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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共同体对留守儿童孤独感改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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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支持对激发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非常重要袁也是影响孤独感的主要因素之一遥 文章阐释了野互联网+冶在

地化教学共同体的含义尧特征袁及其对留守儿童提供的智力和情感两个维度的社会支持遥 在湖北省崇阳县 6个乡镇尧16所

乡村学校进行了随机抽样袁完成了留守儿童孤独感测量和基于事件的师生访谈袁检验了在地化的城乡共同体所提供的智力

支持和情感支持对改善教学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效果遥结果表明袁实验校各年级留守儿童的孤独感量表得分均显著低于非

实验校袁且在孤独体验尧社交能力评价和同伴支持三个维度上均呈现显著差异袁说明基于野互联网+冶的在地化教学共同体为

留守儿童提供的社会支持对改善孤独感有显著作用遥 基于分析结果袁文章聚焦乡村教育的在地化袁从共同体立足地方的活

动开展尧地方性知识的教学融入两个方面提出了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的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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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和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袁大量的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家乡进城务工袁

因户籍制度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袁 其子女大部分被留在

乡村由祖父母尧外祖父母或父母的留守一方抚养袁从而

产生了乡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1]遥根据民政部 野全

国乡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冶 中的统计

数据显示袁截至 2018年 9月袁全国共有留守儿童 697

万人袁其中袁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

顾遥 义务教育阶段乡村留守儿童比例从 2016 年的

65.3%上升至 2018 年的 78.2%袁51.9%为小学在读儿

童袁 留守儿童在农村中小学在读儿童中呈现更为集中

的趋势[2]遥另外袁根据课题组调查显示袁我国中西部偏远

地区乡村教学点的学生中袁留守儿童比例超过 70%袁有

些乡村教学点已经接近 100%[3]遥 而乡村教学点承担着

义务教育初始阶段教育袁 既是基础科学文化知识的储

备期袁也是良好思想道德修养的养成期袁非常关键遥 已

有研究表明袁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袁留守儿童所处的家

庭功能变化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情绪困扰袁其中袁以孤独

感最为突出[4]遥

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同伴关系尧家

庭尧社会支持以及个体自身因素等遥有研究发现袁良好

的社会支持对于缓解儿童的孤独感尧焦虑等不良情绪

具有重要作用袁尤其对于留守儿童来说袁社会支持更

是一种重要的应对资源袁有助于留守儿童对自我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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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环境的正确认识和积极评价袁从而降低留守儿童的

