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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江西省中学生校园受欺凌行为与抑郁的相关性

陈婷１ꎬ范奕１ꎬ张子华２ꎬ方晓艳１

１.江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研究所ꎬ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ꎻ２.德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西省中学生受欺凌、抑郁状况及其相关性ꎬ为制定有效干预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１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对江西省 ３ 个地级市和 ３ 个县的 ５ ９７４ 名中学生校园受欺凌及抑郁状况进行调查ꎮ
结果　 江西省中学生校园受欺凌报告率为 ４ １％ꎬ初中生(５ ８％)高于普通高中生(２ ８％)和职业高中生( １ ７％)ꎬ男生

(５ ３％)高于女生(２ ８％)ꎬ郊县(６ ０％)高于城区(３ 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０ ３７ꎬ２３ １５ꎬ２８ １６ꎬ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江西省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８ ２％ꎬ职业高中生(３１ １％)和普通高中生(３０ ６％)高于初中生(２５ ６％)ꎬ女
生(３０ ７％)高于男生(２５ ９％)ꎬ郊县(３１ ７％)高于城区(２６ 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９ ３０ꎬ１６ ８１ꎬ２０ ４７ꎬ
Ｐ 值均<０ ０１)ꎮ 在家庭结构方面ꎬ均呈现出家庭功能越完善ꎬ受欺凌报告率和抑郁症状检出率越低的趋势(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５ ５５ꎬ３１ ７３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５５ ５％) 比未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

(２７ ０％)更高(χ２ ＝ ９４ ５５ꎬＰ<０ ０１)ꎬ且检出抑郁症状的风险是后者的 ２ ５７ 倍(ＯＲ＝ ２ ５７ꎬ９５％ＣＩ＝ １ ９２~ ３ ４５)ꎮ 结论　 江

西省中学生校园受欺凌行为与抑郁密切相关ꎬ应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进行综合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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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ꎬ引起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将“校园欺

凌”界定为“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
言及网络等手段ꎬ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行为ꎬ

００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校园欺

凌”的概念[１] ꎮ 校园欺凌严重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发展ꎬ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公共健康和社会

问题[２] ꎮ 研究表明ꎬ经历校园欺凌者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如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行为障碍等的风

险更高[３－５] ꎬ且可持续至成年[６] ꎮ 抑郁作为中学生群

体中最常见的一种情绪困扰ꎬ常常伴有厌恶、痛苦、羞
愧、自卑等情绪体验ꎬ造成人际交往困难ꎬ社会功能受

损ꎬ严重者甚至自杀[１] ꎮ 为探讨江西省中学生受欺凌

行为与抑郁的相关性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１ 月对江

西省南昌、上饶和吉安 ３ 个地区的中学生进行了问卷

调查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江西省南昌市、上饶市、吉安市各选取

初中高中各 ２ 所、职业高中 １ 所ꎬ万年县、德兴县、井冈

山市各选取初中 ２ 所、高中 １ 所ꎮ 按照分层整群随机

抽样的方法ꎬ初中、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一至三年级

学生ꎬ每个年级选择 １ ~ ３ 个班ꎬ每个年级至少调查 ８０
名学生ꎬ调查共发放问卷 ６ ０９９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５ ９７４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ꎮ 其中男生 ３ ０９６ 名ꎬ女生

２ ８７８名ꎻ初中生 ２ ９３３ 名ꎬ普通高中生 ２ ２８１ 名ꎬ职业

高中生 ７６０ 名ꎮ 本研究获得所有调查对象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８ 年学生

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工作组统一编制的“学生

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中学版)”进行调查[７] ꎬ
由学生自行填写ꎬ其中抑郁症状的筛查采用流调中心

抑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Ｄ)ꎮ 该量表为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

的 Ｒａｄｌｏｆｆ[８] 于 １９７７ 年编制ꎮ 测量内容包含抑郁情

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和人际 ４ 个因素ꎮ
共 ２０ 个条目ꎬ其中积极情绪的 ４ 个条目为反向计分ꎬ
要求被试者使用 ０ ~ ３ 分评定最近 １ 周内症状出现的

