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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伤害研究中ꎬ常将儿童青少年作为一个群体进

行报道ꎬ伤害是导致儿童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ꎮ 青

少年与儿童相比ꎬ自主性较高、活动空间增大ꎬ更容易

发生健康危险行为ꎬ伤害在总死亡率中的构成比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增加ꎬ在青少年阶段达到高峰ꎬ成为致

死的首位原因[１] ꎮ «２０１３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 数

据显示ꎬ１０ ~ １４ꎬ１５ ~ １９ 岁城市青少年因伤害导致的年

龄别死亡率分别为 ９.７８ / １０ 万、１２.３７ / １０ 万ꎬ同年龄段

农村青少年的年龄别死亡率为 １２.１３ / １０ 万、２１.６０ / １０
万ꎬ均为该年龄段的首位死因ꎻ同时对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发现ꎬ１０ ~ １４ 岁城乡青少年的伤害死亡率均

呈上升趋势ꎮ
在伤害金字塔中ꎬ死亡仅为衡量伤害带来损失的

顶部ꎬ在下层还有大量因伤害导致的残疾、住院、缺工

缺课等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儿童安全联盟[３] 在 ５
个南亚和东亚国家研究了 ２２５ 万人的健康史ꎬ合并后

的数据显示ꎬ对于 １８ 岁以下的人群ꎬ 每 １ 人死亡ꎬ将
伴随 １２ 人住院或永久性残疾ꎬ３４ 人因伤害需要治疗

或缺课或缺工ꎮ 曾光等[４] 在北京的调研发现ꎬ如果有

１ 名儿童青少年因伤害死亡ꎬ同时会有 ３ 人因伤害残

疾ꎬ１８ 人住院 １０ ｄ 以上ꎬ３５ 人住院 １ ~ １０ ｄꎬ２３８ 名需

要就医或是休学 １ ｄꎮ
ＷＨＯ 指出伤害是可以预防或控制的ꎬ由于它们

的多因性和伤害类型之间的密切关系ꎬ需要一种范围

广泛的预防方式ꎮ 通过监测、识别危险因素ꎬ发展并

评价干预措施ꎬ实施并循环此过程的公共卫生学方法

能够有效解释和解决伤害问题[５] ꎮ 青少年伤害的发

生与多种因素相关ꎬ总体可以分为个体和环境因素两

类[６－７] ꎮ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生理因素、个
性特点、高危行为等ꎻ环境因素来自家庭、学校、社会

等多个方面ꎬ其中家庭因素表现在家庭稳定性、经济

状况、父母文化水平和养育态度等ꎬ学校因素可表现

在学习压力、教师的关注、健康教育等ꎬ社会因素表现

在建筑设施的安全性、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医疗

急救系统的完善程度等ꎮ 伤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ꎬ不同的危险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ꎮ 为

了更好地解释伤害的发生ꎬ一些研究依托理论模型进

行研究设计ꎬ在理论体系指导下确定青少年伤害的关

键影响因素ꎬ再利用模型进行假设和研究设计ꎬ更容

易得出可靠的结果ꎮ 目前已有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

Ｈａｄｄｏｎ 矩阵模型、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型、人际关系

模型、等效模型、社会生态学理论模型等ꎮ 其中社会

生态学理论是一种较为全面、成熟的理论模型ꎬ已经

被应用于伤害领域ꎬ特别是故意伤害的研究ꎮ
社会生态学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 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

ｎｅｒ[８]提出ꎬ认为个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密切

相关ꎬ包括 ４ 个相互嵌套的微观和宏观系统ꎮ Ｍｃｌｅｒｏｙ
等[９] 对该理论模型进行调整和补充ꎬ提出影响健康行

为的因素可分为个体、人际、组织、社区以及社会 ５ 个

水平ꎬ各水平因素相互作用ꎬ共同影响人的行为ꎮ 社

会生态学模型基本覆盖了青少年所处的环境ꎬ能够全

面涵盖可能的影响因素ꎬ被广泛应用于肥胖干预[１０] 、
体力活动[１１] 、性行为[１２]等领域ꎮ

１　 依据社会生态学理论探讨青少年伤害的影响因素

社会生态学理论包含多个层面的环境因素ꎬ对于

青少年来说ꎬ则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学校、同伴及社

区等方面ꎮ 国内外均有一些研究虽未明确表明是依

据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设计ꎬ研究因素往往局限于某

一个或几个方面ꎬ但设计的思路与该理论模型较为接

近ꎬ从社会生态学理论所包含的层面分析伤害的影响

因素ꎮ 但由于缺乏理论模型的假设ꎬ以上研究一般仅

对影响因素本身进行探讨ꎮ 陈燕珍等[１３] 探讨了个体

及同伴的行为特征与中学生伤害的关系发现ꎬ中学生

的行为问题(如注意缺陷、思维问题和社交问题)和同

伴行为对伤害的发生存在影响ꎮ 王玲等[１４] 对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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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伤害行为的研究也显示ꎬ年级、应对方式、住宿与