孤独感[5]遥对乡村留守儿童而言袁隔代监护人大多重视

儿童生活上的关怀袁较少与之有情感上的交流袁因此袁

更多的社会支持来自学校同伴和教师所提供的情感

支持和智力支持[6]遥

本研究在探索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

践模式的大背景下[7]袁探讨了如何发挥城乡教学共同

体的群体作用袁为乡村教学点的留守儿童发展提供社

会支持袁并聚焦于孤独感改善这一微观层面曰同时袁通

过准实验研究检验野互联网+冶在地化教学共同体所提

供的智力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否对留守儿童的孤独感

改善有所帮助遥

二尧基于野互联网+冶的 N伊渊1+M冤

在地化教学共同体

野在地化冶的教育思想起源于杜威关于学校教育

独立于现实社会的反思遥美国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

发展导致的乡村劳动力流失尧乡村学校合并尧教学内

容脱离本地社会文化现实等问题袁自 20世纪 90年代

开始在乡村教育中展开在地化教育实践袁并将其定义

为野扎根当地实际的教育冶遥在地化教育重视乡村儿童

的生活经验与原有认知基础袁将野地方冶或野环境冶概念

贯穿于各种课程语境遥

野共同体冶在社会学领域强调的是组织中人与人之

间的共同精神尧愿景尧归属感尧认同感和紧密关系遥而教

学共同体是师生基于共同的目标任务袁 在互动交流与

合作发展的基础上构成的群体袁具有互动合作尧交往生

成尧持久稳定的特点遥 在教学组织形式的创新改革中袁

野教学共同体冶的理念起到了情智联结与群体智力支持

的作用[8]遥随着野互联网+冶行动计划纳入国家战略袁互联

网与教育的互动与演进创生出更加开放的教学环境和

教学共同体的崭新样态袁在数字化尧信息化尧智能化的

教育环境下促进学生全面尧健康尧个性化的发展遥

本研究所指的野共同体冶是在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

均衡发展的实践背景下袁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

素袁将县域内独立的教育主体袁即 1个城镇学校和M个

乡村教学点的师生通过互联网创新联接起来袁 构建的

N伊渊1+M冤在地化教学共同体渊如图 1所示冤袁让教育资源

在本地更快更好的流通与共享袁 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

值遥 在每一个 1+M的教学共同体中包含同一乡镇 1个

中心学校的师生和M渊M臆3冤个乡村教学点的师生遥

该共同体是基于本地资源构建袁城乡师生作为核

心群体袁虽在物理空间上是分离的袁但有着相同语言尧

文化和地域背景袁 有利于利用互联网建立情智联接袁

展开在地化的互动遥为什么选择本地城镇优质教师为

共同体的负责人袁而不选择城市更优秀的教师钥有研究

证实袁在地化教学效果与教师在本地居住年限袁以及对

本地语系尧本地文化尧本地自然生态的了解有紧密的关

联[9]袁因此袁在每一个 1+M的在地化教学共同体中袁主

讲教师都是来自本地城镇的优秀教师袁 本地优秀教师

更能将野地方冶知识和意识融入课堂[10]袁共同体内师生

通过野一方水土冶在情感上密切联系在一起袁同一县域

内的城镇学校才是乡村学校师生学业尧行为尧心理发

展最好的合作伙伴[11]遥

图 1 基于野互联网+冶的 N伊渊1+M冤在地化教学共同体

基于野互联网+冶的 N伊渊1+M冤在地化教学共同体是

一种野学习中心范式冶的共同体[12]袁重视城镇学校和乡

村教学点师生的共同愿景尧平等参与尧合作交流和心理

相容袁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袁产生学习型群体文化和双向

的团队关系袁不仅能促进学生在学业水平尧行为表现方

面的发展袁还能增强留守儿童的适应性尧认同感和归属

感袁促进儿童心理发展[13]遥 与此同时袁其互联网的属性

让乡村教学点的教育场域更开放尧教学资源更丰富尧教

学互动更多样尧群体文化更多元袁从而为乡村教学点的

留守儿童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和情感支持遥

三尧在地化教学共同体为乡村教学点

留守儿童提供的社会支持

孤独感是对乡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的

问题之一袁会使他们出现各种负性情绪袁如自卑尧焦虑

和无助袁这些负性影响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和生活造成

较严重的危害[14]遥 有研究梳理以往的研究发现袁除个

体自身因素之外袁留守儿童的孤独感主要受家庭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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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5]袁 本研究侧重社会因素的角