频度ꎬ即没有或偶尔( <１ ｄ) ＝ ０ 分ꎬ有时(１ ~ ２ ｄ) ＝ １
分ꎬ时常或一半时间(３ ~ ４ ｄ)＝ ２ 分ꎬ多数时间或持续

(５ ~ ７ ｄ)＝ ３ 分ꎮ 量表总分为 ０ ~ ６０ 分ꎬ总分≥１６ 分判

定有抑郁症状[８－９] 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５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１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检验 Ｐ 值为 ０.００ꎬ信、效
度良好ꎮ

遭受校园欺凌行为通过询问“在过去 ３０ ｄ 里ꎬ有
没有在校园或校园周边受到过以下何种形式的欺侮”
进行调查ꎬ具体包括被恶意取笑ꎬ被索要财物ꎬ被有意

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ꎬ被威胁、恐吓ꎬ被打、
踢、推、挤或关在屋里ꎬ因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

６ 种ꎮ 每种行为的频次分为从未、有时、经常ꎬ选择“经

常”代表遭受此种校园欺凌行为ꎬ至少有其中 １ 种行

为即代表遭受校园欺凌行为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与调查学校做好协调ꎬ由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向学生说明此次调查的意义ꎬ告知其调查为匿

名且信息严格保密ꎬ学生之间保持适当距离ꎬ要求其

独立真实完整作答ꎮ 由质量控制人员负责收集、审核

调查表ꎬ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前后有明显逻辑错误或

漏填率>５％的问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进行数据录入ꎬ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校园受欺凌报告率　 江西省中学生校园

受欺凌报告率为 ４.１％(２４７ 名)ꎮ 表 １ 显示ꎬ不同学校

类型、性别、城郊学生的受欺凌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不同家庭结构中学生的受欺

凌报告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无长辈陪伴家庭(９.４％)、隔
代家庭(６.７％)、重组家庭(５.１％)、大家庭(４.７％)ꎬ单
亲家庭(３.８％)、核心家庭(３.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６ 种受欺凌行为中ꎬ“被恶意取笑”的报告率最高

(２.７％)ꎬ其次为 “因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
(１.３％)ꎬ其余 ４ 种受欺凌行为报告率依次为“被有意

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 (０.９％)、“被威胁、恐
吓”(０.９％)、“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 (０.７％)、
“被索要财物”(０.４％)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校园受欺凌与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受欺凌

人数

抑郁症状

人数
学校类型 初中 ２ ９３３ １６９(５.８) ７５１(２５.６)

普通高中 ２ ２８１ ６５(２.８) ６９８(３０.６)
职业高中 ７６０ １３(１.７) ２３６(３１.１)

χ２ 值 ４０.３７ １９.３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３ ０９６ １６５(５.３) ８０２(２５.９)
女 ２ ８７８ ８２(２.８) ８８３(３０.７)

χ２ 值 ２３.１５ １６.８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城郊 城区 ３ ８４８ １２０(３.１) １ ０１０(２６.２)
郊县 ２ １２６ １２７(６.０) ６７５(３１.７)

χ２ 值 ２８.１６ ２０.４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住校 是 ２ ４８１ １０１(４.１) ７２３(２９.１)
否 ３ ４９３ １４６(４.２) ９６２(２７.５)

χ２ 值 ０.０４ １.８４
Ｐ 值 ０.８４ ０.１８

家庭结构 大家庭 １ ６３９ ７７(４.７) ４０８(２４.９)
核心家庭 ２ ７１９ ８４(３.１) ７５１(２７.６)
单亲家庭 ７８６ ３０(３.８) ２３３(２９.６)
重组家庭 ９９ ５(５.１) ３２(３２.３)
隔代家庭 ６４６ ４３(６.７) ２２８(３５.３)
无长辈陪伴家庭 ８５ ８(９.４) ３３(３８.８)

χ２ 值 ２５.５５ ３１.７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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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江西省中学生抑郁症

状检出率为 ２８.２％(１ ６８５ 名)ꎮ 不同学校类型、性别、
城郊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１)ꎻ不同家庭结构中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由

