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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初中生师生关系在心理虐待忽视与校园欺凌间的中介作用ꎬ为缓解初中校园欺凌问题提供理论

依据ꎮ 方法　 采用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初中生师生关系调查问卷和中学生实施传统 / 网络欺凌行为问卷ꎬ对从辽宁

省方便抽取的 ４ 所初中的 ９２４ 名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男生的心理忽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得分均高于女生( ｔ 值分别

为 ２.７５ꎬ３.１５ꎬ４.９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心理虐待、心理忽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师生关系得分上年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ꎻ师生关系和心理虐待与忽视、传统欺

凌、网络欺凌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心理忽视与虐待不仅能直接影响初中生的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ꎬ还可以通过师

生关系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ꎬ直接效应分别为 ０.３１０ꎬ０.２８０ꎬ间接效应均为 ０.０７８ꎮ 结论　 师生关系在

初中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 / 网络欺凌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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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欺凌是一种对被害者实施经常性、持续一段

时间的恶意行为[１]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

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进一步明

确了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言语及网络手段实施欺负

侮辱等行为均属于校园欺凌的范畴[２] 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在第 ２３ 个“全国中小学安全日”的宣传活动中ꎬ公安

部等单位也将防预校园欺凌作为提升校园安全防范ꎬ
营造平安校园的重点内容[３] ꎮ 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

是影响学生发生校园欺凌最为密切的因素[４] ꎮ 在家

庭中ꎬ家长无暇关心青少年的日常行为举动和内心活

动ꎬ或对青少年施以责骂、苛责的管教方式都会引发

其暴力、攻击及自伤等问题行为[５] ꎮ 在学校中ꎬ师生

关系影响着学生的自我概念、情绪管理以及问题行为

等[６] ꎮ 有研究指出ꎬ较好的师生关系可以预测学生较

少的攻击行为[７] ꎮ 本研究拟在国内初中生群体中考

察心理虐待与忽视对校园欺凌(传统 / 网络欺凌)的影

响ꎬ并进一步探究师生关系在两者间的中介作用ꎬ为
管理与防治初中校园欺凌现象ꎬ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提供实证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ꎬ方便选取辽宁省新

民市、盘锦市、营口市和北票市 ４ 所普通初中ꎬ经知情

同意后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２５ 份ꎬ收回

有效问卷 ９２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 １％ꎮ 其中ꎬ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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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 名ꎬ女生 ４９４ 名ꎻ初一学生 ５０１ 名ꎬ初二学生 ４２３
名ꎮ 年龄范围为 １２ ~ １６ 岁ꎬ平均(１３.０２±０.７６)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 １ 　 中学生实施传统欺凌行为问卷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ｌｌ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ＴＢＱ) 　 采用由张野等[８] 于 ２０１５
年编制的问卷ꎬ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３ 题ꎮ 问卷采用 ５ 级评分ꎬ１“从来没有”
至 ５“总是”ꎬ得分越高表明实施传统欺凌的程度越严

重ꎮ 在本研究中ꎬ总问卷及 ３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在 ０.７９ ~ ０.８２ 之间ꎮ
１.２.２　 中学生实施网络欺凌行为问卷(Ｃｙｂｅｒ￣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ＣＢＱ) 　 采用由张野等[８]于 ２０１５ 年编制

的问卷ꎬ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权益欺凌 ３ 个维

度ꎬ共 １１ 题ꎮ 问卷采用 ５ 级评分ꎬ１“从来没有” 至 ５
“总是”ꎬ得分越高表明实施网络欺凌的程度越严重ꎮ
在本研究中ꎬ实施网络欺凌总问卷及 ３ 个维度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在 ０.７８ ~ ０.８４ 之间ꎮ
１.２.３　 初中生师生关系调查问卷(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ＴＳＲＱ) 　 采用由张野等[９] 于

２００９ 年编制的问卷ꎬ包括亲密性、回避性、理解性、期
待性和冲突性 ５ 个维度ꎬ共 ２６ 题ꎮ 问卷采用 ５ 级评

分ꎬ１“完全不符合”至 ５“完全符合”ꎬ得分越高表示初

中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越积极ꎮ 在本研究中ꎬ总问卷

及 ５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８３ ~ ０.８７ 之间ꎮ
１.２.４　 儿童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ｌｇ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ꎬＣＰＡＮＳ) 　 采用由邓云龙

等[１０]于 ２００７ 年编制的量表ꎬ包括心理虐待和心理忽

视 ２ 个分量表ꎮ 心理虐待分量表包括责骂、恐吓、干涉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４ 题ꎻ心理忽视分量表包括情感忽视、教
育忽视、身体监督忽视 ３ 个维度ꎬ共 １７ 题ꎮ 量表采用

