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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5 · 12 地震已满三周年，在资源较为丰富的震区，伤残学生在生理方面的需要满足较好，但是社会适应方面的

需要比心理方面的需要更迫切。社会工作的介入应当注重发展其正向经验，增强自我效能感，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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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09 年 5 月 7 日四川省政府通报汶川特大地震灾

后重建情况，川内受伤学生中已评残并发证的有 500余名。

这些伤残学生基本都处于农村地区，不仅面临经济水平不

高、医疗条件不足，治疗恢复时间较长，医疗费用支出较大，

而且还面临生计、教育、心理以及未来的婚姻、就业等问题。

王子敬、钟玉英（2008）认为，地震致残者现在及今后可能面

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穿衣吃饭、起居、学习、走动、出行等

日常生活问题；二是诸如感情封闭、情绪不稳定、恐慌、无助

感、自卑感等心理问题；三是因失去了劳动能力和生存的本

领的就业问题；四是大部分残疾人享受不到应有的体育、休

闲、娱乐的乐趣等。此外，他们有可能在经济、政治、社会权

利、文化等领域遭到社会排斥。（汪海萍，2002；刘艳霞，

2008）对于农村残疾人，还面临残疾人法律服务体系不完

备，残疾人特教工作落后，诊疗服务水平和质量不高等问

题。（盛昕，2008）由是观之，伤残学生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

社会问题。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地震灾区伤残学生的需求进

行评估，以期为发展适切的服务策略提供经验支持。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后实证主义认为

“客观实体是存在的，但是其真实性不可能被穷尽”（陈向

明，2000）。“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永远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

分或一种表象，由于目前人的认识能力有限，因此不可能认

识其真实面貌。”（陈向明，2000）在研究方法上，选择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mixed methods）的方法，通过不同角度、不同

的资料来源，使得研究结果更接近真实。具体收集资料的

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

无可否认，对伤残学生的研究是充满挑战性的，不仅要

避免在访谈的过程中使其受到“第二次伤害”，又要使得研

究的结果能够尽量做到公正客观。因此，研究者谨慎处理

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二、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是选择极重受灾区 M 市 H 镇为研究地点。由

于该市本身较好的地理位置，加上当地政府积极响应的态

度，因此各种资源和支持进入该市较多。而笔者选择的 W
学校更是在灾后成为“明星学校”，有大量的社会资源和社

会支持，如接伤残学生外地疗养，组织伤残学生参加冬（夏）

令营，爱心家庭结对子，政府、企业、医院、残联、心理援助机

构、学校社工站，以及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团队、各界的爱心

人士也对其开展了关爱、支持和帮助等等。但由于极重灾

区不同县市之间、同一县市的不同村镇甚至同一村镇的不

同家庭或者伤残学生，伤残程度不同的学生，其得到的社会

支持的数量和质量往往比较悬殊。这样，不同的被访对象

之间对于同一问题的态度和表达就有可能存在较大的差

异，甚至会影响最后的研究结论。因此，本研究探索在资源

丰富的情境下，伤残学生的需要为何？生活、心理、家庭、学

习和社会适应等需要，哪方面更突出呢？

本研究聚焦于因震截肢的伤残学生，考虑到生活适应

性上的困难，具体选择高位截肢和小腿截肢的学生。他们

在两年多来，获得政府政策、经济支持、教育帮扶、医疗服

务、社工服务以及爱心人士的慰问等资源和帮助要较其他

学生多。因此，选择 H 镇 W 学校的伤残学生及其家长，研

究地点和研究对象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方法

（一）实际收集资料的过程

在实际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本研究对四川 M 市 H 镇

的 9 名伤残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两轮访谈，并在与被访对

象签订访谈录音同意书的前提下，对部分访谈内容进行了

录音。因此，本研究对部分访谈资料通过录音整理成逐字

稿，其余通过访谈者在访谈结束后立即通过回忆整理成访

谈备忘录。对学生的访谈基本上是按照先填答问卷，为接

下来的访谈做好铺垫，然后按照访谈提纲所设问题交流，最

后请学生对各种社会支持进行总的评价。对家长的访谈，

则是由学生自主指定自己最亲近的 1 名家人。同时，为了

避免家长对学生的观点产生影响，也使得学生的表达更加

自由，访谈过程中选择了学生和家长分开独立进行。在访

谈地点方面，一般选择在其家中访谈，有 2 名学生在学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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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站访谈。由于各位访谈对象可以随时停止访谈，所