否、与父母关系、家庭暴力行为、同伴影响等因素与自

我伤害行为显著相关ꎮ Ｂｏｒｏｗｓｋｙ 等[１５] 研究发现了不

同层面中影响青少年躯体暴力伤害的主要影响因素ꎬ
个体、学校、同伴方面包括目睹或遭受暴力、暴力伤害

史、物质滥用、学习成绩、抑郁症状等ꎻ家庭层面包括

家庭低融洽度、缺乏监管ꎻ学校层面在学校的低归属

感及与老师的相处关系不融洽会增加其发生暴力伤

害的风险ꎮ 乔毅娟等[１６]研究结果显示ꎬ个体、学校、同
伴、家庭等方面的因素与校园躯体暴力的发生密切相

关ꎬ在个体层面ꎬ低年级、学习成绩较差是男生躯体暴

力发生的危险因素ꎬ学校亲密度差是校园躯体暴力发

生的危险因素ꎬ同伴关系较好的男生发生躯体暴力的

风险较低ꎻ相关的家庭因素包括父亲文化程度、家庭

类型、家庭经济状况、与父母沟通ꎮ 张喆等[１７] 从个体、
人际、组织、社区及社会 ５ 个水平全面综述了校园欺负

行为的影响因素ꎬ并提出今后的研究可考虑从多个层

面和角度建立不同人群的社会生态学模型ꎬ以更好地

预防校园欺负行为ꎮ 这些研究虽然仅探究了危险因

素ꎬ但有了理论的指导后ꎬ涉及的因素较为全面且具

有更好的层次和逻辑ꎮ
国外的一些学者不仅关注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ꎬ

还根据社会生态学理论尝试构建青少年伤害的预测

模型ꎬ探究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式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青少年伤害的发生原因ꎮ
Ｒｉｎｅｒ 等[１８]利用社会发展模型和社会生态学模

型ꎬ试图建立一个影响青少年参加或预防暴力的模型

(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ＳＥＭＡＩＰ)ꎬ模型确定了与避免或参与暴力

相关的变量ꎬ包括健康行为干预(技能发展机会、活动

参与、对非暴力行为的积极认知)、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种族、年龄、社会地位和父母地位) 以及环境

(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同伴影响等)３ 个方面ꎮ 该模型

中的因素可以解释 ４８％避免暴力的倾向和 ５３％参与

暴力的倾向ꎮ Ｇｏｅｂｅｒｔ 等[１９]运用社会生态学模型评价

了青少年暴力及其危险 / 保护因素ꎬ结果显示ꎬ个体影

响因素包括对暴力的态度、压力应对和解决问题的技

能、对同伴犯罪暴力的暴露、物质滥用和民族ꎬ同伴、
学校、家庭和社区因素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影响这些

