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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湘西地区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贫困地区高职院校开展

校园欺凌防控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湘西地区 １ ２４１ 名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
调查内容包括学生人口学基本特征、健康相关行为及遭受校园欺凌情况ꎮ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各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为 ４１.８２％ꎬ其
中留守学生的报告率(４５.０５％)高于非留守学生(３９.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２９ꎬＰ<０.０５)ꎮ 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男生、父母关系好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５５ꎬ０.４７)ꎬ生源地为农村、５ 年高职、
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９３ꎬ２.５７ꎬ２.５１ꎬ３.９５ꎬ４.７３)ꎻ与母亲关系好与非留

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ＯＲ＝ ０.４０)ꎬ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１.８６ꎬ
２.３２ꎬ３.８１)(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不容乐观ꎬ留守学生的报告率高于非留守学

生ꎬ且受不同因素影响ꎮ 应尽快开展政府、学校、家庭三方共同干预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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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资助项目( ＸＳＰ２０ＹＢＺ１８７)ꎻ湖南省

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ＸＪＫ１８ＢＴＷ０１２)ꎮ
【作者简介】 　 曾直(１９８２－　 )ꎬ男ꎬ湖南吉首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学生健康促进ꎮ
【通讯作者】 　 张天成ꎬＥ￣ｍａｉｌ:ｊｄｚｈａｎｇｔ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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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校园欺凌事件屡屡被报道ꎬ成为社 会的关注热点ꎬ而各项报道中高职院校学生校园欺凌

尤为突出[１] ꎮ 国内外研究发现ꎬ遭受校园欺凌学生极

易发生焦虑、抑郁和自杀意念等内化问题行为ꎬ是校

园欺凌事件中最大受害者[２－３] ꎮ 由于长期的亲子分离

造成家庭结构不完整ꎬ使留守学生无法享受到正常的

家庭教育、父母关爱ꎬ其心理健康必然受到不良影响ꎬ
易成为遭受校园欺凌的高发群体ꎮ 留守学生指父母

１７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一方或双方ꎬ离开户籍所在地外出务工ꎻ达到上学年

龄的在校学生[４－５] ꎮ 湘西地区地处我国 １４ 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之一武陵山区腹地ꎬ当地高职院校生源

多来自周边农村的贫困家庭ꎮ 为了解湘西地区高职

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特征及影响

因素ꎬ笔者对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
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０ 月ꎬ采用多阶段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湘西地区的两市一州(怀化市、张
家界市、湘西自治州)各抽取 １ 所高职院校ꎬ每所学校

以学制分层(５ 年制高职ꎬ３ 年制高职)ꎬ从 ２ 个学制每

个年级(一至三年级)各随机抽取 ２ 个教学班ꎬ共 ３６
个班ꎮ 剔除有先天性疾病和身体障碍的学生ꎮ 共纳

入研究学生 １ ３２８ 名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２４１ 份ꎬ问卷有

效率 ９３.４５％ꎬ其中男生 ６３９ 名ꎬ女生 ６０２ 名ꎻ农村学生

１ ０３２ 名ꎬ城镇学生 ２０９ 名ꎻ留守学生 ５５５ 名ꎬ非留守学

生 ６８６ 名ꎻ５ 年制高职学生 ７７１ 名ꎬ３ 年制高职学生

４７０ 名ꎻ一年级学生 ５７９ 名ꎬ二年级 ３９１ 名ꎬ三年级 ２７１
名ꎮ 年龄 １４ ~ ２４ 岁ꎬ平均年龄(１７.２２±１.４９)岁ꎮ
１.２　 方法　 参照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编

制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为调查问卷(研究高

中、大学) [６]设计调查问卷ꎬ问卷分为基本情况和学生

遭受欺凌情况及健康相关行为两部分ꎬ基本情况包括

性别、年级、户籍、家庭情况等ꎮ 问卷的效度检验采用

专家判断法ꎬ经 ３ 次修改ꎮ 问卷信度检验采用再查法ꎬ
２ 次调查结果(前后间隔 １４ 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为

０.８６(Ｐ<０.０１)ꎮ 现场调查员由本课题组成员担任ꎬ调
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ꎬ调查员在班主任的

配合下实施问卷调查ꎬ调查员宣读指导语ꎬ班主任组

织发放问卷ꎬ填写过程中学生遇到疑问统一由调查员

现场解答ꎬ调查采用匿名、独立填写问卷的方式ꎬ所有

问卷由调查员当场统一回收ꎬ 测试对象均知情同意自

愿参加ꎮ 本次研究获得了吉首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２０１６００１２)ꎮ
１.３　 指标界定　 依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