度袁 从儿童与他人互动或关系模式等近端环境入手遥

对于留守儿童袁尤其是寄宿的留守儿童来说袁除家庭

以外的主要生活环境就是学校遥 因此袁留守儿童的社

会因素源主要来自学校袁即教师和同伴遥其中袁教师的

肯定价值和陪伴性支持是影响其孤独感的显著预测

因素[16]遥 也有研究发现袁更加开放的环境较之封闭的

环境更容易缓解儿童的焦虑感曰更多样化尧沉浸式的

互动较之被动尧单一的互动袁更容易使儿童融入环境袁

找到归属感和身份认同[17]遥

本研究自 2014年起袁在全国 19个县域探索基于

野互联网+冶的 N伊渊1+M冤在地化教学共同体袁为乡村教

学点的留守儿童架起了交互的桥梁袁打破课堂教学模

式的时空界限袁实施同步互动课堂袁城乡师生牵手袁让

乡村教学点学生同时获得远程主讲教师和本地辅导

教师的智力支持和情感支持袁以及来自中心学校同伴

和本地同伴的互动与情感交流遥 总体来说袁在地化教

学共同体对乡村留守儿童孤独感的干预策略主要表

现在环境和互动两个方面遥

渊一冤智力支持院在共同体内实施同步互动课堂袁

使教育场域开放化

教学共同体是教育场域走向自由开放的理想途

径[18]遥 学校不再仅仅是追求生存资本的场所袁更是追

求尧分享共同价值的集合体遥 学校教育中袁课堂是主

要的教育场域之一遥 本研究团队为解决乡村教学点

开不齐课尧开不足课尧开不好课的问题袁尤其是英语尧

音乐和美术等薄弱学科袁 创新了基于城乡共同体的

同步互动课堂教学模式袁 即城镇教师在给本校学生

上课的同时袁 通过互联网同步给 M 个教学点的学

生遥 两地师生通过互联网以类似面对面的互动方式

完成课堂互动遥对乡村留守儿童来说袁不仅可以接受

本地教师的教育袁 也能享受来自同样文化背景的城

镇教师的教育曰不仅能接受语文尧数学课程知识袁还

能接受异地教师讲授的音乐尧美术等艺术的熏陶袁以

及英语课程的国际化熏陶袁使教育场域开放化尧扩大

化遥 在这种开放的教育场域中袁留守儿童尧教师及其

他教育参与者之间形成一种以知识的生产尧 传承和

传播为依托袁 以人的发展和提升为旨归的社会关系

网络遥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袁留守儿童得到了来自

教育场的强大智力支持遥

渊二冤情感支持院在共同体内开展野线上+线下冶的

多元互动袁使群体交互更深入

社会情感支持是影响留守儿童孤单感的重要因

素之一[19]遥 有研究表明袁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有力的社

会情感支持能激发留守儿童的心理韧性[20]曰群体关系

结构特征与地方归属感尧孤独感有重要关系[17]遥 留守

儿童生活在乡村袁对乡村有一定的依恋感袁但是父母

外出袁造成他们的生活圈相对封闭袁若是在师生情感

交流的过程中加入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尧运用尧传承

和创造袁更能帮助其找到地方归属感遥 在基于野互联

网+冶的 N伊渊1+M冤在地化教学共同体中袁有城镇教师尧

城镇学生尧乡村教师尧乡村学生四类角色袁组成了一个

学习型的群体袁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袁展开线上和线

下的多元互动遥 从留守儿童群体的角度出发袁共同体

内线上互动的主要表现是在同步互动课堂上通过提

问尧回答尧展示尧合作尧分享尧互评等课堂交互行为完成

与城镇师生的互动遥共同体内线下互动的主要形式是

定期举办大手拉小手的活动遥共同体中的城镇教师会

走出屏幕袁到乡村教学点与留守儿童面对面袁设计与

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课程活动袁增加留守儿童的参与

感袁营造学习型群体文化氛围遥 留守儿童看到屏幕中

的教师走到自己身边袁更能促进其心理发展袁找到地

方和学校归属感袁 在多元的团队关系中获得情感支

持袁从而改善孤独感遥

四尧来自在地化教学共同体的社会支持

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改善效果分析

自 2014年起袁本研究团队逐步在湖北省 19个县

域推广信息化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野双轨数字学

校模式冶袁其核心单元即基于野互联网+冶的在地化教学

共同体遥为验证教学共同体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情感

支持能否有效改善留守儿童的孤独感袁本研究选择同

一县域内已推广过该模式的实验校与未推广该模式

的非实验校进行差异性比较分析遥

渊一冤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孤独感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袁 不仅成年人能体

验到袁而且青少年也能体验到这种情绪袁它产生于个体

与其所关心的人建立一种稳定社会关系的需要遥 小学

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儿童袁 是孤独感产生和发展的重要

阶段[21]遥 因此袁本次研究随机抽取湖北省崇阳县域的 6

个乡镇尧16所乡村小学或乡村教学点二到六年级留守

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袁共发放问卷 600份袁收回有效问卷

554份遥 留守儿童中已参与过在地化共同体中开设的

同步互动课堂和城乡师生牵手活动渊即实验校冤的学生

297名袁非实验校学生 257名遥

2. 工具

渊1冤儿童孤独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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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 Asher 等人 1984 年编制的儿童孤独