５ 级评分ꎬ０ 为“无这种情况”ꎬ１ 为“很少”ꎬ２ 为“有

时”ꎬ３ 为“常常”ꎬ４ 为“总是”ꎬ得分越高表示遭受的心

理虐待、心理忽视的程度越严重ꎮ 在本研究中ꎬ心理

虐待分量表及 ３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７７ ~
０.８４之间ꎻ心理忽视分量表及 ３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在 ０.８１ ~ ０.８８ 之间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主要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和 Ａ￣
ｍｏｓ ２２.０ 软件ꎮ 统计方法包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等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法检验

是否存在共同偏差ꎬ结果表明ꎬ第 １ 个因素解释的变异

量仅为 １７.１４％ꎬ低于临界标准(４０％)ꎮ 因此ꎬ本研究

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ꎮ
２.２　 不同性别和年级初中生各量表得分比较　 男生

在心理忽视、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上得分均高于女生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初二学生心理虐待、心理忽视、传统

欺凌和网络欺凌得分均高于初一学生ꎬ初一学生师生

关系得分高于初二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初中生各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年级 人数 统计值 心理虐待 心理忽视 师生关系 传统欺凌 网络欺凌
性别 男 ４３０ １.００±０.６９ ０.８４±０.５８ ３.２９±０.６２ １.７２±０.５２ １.４５±０.５１

女 ４９４ ０.９４±０.６２ ０.７４±０.５７ ３.３２±０.６４ １.６１±０.４６ １.３０±０.３９
ｔ 值 １.５０ ２.７５ －０.８７ ３.１５ ４.９７
Ｐ 值 ０.１３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００ ０.００

年级 初一 ５０１ ０.９１±０.６４ ０.６９±０.５５ ３.４５±０.６１ １.６１±０.４８ １.３５±０.４５
初二 ４２３ １.０５±０.６６ ０.９１±０.５８ ３.１２±０.６０ １.７４±０.５１ １.４２±０.４８

ｔ 值 －３.２５ －５.８０ ８.４８ －３.７９ －２.１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３　 心理虐待与忽视和师生关系、校园欺凌的关系　
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３６ꎬ０.３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师生关系与心理

虐待与忽视、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

别为－０.３３ꎬ－０.３１ꎬ－０.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传统欺凌与

网络欺凌呈正相关( ｒ ＝ ０.６３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师生关系在心理虐待忽视与校园欺凌之间的中

介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ꎬ以心理虐待忽视为

预测变量ꎬ校园欺凌(传统欺凌 / 网络欺凌)为结果变

量ꎬ探讨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ꎬ分别建立以传统欺凌

和网络欺凌作为结果变量的模型 １ 和模型 ２ꎮ 由于初

中生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均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ꎬ因
此在构建模型时均对性别和年级加以控制ꎮ 结构方

程模型 １ 的拟合指数为 χ２ / ｄｆ ＝ ４.２８５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０ꎬ
ＣＦＩ ＝ ０.９７５ꎬＮＦＩ ＝ ０.９６８ꎬＧＦＩ ＝ ０.９７８ꎬＴＬＩ ＝ ０.９５９ꎬ模型

２ 的拟合指数为 χ２ / ｄｆ ＝ ３.２８７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５０ꎬＣＦＩ ＝
０.９８３ꎬＮＦＩ ＝ ０.９７６ꎬＧＦＩ ＝ ０.９８２ꎬＴＬＩ ＝ ０.９７４ꎬ拟合优度

指标均满足统计学标准ꎬ且所有路径系数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ꎬ因此测量模型可以接受ꎮ 采用

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重复抽样 ２ ０００
次)对模型 １ 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ꎬ间接路径对应的

置信区间为( －０.１８８ ~ －０.４５７)ꎬ不包括 ０ꎬ表明师生关

系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ꎮ 其中中介效应为 ０.０７８(Ｐ<０.０１)ꎬ直接

效应为 ０.３１０(Ｐ<０.０１)ꎬ总效应为 ０.３８８ꎮ 师生关系的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２０.１％ꎬ即师生关系在心理虐待

与忽视和传统欺凌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ꎮ 见图 １ꎮ 同

理ꎬ对模型 ２ 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重复抽样 ２ ０００ 次)检

验显示ꎬ 间接路径对应的置信区间为 ( － ０. １６５ꎬ
－０.４６０)ꎬ不包括 ０ꎬ表明师生关系在心理虐待与忽视

和网络欺凌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ꎮ 其中ꎬ中
介效应为 ０. ０７８ ( Ｐ < ０. ０１)ꎬ直接效应为 ０. ２８０ ( Ｐ <
０.０１)ꎬ总效应为 ０.３５８ꎮ 师生关系的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２１.８％ꎬ即师生关系在心理虐待与忽视和网络欺