为调查综合报告 ２００５» [６] 中的指标界定ꎬ“被打、踢、
推、挤或关在屋里”“被索要财物”归为遭受身体欺凌ꎬ
“被恶意取笑”“被威胁、恐吓”归为遭受语言欺凌ꎬ过
去 ３０ ｄ“被有意排斥、孤立在集体活动之外” “因身体

缺陷或长相被取笑”归类为遭受关系欺凌ꎬ过去 ３０ ｄ
“被开色情玩笑、做色情动作、不受欢迎性骚扰”归类

为遭受性欺凌ꎬ选择“偶尔”和“经常”即被定义为遭受

校园欺凌ꎻ吸烟指过去 ３０ ｄ 内≥１ ｄ 吸烟ꎻ饮酒指在过

去 ３０ ｄ 内至少饮 １ 杯酒ꎻ游戏成瘾指过去 ７ ｄꎬ平均每

天玩电子游戏(包括手机游戏、电脑游戏、网络游戏

等)≥４ ｈꎮ 留守学生指父母一方或双方离家外出务工

半年以上[７] ꎻ５ 年高职招生对象是初中及以上学历人

员ꎬ３ 年高职招生对象是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ꎻ核心家

庭指和父母一起住ꎬ大家庭指和祖父母、父母一起住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

录入数据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算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发生率ꎮ 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 检验ꎬ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情况　 高职院校学生遭受校

园欺凌的总体报告率为 ４１.８２％ꎬ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

凌报告率(４５.０５％)高于非留守学生(３９.２１％)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从遭受校园欺凌的类型来

看ꎬ遭受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关系欺凌、性欺凌的报

告率分别为 １３.０５％ꎬ３６.６６％ꎬ２２.７２％ꎬ２１.１１％ꎬ其中留

守学生遭受语言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报告率高于非留

守学生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１ )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身体欺凌 语言欺凌 关系欺凌 性欺凌 任意形式欺凌
留守 ５５５ ８３(１４.９５) ２２７(４０.９０) １４７(２６.４９) １２７(２２.８８) ２５０(４５.０５)
非留守 ６８６ ７９(１１.５２) ２２８(３３.３４) １３５(１９.６８) １３５(１９.６８) ２６９(３９.２１)
合计 １ ２４１ １６２(１３.０５) ４５５(３６.６６) ２８２(２２.７２) ２６２(２１.１１) ５１９(４１.８２)
χ２ 值 ３.２０ ７.７６ ８.１０ １.８９ ４.２９
Ｐ 值 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４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单因素分析　
由表 ２ 可见ꎬ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在性别、生源地、
学制、家庭类型、与父母亲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
酒、游戏成瘾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在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

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高职院校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遭受校园欺凌(是 ＝ １ꎬ否 ＝ ０)设为因

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性别、生
源地、学制、家庭类型、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系、吸

烟、饮酒、游戏成瘾)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男生、父母关系好与留守学生遭受

校园欺凌呈负相关ꎬ生源地是农村、５ 年高职、吸烟、饮
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正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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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高职院校留守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单因素分析

组别 统计值
留守学生

人数 受欺凌人数

非留守学生

人数 受欺凌人数
性别 男 ２８７ １１６(４０.４２) ３５２ １３６(３８.６４)

女 ２６８ １３４(５０.００) ３３４ １３３(３９.８２)
χ２ 值 ５.１４ ０.１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７５

生源地 农村 ４３１ ２０３(４７.１０) ６０１ ２３５(３９.１０)
城镇 １２４ ４７(３７.９０) ８５ ３４(４０.００)

χ２ 值 ４.２９ ０.０３
Ｐ 值 ０.０４ ０.８７

独生子女 是 ９１ ３８(４１.７６) １１１ ４０(３６.０４)
否 ４６４ ２１２(４５.６９) ５７５ ２２９(３８.８３)

χ２ 值 ０.４８ ０.５６
Ｐ 值 ０.４９ ０.４５

学制 ５ 年 ３３０ １７４(５２.７３) ４４１ １８０(４０.８２)
３ 年 ２２５ ７６(３３.７８) ２４５ ８９(３６.３３)