感量表渊ILQ冤[22]袁该量表用于评定儿童的孤独感与社

会不满程度袁包括 24 个自我报告的项目袁其中袁16 个

孤独感尧 社会适应与不适应感以及对自己在同伴中的

地位的主观评价渊10条指导用语指向孤独尧6条指向非

孤独冤遥 该量表主要测量孤独感的三个维度院一是儿童

孤独体验袁如野我感觉到孤独冶曰二是社交能力评价袁如

野我擅长与同伴一起做事冶曰 三是同伴关系的评价袁如

野我有许多朋友冶遥 该量表集合了认知加工理论和社交

需要理论的观点袁同时表征了认知评价和知觉袁以及孤

独感的情绪和社会形式遥 该量表采用五级记分袁从野始

终如此冶到野一点都没有冶袁采用每个条目叠加得到总

分的方法袁 总分越高表示孤独感与社会不满越强烈遥

另外袁量表中有 8 个关于个人爱好的补充条目袁询问

一些课余爱好和活动偏好袁是为了使儿童在说明对其

他问题的态度时更放松遥本研究为适应乡村学校孩子

的语境袁对改量表进行了中文翻译和改编遥 该量表是

目前国内外使用最广泛的儿童孤独感量表袁在本研究

中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渊Cronbach's Alpha冤为 0.8184遥效

度分析中显示 KMO 为 0.857袁大于 0.7袁并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对应的 值为 0.000袁 各对应题项的因子载

荷系数均高于 0.6袁最小为 0.645袁最大为 0.889袁说明

该量表中各题项整体效度水平良好遥

渊2冤访谈提纲

考虑到孤独感是一种主观情绪体验袁 会表现在

儿童的语言表达和行为表现之中袁 为更深入地了解

乡村教学点留守儿童的心理变化袁 本研究针对教师

和学生设计了基于行为事件的访谈提纲遥以野你喜欢

屏幕里的老师上课吗钥 你和远程的老师和同伴发生

的事情中袁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钥 冶等事件回忆性

复述的方式引导留守儿童表达自己的感受袁 对学生

进行访谈遥以野你觉得学生通过与共同体内远程师生

的交互袁在哪些方面发生的变化最明显钥 冶等事件描

述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访谈遥

3. 施测及数据处理

本次施测采取野线上+线下冶野纸质+平板冶相结合

的方法遥 一部分学生使用问卷星袁请学校教师在计算

机教室辅助学生线上完成曰一部分学生以学校班级为

单位进行团体现场施测袁通过不记名方式对被试进行

上述问卷的测量遥 因为涉及许多低年级的学生袁儿童

的书写水平和文字理解水平受限袁为帮助儿童理解问

卷袁调研团队统一了指导语袁由 3~4个调研员负责一

个班级袁展开一对一指导袁问卷当场收回遥在团队施测

的过程中袁抽样了部分二尧三年级的学生使用平板电

脑替代书写袁提高了效率遥 数据统计采用了 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遥

渊二冤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在地化教学共同体所提供的

情感支持和智力支持对留守儿童孤独感的改善效果袁

因此袁主要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的方法袁针对参与过共

同体活动的留守儿童群体渊实验校冤与没有参与过共同

体活动的留守儿童群体渊非实验校冤的孤独感进行差异

性分析遥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 1袁样本中性别

比例差异不大袁 实验校和非实验校样本数基本相当遥

但由于乡村教学点大多只开设一到三年级袁少部分开

设四到六年级袁并且二到三年级的抽样是以班级为单

位利用随机数表进行的平行班抽样袁四到六年级是以

学生个体学号随机在各年级抽样 10~20人袁 所以袁本

研究抽样中二到三年级学生占比较大遥本研究调研地

点地处山区袁以乡村学校为主袁因此袁在抽样结果中袁

乡村学校占比较大遥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实验校与非实验校留守儿童孤独感差异性分析

