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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初中生欺凌受害、心理素质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ꎬ为校园欺凌防治和青少年自杀预防提供参考依

据ꎮ 方法　 采用 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和自杀意念问卷ꎬ对整群抽取的毕节试验区 ５ 所初级中学的

３ ６３５名七至九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毕节试验区初中生欺凌受害的检出率为 ２８.３４％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身
体欺凌的检出率分别为 ２２.５９％ꎬ１２.０５％和 ７.５４％ꎬ不同性别学生欺凌受害及言语、关系、身体欺凌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８.９２ꎬ９４.２９ꎬ７.６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呈正相关( ｒ ＝ ０.２１)ꎬ两者与心理素质均

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１７ꎬ－０.２２)(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ꎬ心理素质的调节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β＝ －０.０４ꎬ Ｐ<０.０５)ꎮ 结论　 心理素质能缓冲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影响ꎬ应重视心理素质教育在维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中的关键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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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欺凌受害和自杀均是世界性的重大公共

卫生议题[１－３] ꎮ 欺凌受害(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指处

于弱势的学生重复地遭受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伤害

的情形[４] ꎬ检出率在初中阶段达到高峰[５] ꎮ 一项针对

８０ 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ꎬ西方国家欺凌受害检出率约

为 ３６％[６] 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开展的国际

学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２０１８ 年对我国 ４ 个沿海省市

１２ ０５８名 １５ 岁中学生的调查显示ꎬ经常遭受欺凌的学

生比例为 １７.７％[７] ꎮ 作为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ꎬ欺凌

受害可能对中学生的学业发展和心理健康(抑郁、焦
虑和低自尊等)造成短期或长期的消极影响[８－９] ꎮ 诸

多研究表明ꎬ欺凌受害是青少年自杀意念 / 企图( ｓｕｉ￣
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重要的危险性因素[１０] ꎬ经常遭

受欺凌的青少年不仅在过去 １ 年内有较高水平的自杀

意念 / 企图ꎬ甚至在数年后仍有较高水平的自杀意念 /
企图[１１] ꎮ 一项针对 ４９ 个中低收入国家的调查显示ꎬ
有 １５.３％的 １３ ~ １５ 岁青少年在过去 １ 年内有自杀意

念[１２] ꎮ 自杀约占全球 １５ ~ ２９ 岁青年死亡人数的

８.５％ꎬ是仅次于交通意外的第二大原因[１３] ꎮ 深入探

讨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ꎮ
有机体－环境互动理论(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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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ꎬ个体与情境(如欺凌受害)的相

互作用影响社会心理适应(如自杀意念) [１４] ꎮ 个体内

部的积极资源(如心理素质)可能在欺凌受害与自杀

意念之间的正向关联中起缓冲作用[１５－１６] ꎮ 心理素质

是具有基础、衍生、发展和自组织功能ꎬ并与人的适应

－发展－创造行为密切联系的心理品质[１７－１８] ꎬ作为一种

个体内部的保护性因素ꎬ能调节外部环境因素对个体

心理健康的影响[１９] ꎮ 有研究基于素质－压力模型(ｄｉ￣
ａｔｈｅｓｉｓ￣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探讨了心理素质对欺凌受害影响

学生社交焦虑的缓冲作用[２０] ꎮ 本研究旨在调查毕节

试验区初中生欺凌受害的流行现状及特征ꎬ并考察心

理素质能否调节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影响ꎬ为校园

欺凌防治和青少年自杀预防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１０—１２ 月ꎬ采用整群抽样法ꎬ在毕

节试验区抽取 ５ 所初级中学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

测试ꎮ 利用大课间活动时间(３５ ｍｉｎ)ꎬ由负责教师讲

解该测试的指导语和保密原则ꎬ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均

知情同意ꎬ并且学生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自愿参与ꎬ
问卷采用匿名作答的方式ꎮ 共发放问卷 ３ ８００ 份ꎬ回
收有效问卷 ３ ６３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 ６６％ꎮ 其中七

年级 学 生 １ ２７３ 名 ( ３５ ０％)ꎬ 八 年 级 １ １８４ 名

(３２ ６％)ꎬ九年级 １ １７８ 名( ３２ ４％)ꎻ男生 １ ８４９ 名

(５０ ９％)ꎬ女生 １ ７８６ 名(４９ １％)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欺负问卷　 采用张文新等[２１] 修订

的 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欺负问卷中的受欺凌问卷ꎮ 问卷包括

３ 种受欺凌类型(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ꎬ采
用 ５ 点计分(“０ ＝没有发生过”至“４ ＝ １ 周好几次”)ꎬ
共 ６ 个条目(如别人给我起难听的外号)ꎮ 得分越高