凌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ꎮ 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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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师生关系在初中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欺凌间的中介效应

图 ２　 师生关系在初中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网络欺凌间的中介效应

３　 讨论

结果显示ꎬ初中男生在心理忽视上得分高于女

生ꎬ初二学生心理虐待、心理忽视得分均高于初一学

生ꎬ与董方虹等[１１] 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从性别角度来

看ꎬ正值青春期的初中女生都较为敏感ꎬ父母会给予

其更多的关心与爱护[１２] ꎻ而此时的男生更富有好奇

心、冒险性及攻击性ꎬ难以管教与约束ꎬ父母可能用严

厉的语言或身体惩罚对待男生[１３] ꎮ 从年级角度来看ꎬ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初中生的成人感与独立感越来越强

烈ꎬ想要摆脱成人的束缚和干预ꎬ体验着独立自主与

被动依赖的内心矛盾[１４] ꎬ所以初二学生会报告体验到

更多的心理虐待与忽视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初一学生的

师生关系得分高于初二学生ꎬ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

符[１５] ꎮ 刚步入初中校园的初一学生对教师持有敬畏

与尊敬ꎬ还未与教师形成稳定的师生关系ꎬ正努力尝

试与教师彼此了解、磨合并建立良好的情感ꎮ 随着年

级的增长ꎬ初中生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ꎬ个性愈加鲜

明ꎬ不喜欢教师对自己的管教ꎬ与教师的沟通交流也

逐渐减少ꎬ双方易发生矛盾与摩擦[１６] ꎮ 在校园欺凌方

面ꎬ无论是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ꎬ男生的得分均高

于女生ꎬ且随年级增长而增加ꎮ 一方面再次说明男生

的好奇心、冒险性及攻击性等特点使其在校园中出现

更多的外化欺凌行为ꎮ 另一方面ꎬ处于初中二年级的

学生随着自我意识不断增强ꎬ个性越发明显ꎬ在现实

和网络世界中以暴力手段“彰显”自己的权威感[１７] ꎮ

相关分析发现ꎬ初中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传统欺

凌、网络欺凌均呈正相关ꎮ 根据依恋理论ꎬ遭受心理

虐待与忽视的初中生会形成不安全依恋ꎬ这些初中生

在面对新环境时没有恰当的应对方式ꎬ会采取较多的

攻击行为ꎬ使其更易卷入欺凌事件中[１８] ꎮ 另外ꎬ师生

关系和心理虐待与忽视、传统欺凌、网络欺凌均呈负

相关ꎮ 首先ꎬ初中生正处于叛逆时期ꎬ教师会对这些

叛逆的孩子采用更为严格、更多批评或惩罚的方式管

教ꎬ令师生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与对立ꎬ进而以欺负同

学发泄情绪ꎬ表示对教师的反抗ꎻ其次ꎬ由于家庭是个

体社会化的开端ꎬ亲子关系是个体最先发展的人际关

系ꎬ所以父母作为初中生的重要他人对其各方面ꎬ特
别是人际关系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在家庭

中受到心理虐待与忽视程度较高的初中生ꎬ其亲子依

恋的质量较差ꎬ使其在日后的人际交往中态度冷漠ꎬ
对周围事物容易产生消极体验ꎬ从而导致师生关系也

较为消极[１９] ꎮ
通过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考察师生关

系的中介模型ꎬ证实师生关系是心理虐待与忽视影响

传统 / 网络欺凌的中介变量ꎬ说明心理虐待与忽视不

仅可以直接预测传统 / 网络欺凌ꎬ还可以通过师生关

系对传统 / 网络欺凌产生间接影响ꎮ 师生关系作为学

生与教师间形成的包括情感、认知和行为在内的心理

关系ꎬ是学生群体一种基本的人际关系[２０] ꎬ从某种角

度来说ꎬ也是一种有利的社会支持资源ꎮ 有研究发

现ꎬ师生关系越好ꎬ中学生感受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就

越高[２１] ꎬ自杀倾向、抑郁情绪等问题就会减少[２２] ꎮ 因

此ꎬ在治理初中生校园欺凌问题时ꎬ从家庭角度提倡

父母采用积极教育方式的同时ꎬ还要从学校角度提升

师生交往的质量ꎮ 通过家长与教师沟通与交流ꎬ协同

创设家庭环境与校园氛围ꎬ防范与改善初中生的校园

欺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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