独立样本 检验结果表明袁实验校与非实验校之

间留守儿童的孤独感量表得分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袁在

各年级中实验校的留守儿童孤独感均显著低于非实

验校袁见表 2遥 在访谈中袁乡村教学点的教师普遍表

示袁学生在参与共同体内的各项活动之后袁在行为和

心理上都有明显的变化遥 学生访谈中许多孩子都表

示袁很开心能跟屏幕里的老师和同伴交朋友遥例如院某

张姓女孩表示袁野城镇学校的音乐老师也是我的老师袁

她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袁所以我多了好多朋友遥 他们

开学的时候还来我们村里面跟我们一起参加了活动

周袁我们都很开心遥 冶在分析结果中袁三年级呈现出更

类 别 水 平 频 数 百分比渊%冤

性别
男 285 51.4

女 269 48.6

年级

二年级 200 36.1

三年级 186 33.6

四年级 105 19.0

五年级 34 6.1

六年级 29 5.2

学校所在地
乡村 530 95.7

城镇 24 4.4

是否实验校
实验校 297 53.6

非实验校 257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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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趋势袁 这一结果与教师访谈反映出的结果一

致遥主讲教师普遍表示袁野三年级是小学阶段从低年级

到高年级过渡的关键时期袁在学习和生活上都更渴望

得到家庭和学校的关注和支持遥 冶因此袁三年级的留守

儿童得到来自共同体内教师和同伴的社会支持对其

孤独感改善有更明显的作用遥

表 2 各年级实验校与非实验校之间孤独感差异分析结果

注院*** <0.001袁 ** <0.01袁 * <0.05袁下同遥

独立样本 检验结果表明袁在各测量维度实验校

与非实验校之间孤独感均存在显著差异袁见表 3遥 其

中袁社交能力评价维度上袁其显著性低于其他维度袁这

也与访谈中任课教师多次提到野跨时空的交互袁声画

网络传输有一定的滞后性袁临场感不足袁对留守儿童

的社交能力提升存在一定的限制冶的观点相统一遥 但

是袁留守儿童在孤独感体验袁即我感觉孤独或寂寞等

主观感受上有了明显的改善曰在同伴的关系主观感受

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遥例如院野没人跟我一起玩冶野很难

让别的小朋友喜欢我冶等题项中袁实验校留守儿童得

分明显低于非实验校曰访谈野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冶的时

候袁大部分学生都表示袁野屏幕老师教我们知识袁还来

学校带我们参加活动尧做游戏冶等袁说明孤独体验和同

伴关系都有了较大改善遥

表 3实验校与非实验校之间孤独感各维度上的差异分析结果

五尧建 议

渊一冤设计立足地方的共同体内学习实践活动袁增

强留守儿童地方归属感

留守儿童的孤独情绪来源于两个方面院一是远端

环境因素袁主要表现在父母关爱的缺乏曰二是近端环

境因素袁即身边的社会支持渊教师和同伴的支持冤遥 有

研究发现袁身边的社会支持渊教师和同伴的支持冤作为

近端环境因素对于留守儿童的孤独体验影响更显著遥

因此袁为改善留守儿童孤独感袁应设计更丰富的尧互动

性更强的学习活动袁让其在课堂内外的活动中感受到

教师和同伴的支持遥当前在地化教学共同体内留守儿

童所参与的活动主要分为同步互动课堂内线上课程

学习活动尧 基于课外实践主题的线下城乡牵手活动遥

活动的选题大多离不开课程内容袁例如院依据语文教

材内容改编故事表演尧依据音乐课程内容举办唱歌比

赛袁以及美术写生等遥 然而留守儿童体验最深刻的是

他们生活的村庄袁村庄里的小动物尧植物以及当地特

色文化遥 因此袁对于各项活动过程的设计袁应表现出

野本地冶特征袁开展聚焦于本地文化尧自然生态的主题

活动遥例如院野我来当导游要要要带领城镇师生认识我的

家乡冶野我的村庄很特殊要要要探寻本地特有文化冶 等袁

增强留守儿童的地方归属感袁让其在身边找到更多的

社会支持袁提升心理韧性强度遥

渊二冤将地方性知识融入同步互动课堂袁促进留守

儿童建立乡村情感

基于野互联网+冶的在地化教学共同体袁初衷是为

了解决乡村学校开不齐课尧开不足课尧开不好课的问

题袁而以野课程冶为中心所构建的遥同步互动课堂的开

设袁也让城乡师生通过屏幕中的互动联接在一起袁有

了学习音乐尧美术尧英语等更多课程的机会袁也获得

了来自城镇师生的智力和情感支持遥 但是留守儿童

对父母的思念袁对父母打工地的向往袁会使他们丢失

对家乡的热爱袁形成向上流动到城市的学习压力袁不

利于留守儿童心理尧 行为和学业的发展遥 有研究发

现袁以地方性知识为核心的乡村教育场域袁是乡村教

师和儿童共同发展的内生动力[23]遥 因此袁在共同体内

部袁无论是城镇教师还是乡村教师袁都应将地方性知

识融入同步互动课堂的设计中袁引导留守儿童认知尧

运用和传承地方性知识袁培养乡土情怀袁促进乡村师

生建立乡村情感袁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儿童

的孤独感遥

年 级 选 项 均 值 标准差

二年级
实验校 1.96 0.42

-4.19*

非实验校 3.35 0.21

三年级
实验校 2.13 0.35

-5.75**

非实验校 3.70 0.14

四年级
实验校 1.70 0.10

-2.13*

非实验校 3.20 0.98

五年级
实验校 1.56 0.35

-5.27*

非实验校 3.01 0.14

六年级
实验校 2.10 0.53

-4.98*

非实验校 4.12 0.14

孤独感量

表子维度
选 项 均 值 标准差

孤独感

体验

实验校 1.83 0.44
-10.83***

非实验校 3.54 0.29

社交能力

评价

实验校 2.65 0.45
-5.74*

非实验校 3.48 0.26

同伴关系

主观评价

实验校 1.93 0.37
-10.92***

非实验校 3.6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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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suppor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imulat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loneliness. The paper explains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et +" localized teaching community and its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s loneliness. Based on a random sample conducted in 16 rural schools in 6

towns in Chongyang County, Hubei Province, the lonelines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measured and an