表明受欺凌程度越高ꎮ 参考 Ｓｏｌｂｅｒｇ 等[２２] 的划分标

准ꎬ被试有任意一个条目的得分≥２ 分(每月两三次)ꎬ
即被划分为欺凌受害者ꎮ 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７３ꎮ
１.２.２　 中学生心理素质问卷　 采用胡天强等[２３] 修订

的问卷ꎮ 问卷包括认知特性、个性品质和适应能力 ３
个维度ꎮ 采用 ５ 级计分(“１ ＝非常不符合”至“５ ＝非常

符合”)ꎬ共 ２４ 个条目ꎮ 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水平

越高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２ꎮ
１.２.３ 　 自杀意念 　 参照文献[ ２４ － ２５]ꎬ采用 Ａｃｈｅｎ￣
ｂａｃｈ 青少年自评量表(Ｙｏｕｔｈ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ꎬ ＹＳＲ)中 ２ 个

关于自杀意念 / 企图的条目对初中生自杀意念进行测

评[２６] ꎮ 采用 ３ 点计分(“０ ＝从无”至“２ ＝经常”)ꎬ得分

越高表明自杀意念越强ꎮ 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７３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数据的整理和

分析ꎮ 使用描述性统计计算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

差ꎻ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了解各变量间的相关性ꎻ使
用 χ２ 检验比较男女生在欺凌受害及其各种类型检出

率的差异ꎻ参照温忠麟等[２７] 提出的检验方法ꎬ先对欺

凌受害和心理素质进行标准化ꎬ继而以自杀意念得分

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ꎬ第 １ 步进入性别和年龄

等控制变量ꎬ第 ２ 步进入欺凌受害和心理素质ꎬ第 ３ 步

进入两者的交互项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中生欺凌受害检出率及性别差异　 初中生欺

凌受害的检出率为 ２８.３４％ꎬ其中言语欺凌的检出率最

高(２２.５９％)ꎬ关系欺凌的检出率次之(１２.０５％)ꎬ身体

欺凌的检出率最低(７.５４％)ꎮ χ２ 检验显示ꎬ男生欺凌

受害及其各种类型的检出率均高于女生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初中生欺凌受害及其各类型检出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性别 人数 欺凌受害 言语欺凌 关系欺凌 身体欺凌 言语－关系欺凌 言语－身体欺凌 关系－身体欺凌
言语－关系－

身体欺凌
男 １ ８４９ ６５２(３５.２６) ５４０(２９.２０) ２５０(１３.５２) ２０３(１０.９８) １７６(９.５２) １４８(８.００) １１０(５.９５) ９３(５.０３)
女 １ ７８６ ３７８(２１.１６) ２８１(１５.７３) １８８(１０.５３) ７１(３.９８) １０２(５.７１) ４７(２.６３) ４１(２.３０) ２８(１.５７)
合计 ３ ６３５ １ ０３０(２８.３４) ８２１(２２.５９) ４３８(１２.０５) ２７４(７.５４) ２７８(７.６５) １９５(５.３６) １５１(４.１５) １２１(３.３３)
χ２ 值 ８８.９２ ９４.２９ ７.６９ ６３.９４ １８.６９ ５１.６６ ３０.４６ ３３.８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初中生欺凌受害、心理素质和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分析　 心理素质与欺凌受害及自杀意念之间均呈负

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 １７ꎬ－０ ２２ꎬＰ 值均< ０ ０１)ꎬ欺凌

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呈正相关( ｒ ＝ ０ ２１ꎬＰ<０ ０１)ꎮ
２.３　 心理素质在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

用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所示ꎬ欺凌受害和心理

素质对自杀意念分别有正向( β ＝ ０ １９ꎬ ｔ ＝ １１ ６９ꎬＰ<
０ ０１)和负向影响(β ＝ －０ １９ꎬｔ ＝ －１１ ５５ꎬＰ<０ ０１)ꎬ且
两者的交互项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 ０４ꎬｔ ＝ －２ １９ꎬＰ<０ ０５)ꎬ即心理素质在欺凌受害与

自杀意念之间起调节作用ꎮ 见表 ２ꎮ
　 　 为进一步探究心理素质具体的调节作用ꎬ依据心

４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１



理素质的标准分数将学生分为高分组(Ｚ≥１ ｓ)和低分

组(Ｚ≤－１ ｓ) [２８] ꎬ采用简单斜率检验考察在不同心理

素质水平上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影响ꎬ随着欺凌受

害程度的加深ꎬ两组学生的自杀意念均有明显上升趋

势ꎮ 具体而言ꎬ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的正向关联

在低心理素质水平组(β ＝ ０.１０ꎬｔ ＝ １１.４６ꎬＰ<０.０１)强于

高心理素质水平组(β ＝ ０.０７ꎬｔ ＝ ６.８７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初中生心理素质在欺凌受害与

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效应(ｎ＝ ３ ６３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ｎ＝ ３ ６３５)

