方面开展
学习；积极参与学生工作，锻炼工作能力；更多地
参加志愿者项目与社团活动，积累人力资本，为未
来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
用，让学生干部多关注遇到问题的学生，及时提供
帮助、及时向辅导员反馈同学的情况，如此才能够
及时、有效地开展工作。
（四）关注农村女大学生的“发展瓶颈”问题，
多方面提供帮助
农村女大学生很可能在部分活动中存在“发展
瓶颈”问题。这与农村女大学生的成长环境、社会
资源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高校而言，如果能
够及时关注、提供引导和帮助，对于她们的发展有
着重要意义。高校辅导员应当结合学生的特点，针
对学生个人的情况，开展辅导。可以开展一对一的
谈心和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及时解决农村女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各方面问题，鼓
励学生“迎难而上”、“向着弱点出发”，才能补齐

短板、跨越瓶颈。结合实际情况，为她们提供资源、
信息，帮助她们培养能力，实现个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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