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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毕节市留守中学生欺凌行为情况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ꎬ为制定和实施帮扶政策及干预提供

参考ꎮ 方法　 采用 Ｏｌｗｅｕｓ 儿童欺凌问卷、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ꎬ对多阶段整群分层抽取的毕节市 ７３５ 名留守中学生进

行现场调查ꎮ 结果　 留守中学生中ꎬ参与欺凌行为检出率为 ２８.７１％ꎮ 男生参与欺凌行为(受欺凌、欺凌、欺凌－受欺凌)的

比例均高于女生(χ２ ＝ ２５.９３ꎬＰ< ０.０５)ꎻ同学关系不好的留守中学生参与欺凌行为检出率高于同学关系好的学生( χ２ ＝
１２.４６ꎬＰ<０.０５)ꎮ 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环境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总分及消极情感在不同欺凌角色学生之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１２.７６ꎬ２.８６ꎬ３.３０ꎬ５.９８ꎬ４.７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最佳尺度回归分析显示ꎬ欺凌行为、同学关系、学
习成绩及与父母联系频率对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均有影响(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毕节市留守中学生参与欺凌行为比

例较高ꎬ应从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建立有效的防控机制ꎬ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ꎬ提高其幸福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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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凌行为在中学生中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

象ꎬ由此引起的社会、心理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高

度重视[１－２] ꎮ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自

己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估ꎬ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

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欺凌行为对儿

童时期的身心健康及其今后的健康、幸福感、晚年生

活质量均有较大影响[４] ꎮ 为此ꎬ本课题组对留守中学

生开展了相关的调查研究ꎬ为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帮

扶政策及干预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采用多阶段整群分层抽样方

法ꎬ在毕节市抽取 ６ 所中学ꎬ从各年级抽取 ３ 个班级的

留守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７４５ 份ꎬ回收

７４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７３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９.３２％ꎮ 其中男

生 ３４１ 名ꎬ女生 ３９４ 名ꎻ平均年龄(１６.０４±２.０２)岁ꎮ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 　 主要包括性别、民族、家庭经

济状况、与父母联系情况、年级、学习成绩、同学关系

等相关信息ꎮ
１.２.２ 　 欺负行为问卷 　 采用张文新等[５] 修订的 Ｏｌ￣
ｗｅｕｓ 儿童欺负问卷中学版ꎬ选取其中测量受欺凌、欺
凌类型的 ２ 个分量表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ꎬ按照欺凌、受欺

凌发生的频率从 ０(本学期没有发生过) ~ ４(１ 周好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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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分进行评定ꎮ 只要学生在受欺凌类型 / 欺凌类型 ６
个题目中任何 １ 个题目得分≥２ 分ꎬ即被划分为受欺

凌者 / 欺凌者ꎻ如果学生在欺凌、受欺凌 ２ 个类型的题

目中同时有 １ 个题目的得分≥２ 分ꎬ即被划分为欺凌－
受欺凌者ꎮ 本研究中ꎬ受欺凌、欺凌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ꎬ０.８０ꎮ
１.２.３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由张兴贵[６] 修

订的量表ꎬ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量表ꎮ 生活满意

度量表总分由家庭、友谊、学业、学校、自由和环境满

意度 ６ 个维度的分值相加所得ꎬ采用 ７ 点计分ꎬ从“完

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７ 分ꎬ得分越高ꎬ
生活满意度越高ꎻ快乐感量表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

感维度ꎬ记分在 ７ 点量表上进行ꎬ从“根本没有时间”
到“所有时间”分数依次递增ꎬ２ 个维度的得分相互独

立ꎬ分数越高表明积极情感或消极情感体验越强烈ꎮ
本次测量中ꎬ生活满意度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ꎬ快乐感量表的积极、消极情感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分别为 ０.７８ꎬ０.８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单因素分析用 χ２ 检验、方差

分析、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法、Ｔａｍｈａｎ’ ｓ Ｔ２ 法ꎬ多因素分析采用

最佳尺度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留守中学生欺凌行为比较　 参与欺凌

行为的学生检出率为 ２８.７１％ꎮ 由表 １ 可见ꎬ男生参与

欺凌行为(受欺凌、欺凌、欺凌－受欺凌)的检出率均高

于女生ꎻ同学关系不好的留守中学生参与欺凌行为检

出率较高ꎻ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参与欺凌行为比例低于

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毕节市不同人口学特征留守中学生欺凌行为检出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受欺凌 欺凌 欺凌－受欺凌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４１ ９４(２７.６) ７(２.１) ２５(７.３) ２５.９３ ０.００