自变量
第 １ 步

β 值 ｔ 值
第 ２ 步

β 值 ｔ 值
第 ３ 步

β 值 ｔ 值
性别 －０.０６ －３.７６∗∗ －０.１０ －６.２１∗∗ －０.１０ －６.２５∗∗

年龄 ０.０４ ２.１７∗ ０.０４ ２.２０∗ ０.０４ ２.２９∗

欺凌受害 ０.２０ １２.３３∗∗ ０.１９ １１.６９∗∗

心理素质 －０.１９ －１１.８４∗∗ －０.１９ －１１.５５∗∗

欺凌受害×心理素质 －０.０４ －２.１９∗

Ｒ２ 值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９
Ｆ 值 ９.０８∗∗ ９２.３９∗∗ ７４.９５∗∗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ꎬ毕节试验区初中生欺凌受害的检

出率为 ２８.３４％ꎬ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２０１５ 年在全

国 １０ 个省市和姚建龙等[２９－３０] 在全国 ２９ 个县的调查

结果相近(３２.５％和 ３３.３６％)ꎬ表明该地区校园欺凌现

象较为普遍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防

治工作总体上已取得了一定成效ꎮ 如通过对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 ＰＩＳＡ) ２ 次测试结果的横向和纵向比较

发现ꎬ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我国 ４ 省(市)青少年校园欺凌

指数分别为 ０.１０ 和－０.２３ꎬ其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ＯＥＣＤ)的平均水平为 ０ꎬ即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ꎬ２０１８
年我国该项指数明显下降[３１] ꎮ 此外ꎬ我国最高人民检

察院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显示ꎬ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未成年人校园欺凌

和暴力犯罪数量逐年下降ꎬ反映安全校园、法治校园

建设取得初步成效[３２] ꎮ 由此可知ꎬ随着我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教育均衡发展战略有序推进以及校园欺凌

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ꎬ毕节试验区等中西部社会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校园欺凌问题也能逐步得到有

效缓解ꎮ 此外ꎬ男生在欺凌受害及其各类型的检出率

均高于女生ꎬ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３３] ꎮ 提示学校

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应关注欺凌受害的性别差异ꎬ进
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防治干预策略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欺凌受害是自杀意念重要的影

响因素ꎬ即随着欺凌受害程度的加深ꎬ青少年的自杀

意念会随之增强[３４] ꎮ 心理素质在欺凌受害与自杀意

念之间起到风险缓冲作用ꎮ 具体而言ꎬ高心理素质水

平组欺凌受害与自杀意念之间的正向关联弱于低心

理素质水平组ꎬ支持了有机体－环境互动理论[１４] ꎬ即面

对同样的欺凌受害情境并不会使所有人都受到同样

的影响ꎬ心理素质水平不尽相同的个体与欺凌受害情

境的相互作用最终影响自杀意念ꎮ 该研究结果也支

持了心理素质作用机制亚模型ꎬ即心理素质能调节外

部环境因素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１９] ꎬ心理素质健全

且水平较高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利用发掘内部和外部

的有利因素ꎬ抵御和缓冲欺凌受害的消极影响ꎬ降低

自杀意念ꎬ进而保持相对积极的社会适应状态和良好

的心理健康状态ꎮ
作为世界性的重大公共卫生议题ꎬ青少年欺凌受

害和自杀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１－３] ꎮ 近年来ꎬ
我国各级政府针对校园欺凌防治问题ꎬ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文件ꎮ 校园欺凌防治需要社会各界(如政府

部门、司法机关、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学生家长

等)的相互协作ꎬ逐步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等

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综合防治体系[３５] ꎮ 结合本

研究结果ꎬ笔者建议:首先ꎬ学校应发挥其在校园欺凌

防治中的基础和核心作用ꎮ 根据各学校实际情况ꎬ因
地制宜ꎬ积极开展单水平(如美国的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ｅｐ 项目)
或全校水平的校园欺凌防治干预项目(如挪威的 Ｏｌ￣
ｗｅｕｓ 欺凌预防计划和芬兰的 ＫｉＶａ 计划等) [３６] ꎬ创设

积极的学校氛围(让学生体验到安全、关怀、接纳、尊
重和支持)以及融洽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如师生关

系和生生关系等)ꎬ对青少年自杀预防也大有裨益[１１] ꎮ
其次ꎬ学校应重视心理素质教育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

长中的关键作用ꎮ 心理素质具有稳定的、长期的保护

效应ꎬ能够抵御和缓冲欺凌受害对自杀意念的影响ꎮ
实际上ꎬ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水平有助于增强抗压能力

和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如欺凌受害)的能力ꎮ 除了对

全校学生开展心理素质教育之外ꎬ还应根据特定群体

(如低心理素质水平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专门化的

培育方案ꎬ以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水平ꎬ最终有利于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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