高到低依次为无长辈陪伴家庭、隔代家庭、重组家庭、
单亲家庭、核心家庭、大家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行为与抑郁相关性分析

２.３.１　 单因素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ꎬ遭受校园欺凌行

为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５５.５％)比未遭受校园欺

凌行为的中学生(２７.０％)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４.５５ꎬＰ<０.０１)ꎮ ６ 种校园受欺凌行为中ꎬ除“被索要

财物”外(χ２ ＝ ２.２３ꎬＰ ＝ ０.１４)ꎬ“被恶意取笑” “被有意

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 “被威胁、恐吓” “被

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因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

取笑” 的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 ５３. ８％ꎬ ７１. １％ꎬ
６９.７％ꎬ５５.０％ꎬ６０.８％)均高于未遭受相应校园欺凌行

为的中学生(２７.６％ꎬ２７.９％ꎬ２８.０％ꎬ２８.１％ꎬ２７.８％)ꎬ
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７. ５７ꎬ３４. ６７ꎬ

２８.２１ꎬ７.１２ꎬ４１.９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２　 多因素分析 　 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ꎬ以
是否抑郁(非抑郁＝ １ꎬ抑郁 ＝ ２)作为因变量ꎬ以性别:
男＝ １ꎬ女＝ ２ꎻ学段:初中＝ １ꎬ高中＝ ２ꎬ职业高中＝ ３ꎻ城
郊:城区＝ １ꎬ郊县＝ ２ꎻ住校情况:是 ＝ １ꎬ否 ＝ ２ꎻ家庭结

构:大家庭＝ １ꎬ核心家庭＝ ２ꎬ单亲家庭＝ ３ꎬ重组家庭＝
４ꎬ隔代家庭＝ ５ꎬ无长辈陪伴家庭 ＝ ６ꎻ吃早餐情况:天
天吃＝ １ꎬ有时吃 ＝ ２ꎬ从来不吃 ＝ ３ꎻ体育运动情况ꎻ遭
受校园欺凌行为情况:否 ＝ １ꎬ是 ＝ ２ꎻ与人打架情况:０
次＝ １ꎬ１ 次＝ ２ꎬ２ ~ ５ 次＝ ３ꎬ≥６ 次＝ ４ꎻ遭受家庭暴力情

况:否＝ １ꎬ是 ＝ ２ꎻ网络使用情况:是 ＝ １ꎬ否 ＝ ２ 作为自

变量纳入方程ꎬ采用 Ｅｎｔｅｒ 法筛选自变量ꎮ 如表 ２ 所

示ꎬ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检出抑郁症状的风险

比未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高(ＯＲ ＝ ２.５７)ꎮ ６ 种

校园受欺凌行为中ꎬ有 ３ 种行为与抑郁呈正相关ꎬ即被

恶意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因
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的中学生检出抑郁症状

的风险更大(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８ꎬ３.６１ꎬ２.２４)ꎮ

表 ２　 中学生校园受欺凌行为与抑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５ ９７４)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校园受欺凌行为 ０.９４ ０.１５ ３９.８５ <０.０１ ２.５７(１.９２ ~ ３.４５)
被恶意取笑 ０.５８ ０.２１ ７.３４ ０.０１ １.７８(１.１７ ~ ２.７１)
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 １.２８ ０.４４ ８.４５ <０.０１ ３.６１(１.５２ ~ ８.５８)
因为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 ０.８１ ０.２７ ８.７０ <０.０１ ２.２４(１.３１ ~ ３.８３)