女　 　 　 ３９４ ７４(１８.８) ３(０.８) ６(２.０)
民族　 　 　 　 汉族　 　 ４８９ １０１(２０.７) ３(０.６) ２５(５.１) １０.８９ ０.０１

少数民族 ２４６ ６７(２７.２) ７(２.８) ８(３.３)
学段　 　 　 　 初中　 　 ２８７ ７７(２６.８) ４(１.４) １５(５.２) ５.３９ ０.１４

高中　 　 ４４８ ９１(２０.３) ６(１.３) １８(４.０)
同学关系　 　 好　 　 　 ６９１ １５０(２１.７) ８(１.２) ３１(４.５) １２.４６ ０.００

不好　 　 ４４ １８(４０.９) ２(４.５) ２(４.５)
家庭经济状况 好　 　 　 ３５８ ７８(２１.８) ６(１.７) １１(３.１) ４.２７ ０.２２

不好　 　 ３７７ ９０(２３.９) ４(１.１) ２２(５.８)
学习成绩　 　 好　 　 　 ５２８ １１４(２１.６) ６(１.１) １７(３.２) １０.５１ ０.０１

不好　 　 ２０７ ５４(２６.１) ４(１.９) １６(７.７)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不同欺凌角色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

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环境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总

分及消极情感在不同欺凌角色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两两比较显示ꎬ受欺凌组、欺凌－
受欺凌组在友谊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总分上均低于

未参与组、欺凌组ꎬ欺凌－受欺凌组的家庭满意度低于

未参与组ꎬ受欺凌组的环境满意度低于未参与组ꎻ受
欺凌组、欺凌组的消极情感高于未参与组(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毕节市不同欺凌角色留守中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比较(ｘ±ｓ)

欺凌角色 人数
生活满意度

友谊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学业满意度 自由满意度 环境满意度 总分

快乐感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未参与组 ５２４ ４.８２±１.０３ ５.１１±１.２８ ４.１８±０.８０ ３.１５±１.１２ ４.１９±１.１９ ４.１３±０.９７ ２５.５８±４.３１ ３.１５±１.１７ ２.８１±０.９７
受欺凌组 １６８ ４.２９±１.２７ａｂ ５.０５±１.２４ ４.０４±０.８９ ２.９８±１.１２ ３.９６±１.１８ ３.８７±０.９７ａ ２４.１９±４.９２ａｂ ３.０１±１.０７ ３.１２±１.０２ａ

欺凌组 １０ ５.３３±０.９４ ５.１７±１.０１ ４.１８±０.９９ ２.９７±０.７８ ４.６２±１.０５ ４.０２±１.０２ ２６.２９±４.５０ ３.３３±１.１２ ３.２０±０.８３ａ

欺凌－受欺凌组 ３３ ４.２９±１.０６ａｂ ４.４４±１.４２ａ ３.８９±０.９６ ２.９３±１.０１ ３.９７±１.１８ ３.９２±０.９５ ２３.４４±４.６１ａｂ ３.０１±１.０６ ２.９８±１.０２
Ｆ 值 １２.７６ ２.８６ ２.０７ １.２５ ２.３８ ３.３０ ５.９８ ０.８５ ４.７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２９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４７ ０.００

　 注:ａ 与未参与组比较ꎬｂ 与欺凌组比较 Ｐ<０.０５ꎮ

２.３　 留守中学生欺凌行为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最佳

尺度回归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总

分和快乐感量表的积极情感得分、消极情感得分作为

因变量ꎬ以欺凌行为(１ ＝未参与ꎬ２ ＝受欺凌ꎬ３ ＝欺凌ꎬ４
＝欺凌－受欺凌)、学习成绩(１ ＝ 不好ꎬ２ ＝ 好)、同学关

系(１ ＝不好ꎬ２ ＝好)、性别(１ ＝ 男ꎬ２ ＝ 女)、与父母联系

频率(１ ＝ 不联系ꎬ２ ＝ 偶尔联系ꎬ３ ＝ 经常联系)等变量

作为自变量ꎬ纳入最佳尺度回归模型ꎬ结果显示ꎬ欺凌

行为是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共同主要

影响因素ꎬ与父母联系频率是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

的共同影响因素ꎻ此外ꎬ同学关系是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因素ꎬ学习成绩是积极情感的影响因素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毕节市留守中学生欺凌行为