以每次访谈时间学生在大约是 30 分钟到 1 小时不等，家长

则是在 30 分钟到 2 小时不等。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已经

尽量避免引出沉重的话题，注重当下的情境和感受，以避免

造成负面或不必要的伤害。然而在访谈过程中，还是有 1
名被访学生及另 1 名学生家长出现了情绪激动、哭泣的情

况。经征求被访者意见，通过当场对其进行情绪纾解，及时

终止访谈并转介社工等途径进行了妥善处理。

（二）资料整理和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是作为深度访谈的铺垫工作。因样本数较

少，其数据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只是作为深度访谈的一个

参照。问卷对生理维度、心理维度、社会适应维度以及其他

方面进行了需求调查和满意度评价。问题的设计示例如下：

问题一，您容易得到好的医疗服务吗?
①根本不容易 ②很少容易 ③一般 ④比较容易 ⑤极

容易

问题二，您对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感到满意吗?
①很不满意 ②不满意 ③既非满意也非不满意 ④满

意 ⑤很满意

在本研究中，9 名被访学生进行现场填答问卷，回收率

和有效率均为 100%。进行 SPSS 分析后，得出每个维度的

统计数据。

2、深度访谈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分析文本资料，了解伤残学

生及其家长的想法及其意义。具体步骤如下：

（1）登录。在每次访谈结束后，即刻整理好访谈内容，

转译登录成为逐字稿，并备注访谈日期、访谈地点、受访者

编号等资料。

（2）分类。按照访谈提纲，确定家庭、学校、社区、政府、

非政府组织、邻居、亲戚、同学、其他私人关系为类属，以段

落为具体的分析单元。该分类全面而详尽，相互之间没有

重叠和交叉。

（3）电脑化处理资料。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并整理登

录类属。把不同的被访者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综合到一起。

（4）分析。通过铺陈不同学生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家

长和学生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以及访谈出现的典型案例，

从直接表述和主题分析 [theme analysis]来得出结论。

（5）审核。初步的结论反馈被访学生和家长，并与长期

参与服务伤残学生的同工、志愿者进行了交流。在此基础

上，两位作者互相审核、讨论、整合。意见分歧时，则进一步

商议、讨论。

四、研究发现

（一）被访伤残学生的具体情况

至 2009 年 5 月 7 日，因 5 · 12 地震受伤已评残并发

证的有 500 余名。笔者选择的研究地点 M 市 H 镇则有 26
名伤残学生。经过前期调研，笔者发现学生的伤残程度对

其社会支持网络有着非常的影响，如截肢学生相对更容易

获得关爱和帮助。所以本研究选择了该镇 9 名截肢（此处

特指为对日常生活和行动影响更大的下肢截肢）学生及其

家长作为被访对象。9 名被访学生年龄在 11 岁-14 岁之间。

由于国内有伤残鉴定资格的单位众多，学生的伤残状况由

DY 市残联或者学生当时的疗伤医院进行鉴定。其中：5 名

男生，4 名女生；3 名高位截肢，6 名小腿截肢；5 名被评为二

级伤残，4 名被评为三级伤残。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访伤残学生的基本信息表

（二）被访伤残学生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伤残学生的需要以及目前适应社会生

活的具体情况，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和深度访谈法对其当前

需要进行了评估。

1、量化研究的结果

问卷部分按照生理、心理、社会适应三个维度设计问

题。如：在生理维度设计的主要问题有：您在对付疼痛或不

舒服时有困难吗；您容易得到好的医疗服务吗。在生理维

度设计的主要问题有：生活中，您觉得孤独吗；当需要时您

的朋友能依靠吗；社会适应维度设计的主要问题有：您对自

己与家人的关系感到满意吗；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总

体来说，67%的被访学生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或很满意。但

由于样本数较少，所以本节统计分析不能割裂而看，需与质