χ２ 值 １９.４１ １.３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２５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３１６ １２６(３９.８７) ３７３ １４０(３７.５３)
大家庭 １１８ ６０(５０.８５) １７９ ６９(３８.５５)
单亲 / 离异 １２１ ６４(５２.８９) １３４ ６０(４４.７８)

χ２ 值 ８.０３ ２.２１
Ｐ 值 ０.０２ ０.３３

与父亲关系 好 ３３４ １３２(３９.５２) ４４２ １５３(３４.６２)
一般 １９９ １０７(５３.７７) ２０９ １００(４７.８５)
不好 ２２ １１(５０.００) ３５ １６(４５.７１)

χ２ 值 １０.４５ １１.０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与母亲关系 好 ３６５ １４７(４０.２７) ４８０ １６７(３４.７９)
一般 １７２ ９２(５３.４９) １７８ ８８(４９.４４)
不好 １８ １１(６１.１１) ２８ １４(５０.００)

χ２ 值 １０.１９ １３.１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父母关系 好 ３２６ １２５(３８.３４) ４３２ １５９(３６.８１)
一般 １８０ ９７(５３.８９) １９０ ８７(４５.７９)
不好 ４９ ２８(５７.１４) ６４ ２３(３５.９４)

χ２ 值 １４.５０ ４.７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９

吸烟 是 ２２７ １６２(７１.３７) ２２８ １４２(６２.２８)
否 ３２８ ８８(２６.８３) ４５８ １２７(２７.７３)

χ２ 值 １０７.４９ ７６.２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饮酒 是 ２４０ １７４(７２.５０) ２３７ １４８(６２.４５)
否 ３１５ ７６(２４.１３) ４４９ １２１(２６.９５)

χ２ 值 １２８.７６ ８２.０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游戏成瘾 是 １６８ １３１(７７.８９) １６３ １１６(７１.１７)
否 ３８７ １１９(３０.７５) ５２３ １５３(２９.２５)

χ２ 值 １０５.５５ ９１.５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高职院校留守学生遭受校园

欺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５５)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５９ ０.２８ ６.７４ ０.０１ ０.５５(０.３６~ ０.８７)
生源地 城镇 １.００

农村 ０.６６ ０.２４ ５.７９ ０.０２ １.９３(１.１３~ ３.３０)
学制 ３ 年 １.００

５ 年 ０.９５ ０.２７ １６.０４ ０.００ ２.５７(１.６２~ ４.０９)
父母关系 不好 １.００

好 －０.７６ ０.３１ ６.０４ ０.０１ ０.４７(０.２５~ ０.８８)
一般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１６ ０.６９ ０.８８(０.４６~ １.６６)

吸烟 否 １.００
是 ０.９２ ０.２８ １１.１２ ０.００ ２.５１(１.４６~ ４.３１)

饮酒 否 １.００
是 １.３７ ０.２６ ２７.７０ ０.００ ３.９５(２.３７~ ６.９５)

游戏成瘾 否 １.００
是 １.５５ ０.２５ ３９.２８ ０.００ ４.７３(２.９１~ ７.６９)

２.４　 高职院校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多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遭受校园欺凌(是＝ １ꎬ否＝ ０)设为

因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与父

母关系、父母间关系、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为自变量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与母亲关系

好、与母关系一般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

关ꎬ吸烟、饮酒、游戏成瘾与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

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高职院校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６８６)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与母亲 不好 １.００
　 关系 好 －０.９２ ０.３７ ６.３２ ０.０１ ０.４０(０.２０~ ０.８２)

一般 －０.７４ ０.３７ ４.０７ ０.０４ ０.４８(０.２３~ ０.９８)
吸烟 否 １.００

是 ０.６２ ０.２３ ７.６０ ０.０１ １.８６(１.２０~ ２.９０)
饮酒 否 １.００

是 ０.８４ ０.２２ １４.４６ ０.００ ２.３２(１.５１~ ３.５９)
游戏成瘾 否 １.００

是 １.３４ ０.２１ ３９.５１ ０.００ ３.８１(２.５１~ ５.７８)

３　 讨论

国内外调查发现ꎬ校园欺凌的普遍存在ꎬ已成为

世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美国相关

调查发现ꎬ有近 ２０％的学生过去 １２ 个月至少遭受过

一次校园欺凌[８] ꎬ而对英国 ３５ 所学校调查结果显示

有 ２１％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９] ꎬ杨继宇等[１０] 对国

内校园欺凌的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ꎬ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报