３　 讨论

结果显示ꎬ江西省中学生校园受欺凌报告率为

４.１％ꎬ低于茹福霞等[１０] 的调查结果ꎬ可能与调查人群

的选择(后者未纳入初三、高三年级和职业高中)和欺

凌行为评价标准有关ꎮ 初中生的受欺凌报告率高于

普通高中生和职业高中生ꎬ与茹福霞等[１１] 的调查结果

基本一致ꎬ可能是因为高中生比初中生心智发育更成

熟ꎬ情绪、情感反应也更稳定ꎮ 男生受欺凌报告率高

于女生ꎬ与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１－１２] ꎮ 郊县中学生

受欺凌报告率高于城区ꎬ而黄亮[１３－１４] 的研究结果未发

现城乡有显著差异ꎬ可能也与调查人群的选择(后者

为 １５ 岁中学生)有关ꎮ 不同家庭结构中学生的受欺

凌报告率大体呈现“家庭功能越完善、孩子受欺凌可

能性越小”的趋势ꎬ而大家庭的孩子受欺凌报告率最

高ꎬ可能因为大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被宠溺或过分保

护ꎬ不利于形成独立自强的性格或性格较懦弱ꎬ更容

易受欺负ꎮ
结果显示ꎬ 江西省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２８.２％ꎬ在同样的抑郁症状判定标准下低于上海市中

学生[１５] ꎬ但仍处于较高水平ꎬ表明抑郁症状在江西省

中学生中较为普遍ꎮ 相对于初中生ꎬ职业高中生和普

通高中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更高ꎬ可能与高中阶段所

处的阶段特点[１６] 及压力有关ꎮ 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高于男生ꎬ与国内某些研究结果一致[１７－１８] ꎮ 郊县的抑

郁症状检出率高于城区ꎬ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家庭经济状况及父母受教育水平等有关ꎮ 不同家庭

结构中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有所不同ꎬ表明家庭环

境对孩子抑郁症状有影响ꎬ功能越完善的家庭ꎬ孩子

抑郁的可能性越小ꎻ反之亦然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

生检出抑郁症状的风险是未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的２.５７
倍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９－２０] ꎮ 受欺凌者往往是看上

去胆小、柔弱的对象ꎬ还有些是成绩优异的“三好学

生”ꎬ遭受欺凌后常常被威胁必须向老师、家长隐瞒ꎬ
否则就会遭受更严重的伤害[２１] ꎬ以至对欺凌一味忍

受ꎬ造成更严重的后果ꎮ ６ 种受欺凌行为中ꎬ“被恶意

取笑”“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 “因为

身体缺陷或长相而被取笑”的中学生检出抑郁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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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更大ꎬ其中“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

立”的风险最大ꎬ表明江西省中学生抑郁症状的产生

更易受言语欺凌和社交欺凌尤其是后者的影响ꎮ 其

实无论何种形式的欺凌ꎬ长期处于其中ꎬ容易迫使受

欺凌者退出主流社会群体ꎬ在同伴群体中被边缘化ꎬ
极易产生内化及外化的心理问题[２２－２３] ꎬ如抑郁、焦虑、
同伴拒绝等ꎬ其中抑郁与受欺凌的相关性最为密切ꎮ
刘小群等[２４]认为ꎬ抑郁和自杀分别是欺凌产生最常见

和最残酷的不良后果ꎬ可通过侧重干预校园受欺凌的

抑郁情绪及自杀意念减少欺凌带来的危害ꎮ
个体遭受欺凌的诱因是复杂繁多的ꎬ不仅包括外

界个体欺凌者的挑衅和攻击ꎬ也包括个体自身个性特

征、父母教养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及校园环境和同伴

关系等主、客观因素[２５] ꎮ 本研究中ꎬ个体性别、学段、
城郊、家庭结构对受欺凌报告率和抑郁症状检出率均

有影响ꎮ 因此ꎬ要预防校园欺凌行为及其引起的抑郁

情绪的发生ꎬ必须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 ４ 个方面进

行干预ꎮ 虽然家庭结构无法改变ꎬ但可以通过营造和

谐的家庭氛围ꎬ采取平等宽容的家庭教育方式弥补家

庭功能的不足ꎬ促进孩子个性的培养ꎬ保障心理健康

成长ꎮ 学校应加强宣传教育ꎬ尤其要提倡文明用语、
团结友爱的同伴关系ꎬ同时加大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整

治力度ꎬ重视校园心理咨询、辅导等的建设ꎬ为受欺凌

学生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ꎮ 社会也应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ꎮ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ꎬ让孩子树

立对校园欺凌“零容忍”的态度ꎬ提高孩子的心理韧性

使其有效对抗校园欺凌和抑郁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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