化方面的分析相呼应，才能实现印证。

（1）生理方面：在应付疼痛、自理能力上均有比较好的

适应，多数学生容易能够获得好的医疗服务。具体来说：在

对付疼痛或不舒服时，9 位学生中有 7 位（约占 78%）很少没

有困难，其余则根本没困难。89%的学生容易获得较好的医

疗服务。

（2）心理方面：生活中感到孤独、很少孤独和根本不孤

独的学生分别占了 33%；值得关注的是，33%的学生在需要

时很少能得到朋友的依靠。

（3）社会生活方面：被访学生在与家人关系、总体生活

上多为正向的满意度。如，78%的被访学生对自己和家人的

关系满意或很满意。78%的被访学生表示从事日常生活时

“很少有困难”。但在交通方面，表示“困难”的学生占了 33%。

（4）其它方面：被访学生在信息获取、经济方面则有着

不同程度的需要。33%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得到所需要的信

息。44%的学生在经济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

2、质化研究的结果

通过一对一的面谈，笔者对伤残学生在上述几个方面

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更深入的评估。以下生理、心理、社会生

活三个方面的总体表现，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阐释，而

是将表征比较明显，学生及其家长有着强烈诉求的方面，作

为以上问卷调查的一个深入和补充。

（1）生理方面的调适需要

在截肢手术之后，经过 1 年多的医疗和康复训练，他们

对于疼痛的诉求已经不大。这与问卷调查的结果一致。目

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义肢的适应和其他康复训练上。如：

学生三：“比如他们（被访的父母）问我的时候，我就不

真正的回答他们。比如说很痛的话，我就说不痛。实在受

不了，才说出来。”

学生五：“现在都没得好痛了！就是刚穿假肢的时候，

很难受！”



学生一：“我有三天没咋穿过，有天要出去，发现腿已经

变粗，穿不进去了。”

学生七：“好久没有锻炼了，不想锻炼！”

他们原本不需要任何辅助物便行动自如。虽然生理上

的疼痛他们早已习以为常，自我承受，但没完没了的康复训

练让他们不甚其烦。由于义肢经常需要维护甚至更换，每

次都需要进行短则一周，长则一月的适应时间。有的学生

能够慢慢适应，如：

学生九的母亲：“他现在走的还比较好！跑也可以！别

人要是不清楚，还晓不得他是残疾人。”

有的学生则对康复训练表现出了很强烈的畏难情绪。

这方面更突出的体现在高位截肢的学生身上。如：

学生二：“不想穿（假肢）！不舒服⋯⋯不想锻炼。”

而两位学生家长的陈述也反映了学生在平时的康复训

练中并没有认真对待：

学生一的母亲：“我一看，腿早都磨破了，都成了痂痂⋯⋯

她也没说⋯⋯每次重换一条假肢，她都要好长时间不习惯。

在家里喊她穿上多练习一哈，她也不干。我也不想说她，也

说不过她，反正是她自己的事情。”

学生二的爷爷：“看到她一跳一跳的去倒水喝，回到沙

发上的时候撒得就剩下半杯了，我一看到就难受，想哭⋯⋯

原来多乖的，现在成这个样子。”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伤残学生虽然能够得到好的医疗

服务，并不意味着他们目前的康复工作做得很好。

（2）心理方面的多重需要

①缺乏安全感

虽然余震越来越少而且逐步轻微，但地震的阴影依然

挥之不去，尤其表现在安全感的缺失上。在地震后一年多

的时间里，每当发生一次震级较大的余震，都会让他们更加

地想呆在家中，由父母陪在身旁。

学生一：“我昨天下午刚到我奶奶家，晚上就地震了。

我爸妈晚上又把我接回家来。”

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已经映射到了其他

层面的事物上，比如对于陌生环境的不安等。

学生四的母亲：“现在喊她去超市，她都不去。我们去

逛街，她宁愿在外面等我们，也不进去。”

②自卑心理

由于伤残的现实，部分学生变得比较敏感而内向，对于

包括他人语言之外的甚至眼神、肢体动作等，都有了较之先

前（截肢前）更多的思考，并不自觉的和自己作为残疾人，在

他人眼中成为“废人”联系起来。常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动

怒、伤心、沉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更加积极面对

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学生三：“她就在背后说我，我这人最怕别人在背后说

我。”

学生一：（被访学生展示自己的一张图画作品：铅笔）

“笔就是鄙视的意思，就是说残疾人也应该得到尊重！”