个体因素ꎬ从而进一步影响青少年暴力ꎮ 其中家庭因

素包括家庭暴力、教养方式及父母对暴力的态度ꎻ学
校因素指学校氛围ꎻ同伴因素讨论了同伴对暴力的暴

露ꎻ社区因素包括社区亲密度和社区中暴力的暴露两

方面ꎮ 该模型对青少年暴力的解释程度为 ３３. ３％ꎮ
Ｌｅｅ[２０]依据社会生态学理论构建了美国中学生校园欺

负行为的预测模型ꎬ以个人特质、家庭经历、父母参

与、学校氛围和社区特点等多水平的变量成功解释了

校园欺负行为 ５６％的成因ꎬ其中ꎬ个人特质对欺负行

为的效应最强ꎬ并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欺负行为的

发生ꎮ

２　 依据社会生态学理论建立伤害预防策略

社会生态学理论不仅可以为探讨伤害发生的影

响因素提供指导ꎬ而且可以根据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

为伤害预防提供理论依据ꎮ ＷＨＯ 指出ꎬ校园暴力的

形成原因可归结在个人、家庭、社会 ３ 个层面ꎬ在进行

干预时可针对这些危险因素分别制定预防措施ꎬ与社

会生态学理论的要素一致[２１] ꎮ 国内有学者以社会生

态学理论为指导ꎬ提出了学龄前儿童意外伤害干预模

式[２２] ꎬ但在青少年意外伤害干预领域还未发现有应用

或实践ꎮ 史慧静[２３] 在分析了校园欺负的社会生态学

成因后认为ꎬ“反校园欺负”综合干预策略重点之一是

立足学校开展干预活动ꎬ营造良好人际关系的校园氛

围ꎮ 季成叶[２４]指出ꎬ校园暴力干预的核心是从三级预

防角度出发ꎬ建立学校—家庭—社区三联屏障ꎬ需要

多个方面的共同参与和密切配合ꎮ Ｄｒｅｓｌｅｒ￣ｈａｗｋｅ
等[２５]提出了在个体、组织、社区、社会文化水平上减少

校园欺负的干预策略ꎬ强调了各级相关机构和人员的

参与ꎮ
这些预防策略涉及范围较广ꎬ要求多级部门和人

员的参与和合作ꎬ实施难度较大ꎬ大部分停留在理论

阶段ꎬ国内在此方面的应用更为罕见ꎬ缺乏实证研究

数据的证实ꎮ

３　 社会生态学理论应用于青少年伤害研究的优势和

局限性

青少年伤害的发生与其自身特质和所处的环境

密切相关ꎬ社会生态学理论强调人的行为与发展是在

一个互相嵌套、互相联系的生态系统中发生、改变的ꎬ
将与人相关的因素分为不同的层次ꎬ并描述和解释了

不同层次间的关系ꎬ因此社会生态学理论能够帮助研

究者在设计及分析讨论青少年伤害相关影响因素时

更加全面、层次分明且具有逻辑性ꎬ从整体的角度清

楚地了解青少年伤害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因素之间的

关系ꎬ探索伤害的发生机制ꎬ提示可针对不同水平建

立相应的干预策略ꎬ发挥不同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ꎬ
使干预策略更加有效和具有针对性ꎮ

国外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社会生态学理论对

青少年伤害研究重要的指导意义ꎬ并据此理论进行了

干预ꎮ 但在国内青少年伤害研究中较少应用该理论ꎬ
大部分研究仍停留于了解伤害的流行特征和影响因

素ꎬ虽然也能为伤害干预提供数据支持ꎬ但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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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和系统化ꎮ 此外ꎬ社会生态学理论涉及的范围较

为广泛ꎬ包括青少年个体、家长、学校、社区、政府机

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ꎬ在实际研究中会被许多客观

因素所限制ꎬ数据采集的难度较大ꎬ使得调整和解释

模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如何收集更为全面、准确

的数据可能是研究者在应用社会生态学理论时需要

考虑和解决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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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６):青少年期白日困倦感与成年期违法行为有关
近年来一些横断面研究发现睡眠问题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ꎬ但尚不清楚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联以及关联的机

制ꎮ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系开展了一项为期 １４ 年的随访研究ꎬ试图验证青少年阶段白日困倦(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与成年期刑事犯罪的关联ꎬ并尝试采用生物－心理－社会模型解释童年期社会逆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对白日困倦

感的影响ꎬ以及困倦感导致的注意力受损与成年期违法行为的因果关联ꎮ 参与研究的 １０１ 名男性青少年在 １５ 岁时ꎬ采用

脑电图评价客观评价困倦状态(θ 波)和觉醒状态的自我定位能力(注意力)ꎬ通过单一条目评价白日困倦感ꎬ并由教师报告

青少年反社会行为ꎻ随访至研究对象 ２９ 岁时收集违法行为记录ꎮ 结果发现ꎬ自我报告白日困倦的个体在青春期时反社会

行为较多见ꎬ２９ 岁时违法行为的风险增加 ４.５ 倍ꎻ即使控制青少年期反社会行为和脑电图记录的客观困倦感后ꎬ青少年期

白日困倦感与成年期违法行为依然显著相关ꎮ 白天注意力较差可部分解释困倦与违法行为关联ꎮ 童年期社会逆境可能增

加青少年白天困倦感ꎬ由此引起注意力降低ꎬ从而增加成年期违法行为风险ꎮ 作者呼吁ꎬ在青少年中开展这一简单的白日

困倦感自评方法ꎬ可能是预防未来品行不端、违法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ꎮ
[来源:ＲＡＩＮＥ Ａꎬ 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Ｐ 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ｓｌｅｅｐｉｎｅｓｓ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ｃｒｉｍｅ[Ｊ]. Ｊ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

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７ꎬ ５８(６): ７２８－７３５.编译:孙莹(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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