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最佳尺度回归分析(ｎ ＝ ７３５)

主观幸福感 影响因素 零级 重要性 容许量 Ｂ 值 Ｆ 值 Ｐ 值
生活满意度 欺凌行为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９６ ０.１２ ６.５２ ０.００

同学关系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８３ ０.１７ ５.３４ ０.０２
与父母联系频率 ０.３２ ０.５０ ０.９３ ０.２７ ２１.４６ ０.００

积极情感 欺凌行为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９４ ０.１２ ３.７３ ０.０３
学习成绩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８３ ０.１６ ５.３２ ０.０２
与父母联系频率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８９ ０.１８ ８.３７ ０.００

消极情感 欺凌行为 ０.１１ ０.１２ ０.９３ ０.１５ ４.５７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卷入欺负事件的学生检出率

达 ２８.７１％ꎬ高于毋瑞朋等[７]的研究结果ꎮ 男生参与欺
凌、受欺凌、受欺凌－欺凌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ꎬ与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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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一致[７－８] ꎮ 可能与遗传生物因素、社会因素、
移情特点等有关ꎬ如男生通常具有好动、争强好胜、勇
敢等特点ꎬ易表现出攻击行为ꎻ社会道德对女性的约
束力高于男性ꎬ导致男生更易卷入欺负行为ꎻ此外ꎬ女
生的移情能力和共情能力比男生高ꎬ更容易同情他
人ꎬ亲社会行为能力更强ꎬ能积极应对欺负ꎬ减少欺凌
行为发生ꎮ 另一方面ꎬ与同龄男生相比ꎬ女生性情较
为稳定、心智水平较高ꎬ能理性解决欺负问题ꎬ较好地
处理同学关系ꎬ进而减少冲突ꎮ 本次研究中ꎬ不同学
段学生欺凌行为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茹福霞
等[９]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ꎬ可能与选取的研究群体是留
守中学生有关ꎬ留守初中生缺少照顾和关爱ꎬ较同龄
人心理成熟ꎬ与高中生一样要承担更多责任ꎬ因此也
能够理性地应对欺凌ꎮ 值得注意的是留守中学生的
压力较大ꎬ有研究显示ꎬ压力与欺负频率呈正相关[１０] ꎬ
提示应高度关注留守中学生的欺凌问题ꎮ

青少年在早期和青春期时遭受的欺凌对身心健
康产生巨大影响ꎮ 朱晓伟等[１１]研究表明ꎬ受欺负与幸
福感呈负相关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受欺凌者的环境满意
度得分较低ꎬ受欺凌、欺凌－受欺凌的留守中学生生活
满意度总分、友谊满意度得分均低于未参与者和欺凌
者ꎮ 带有双重身份的欺凌－受欺凌者可能会遭遇更多
的同伴拒绝、同伴关系的边缘化等ꎬ导致同学关系更
差ꎬ增加卷入欺凌的风险ꎮ 而欺凌者的生活满意度较
高ꎬ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１２] ꎬ可能与他们主动出击有
关ꎬ通过欺负他人获得因留守缺失的安全感、存在感ꎬ
自我体验较为满意ꎮ 提示学校需要格外关注留守中
学生的欺负行为与心理卫生状况ꎬ制定恰当的干预措
施ꎬ减少欺凌事件ꎻ对于遭遇消极生活事件的学生应
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疏导ꎬ从而促进其快乐成长ꎬ健
康地融入校园生活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欺凌行为对留守中学生主
观幸福感的每个维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ꎬ与 Ｔｉｌｉ￣
ｏｕｉｎｅ[１３]的研究结论相似ꎬ但是作用较弱ꎬ可能与中介
作用有关ꎬ如自尊在学校生活满意度与校园欺凌行为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１４] ꎮ 卷入欺凌事件的学生是存
在抑郁症状的高风险人群ꎬ易产生焦虑、社会适应能
力较差、缺乏自信以及较少的亲社会行为等[１５] ꎮ 因

此ꎬ社会、学校、家庭应联合行动ꎬ从各个层面采取切
实有效的干预措施ꎬ预防和降低留守中学生因欺凌而
引起的不良情绪ꎬ改善校园环境ꎬ提高主观幸福感水
平ꎬ促进其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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