③依赖心理

这种依赖心理更多的表现在对于父母的依赖。由于受

伤后，伤残学生的父母处于巨大的悲痛和失落中，对于孩子

的补偿心理更加凸显。家长表现出了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使得孩子一些能自己处理的事情也变得不再积极。

学生一的母亲：“现在去哪里，都非要我陪到⋯⋯也没

得办法的，已经是这样了⋯⋯去广州耍的那几天，天天给我

发短消息，刚去的时候就说想回来了。”

因此，在心理方面，除了问卷调查中所体现的孤独感之

外，还存在安全感的缺失、以及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的增强。

（3）社会生活方面的发展需要

①生活自理方面

伤残学生在生活自理方面，表现较为良好。需要提及

的是，9 名被访学生中有 3 名是高位截肢，他们在洗澡、如

厕等等都能较少需要他人帮助就能完成。

学生六：“可以，（洗澡、上厕所）不需要帮忙。”

学生一：“没问题，在学校（里）头经常我自己去（厕所），

也不需要同学帮忙⋯⋯（洗澡）也是。”

这在几位家长的回答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学生一的母亲：“我说帮她搓搓背，她喊我不要，她要自

己来。”

学生九的母亲：“不需要管的。我和他老 he（音，即爸

爸）比较忙，经常不在家。他回来就是自己煮方便面⋯⋯能

照顾自己的。”

②休闲娱乐方面

对于高位截肢的学生来说，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

电视。有时也会有其他人比如同学、邻居小朋友过来，大多

也是一起看电视。笔者在多次去三名高位截肢学生的家

里，无一例外都是正在看电视。

学生一：“就是在家里啊，有时候 G 哥哥（社工站的治

疗师）过来陪我玩。（玩什么呢？）飞行棋，还有在打这个小

台球，要不就看电视。”

而小腿截肢的学生，则有着较为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娱

乐方式。

学生七：“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去绵竹。昨天我就是

和 Z（学生一）在绵竹耍⋯⋯就是到处转转。”

几位被访家长的回应，也反映了高位截肢学生和小腿

截肢学生在娱乐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高位截肢学

生在娱乐方式上比地震前要局限很多。

学生一的母亲：“一天就是坐这看到起，啥也不干，作业

也不写⋯⋯我也不想说她。”

学生四的母亲：“一般就是看电视。以前也看，不过不

是这样的。”

③与他人交往方面

高位截肢学生与他人交往较少，同辈群体之间的联系

日渐稀少。鲜有新的普通学生和他们交往，目前多为截肢

前就比较要好的朋友，但由于自己行动上的不方便，相互之

间共同游戏的机会和时间变少。

学生一：“（好朋友）有啊，这段时间没来了，她养了一只

小狗狗⋯⋯她家比较远，就没去。”

而小腿截肢的学生在与他人交往上受到的影响比较

少。

学生七：“我前天还骑了摩托车走绵竹去耍。没得关系

的。”

学生六：“我自己骑自行车⋯⋯（和他人交往）没影响

的。”

因此，在社会生活适应方面，小腿截肢的学生在生活自

理、休闲娱乐等方面有较好的适应，而高位截肢学生则存在

很大的挑战。这与问卷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比如在问卷

中，高位截肢学生就表现出了在交通上的困难，以及从事日

常生活的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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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与家长的访谈过程中，他们除了对孩子目前在生

理、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做了回应外，还认为孩子的教育

问题、假肢问题、自身养老问题以及孩子的未来就业问题是

非常重要的。

学生七的母亲：“开始说是去 D市那边（上学），去了两

个星期就回来了。反正这边也不收他们的学费⋯⋯考大学

也没得哪个要。将来找工作还是个问题。”

学生二的爷爷：“以前多乖的，现在成了一个废人⋯⋯

这社工站明年一走，残联不晓得还管不管。现在说的是要

管到 18 岁。这假肢好贵哦，一条就是好几万，撇（意为不

好）的不好，好的又贵。要花好多钱。”

学生六的母亲：“就这一个娃娃，到时候老了，哪个管我

们哦。他自己都顾不下自己。”