event -based teacher -student interviews carried out,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localized rural -urban community on improving loneliness of left -behind childr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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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New Development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Precision Teaching in the Era of Big Data

GUO Liming, YANG Xianmin, ZHANG Yao

(School of Wisdom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Stepping into the era of big data, precision teaching is moving from 1.0 to 2.0.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compare the precision teaching 2.0 with the precision teaching 1.0,

and finds that precision teaching 2.0 has made new development in three aspects: theory, technology and

method, which endows precision teaching with fresh vitality.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recision teaching 2.0 from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humanism and culture: (1) technical

value orientation: moving towards 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realizing high quality; (2) humanistic value

orientation: emphasiz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respec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adhering to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and pursuing extrem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is

represented in the upward extension from the lower level of precision teaching with technical value

orientation to the upper level of precision teaching with humanistic value orientation and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determines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teaching 2.0 in the futur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ecision teaching 2.0 in China from five

aspects: building a teaching analysis platform based on big data technology, constructing a data-driven

precision teaching support system, improving teachers' data literacy, setting up a research alliance of

school-enterprise precision teaching, and establishing a leading institute of precision teaching.

[Keywords] Big Data; Precision Teaching; Development Path; Value of Human Nature; Technical

Value; Cultur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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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pots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ores of loneliness scal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experimental school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 -experimental schools,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loneliness experience, social ability evaluation and peer

support. This shows that the soc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localized teaching community based on

"Internet + " for the left -behind childre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mproving lonelin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rural education, and proposes social suppor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wo aspects: community-based local activities and local knowledge integration.

[Keywords] Teaching Community; Loneliness; Localization; Internet +; Left-behi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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