综上，由于当地针对伤残学生的服务机构相对丰富且

具有持续性，各项扶助政策落实较好，因此学生自身认为已

经得到了较多的照顾。除了在假肢、出行和日常生活外，目

前在各方面并没有特别的需要，他们关注的是当下的感受。

然而，他们更多的无奈和痛苦却并没有过多描述。比如学生

四很随意的一幅画竟然蕴藏着期望不被歧视；学生二肢穿长

裤而将心爱的裙子束之高阁；以及学生三在访谈过程中谈及

同学关系就潸然泪下，要求结束访谈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家

长很容易忽略或者简单归因之处。家长关心的则是很多现

实性的生活问题以及将来前途，而非学生内心的真正想法。

如孩子的数额巨大的义肢花费问题，尤其是各种服务机构退

出后，学生的康复训练、义肢更换各方面将失去支援。

3、研究结果的回访

回访的结果显示，2 名伤残学生及 1 名伤残学生家长

对于上文中康复方面的需要，心理和情绪上孤独感、依赖等

方面的倾向，以及生活适应中的生活自理、休闲娱乐等方面

均表示赞同。学生家长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对未来假肢更换

的担忧，还进一步补充了养老和教育方面的情况：一是自己

担心的养老问题，已经通过努力在近几个月来按照政府程

序开始解决了。二是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入读高中和大学

有可能面临“没有学校愿意接收”等很多困难。

五、结论

（一）生理方面的需要满足较好，社会适应方面的需要

比心理方面的需要更迫切

通过问卷调查和对于学生及家长的访谈可以发现：对于

本研究中的学生来说，医疗和康复方面的资源比较丰富，学

生日常生活的自我照顾，以及身体康复方面已经得到较好的

满足。在心理方面，除了在问卷调查中所体现的孤独感之

外，还存在安全感的缺失、以及自卑心理和依赖心理的增强。

但他们目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心理层面，即不仅仅

是对学生个体的情绪、认知、性格的变化，而更表现在对于义

肢的适应和康复训练上。因为这直接影响他们更好地进行

生活自理、参加娱乐活动、扩大人际交往等社会生活的适应。

此外，伤残学生各个层面的需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

着极强的关联性：生理上的康复，会影响健康心理的发展，

进而影响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反之，社会适应能力不足，

又会影响学生保持生理、心理健康的自我应对能力。这在

既往的研究中，是较少讨论的部分。

（二）对于获得较多资源支持的伤残学生，应当注重发

展其正向经验，增强自我效能感，融入社会

对于本研究中的学生来说，其面临的主要社会环境还

是学校，社会压力较小。因此，这个阶段是社会工作的介入

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应当着重协助伤残学生发展正向的

经验，定期的交流了解他们在学习、生活、人际、心理、家庭

等方面的动态，增强伤残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心理方面的

辅导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满足其回归社会的需

求。如开展有关残疾人的社区教育活动，使得社区民众能

够对伤残学生有更多的包容，减少社会歧视，为伤残学生的

社会融入营造良好的氛围。虽然就业和婚姻等不是他们这

个年龄段的关注点，却是他们父母的压力所在。因此，社工

应当留意父母相关的感受，积极与家长共同努力为孩子将

来发展计划，开展相应的工作。

六、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的限制

限于时间和精力，笔者只是选择了极重灾区中的一个

镇作为研究地点，研究对象也只有 9名伤残学生及其家长。

因此在研究对象中，没有涵盖其他类型的伤残学生（如上肢

截肢、神经性损伤等）。这也与本研究的关注重点是资源丰

富的情境下，获得较多支持的伤残学生的需求表现有关。

（二）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由于灾后支持有很多因素而导致差异，而且这些因素自

身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这里的结论主要目的是发现

事实，对反映该镇伤残学生的需要现状有着实际意义，对整

个灾后伤残学生的需要现状则仅有参考价值，不能照搬。

（三）各种观点之间的因果关系

文中所铺陈的各种数据和资料，有的并不存在很强的

因果关系，有的甚至会出现家长和学生的观点不一致的情

况。因为本研究所关注的是一种主观感受和评价，因此研

究者认为，这并不影响资料和结论的信度。

（四）尚未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虽然较为清晰、具体的描述了伤残学生的需要，

但仅能反映出部分学生及家长在震后两年多里的感受和变

化。在回访的过程中，笔者已经感受到他们自身以及周围

的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且对其产生的影响。因此

应当对这一群体进行更为长期的跟踪研究。此外，政府、社

区、学校、同学等社会支持对他们的看法，也是本研究没有

涉及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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