告率为 １５.９％ꎬ夏志娟等[１１] 对上海高职院校调查显

示ꎬ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为 ３４.８％ꎮ 本次调查

结果为 ４１.８２％ꎬ可见湘西地区高职院校欺凌行为不容

乐观ꎮ 各类欺凌行为中ꎬ学生遭受语言欺凌报告率最

高ꎬ与国内[１２]的调查结果一致ꎬ提示语言欺凌作为传

统的欺凌形式会间接导致的关系欺凌(散布谣言、孤
立、忽视等)ꎬ甚至会引起直接的肢体冲突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报告率

高于非留守学生ꎬ与国内[７] 相关调查结果一致ꎮ 父母

长期离家外出务工ꎬ缺乏与子女正常的沟通和交流ꎬ
与非留守学生相比更容易出现孤独、自卑、适应能力

差等不良情绪ꎬ是遭受校园欺凌的高发群体ꎮ 留守学

生中女生更易遭受校园欺凌ꎬ有研究显示ꎬ留守学生

中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１３] ꎮ 对我国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梳理ꎬ发现就

读于职业学校的女生更容易遭受校园欺凌[１４] ꎮ 农村、
５ 年高职留守学生易遭受校园欺凌ꎬ与国内外调查结

果相似[１５－１６] ꎬ可能与学生年龄较小不能较好处理好人

际关系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有关ꎮ 完整的家庭结

构、和谐的家庭氛围以及良好的亲子沟通与留守和非

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ꎬ家庭成员间良好的

情感互动能培养子女积极向上的人际关系[１７] ꎬ吸烟、
饮酒、游戏成瘾与留守和非留守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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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ꎬ与国内[１８]调查结果一致ꎮ
综上所述ꎬ为预防和减少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

校园欺凌的发生ꎬ应从以下方面入手:(１)政府相关部

门应加强对校园内外的治安管理ꎬ定期在学校开展各

种反校园欺凌的宣传活动ꎬ并设立学生校园欺凌热

线ꎬ监督和帮助学校落实校园欺凌防范责任ꎬ为在校

学生创建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ꎮ (２)学校要尽快开展

校园欺凌法制宣传ꎬ以微信、微博等为主要手段ꎬ倡导

学生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文明用语ꎬ引导学生养成健康

的生活习惯ꎬ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与体

育课外拓展活动ꎬ重点关注留守学生的身心健康ꎬ设
立专门的心理咨询室ꎬ及时为遭受欺凌的学生提供有

效的心理援助ꎮ (３) 父母要主动了解学生的在校情

况ꎬ采用民主的交流方式ꎬ有意识地增强学生自信心ꎬ
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的人际交流方式ꎮ

本次研究存在不足:首先ꎬ本次调查属于横断面

调查ꎬ不能完全证明学生遭受欺凌的因果关系ꎻ其次ꎬ
缺少对学生遭受网络欺凌的调查ꎻ再者ꎬ没有进行对

校园欺凌其他角色(如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等)的

调查研究ꎮ 针对以上不足ꎬ对湘西地区高职院校学生

校园欺凌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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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快报(３):女童月经初潮提前可能是童年期创伤经历精神病理症
状风险的预警症状

生命早期应激(ｅａｒｌ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ＥＬＡ)增加精神病理症状风险ꎬ但发生机制尚不清楚ꎮ Ｃｏｌｉｃｈ 等提出 ２ 种 ＥＬＡ 维度:威
胁和剥夺ꎬ并试图探讨青春期发育加速在联结不同维度 ＥＬＡ 与青少年精神病理症状发生风险关联中的作用ꎮ 笔者基于美

国国家共病调查———青少年补充调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ꎬ ＮＣＳ－Ａ)ꎬ选取全国代表性的

４ ９３７名青少年女童ꎬ收集月经初潮年龄ꎬ评估内化、外化症状和进食障碍ꎮ 同时通过儿童与父母访谈ꎬ收集 １１ 种 ＥＬＡꎬ其中

６ 种与威胁相关(躯体虐待、目睹家庭暴力、性骚扰、目睹或经历社区暴力、情感虐待)ꎬ５ 种与剥夺相关(躯体和社会心理忽

视、经济不稳定、食物短缺、低父母教育程度、家庭贫困)ꎮ 结果表明威胁相关 ＥＬＡ 可预测月经初潮年龄提前ꎬ而月经初潮

年龄延迟与内外化症状发生风险降低相关( ＯＲ ＝ ０.７４ ~ ０.８５)ꎮ 月经初潮年龄提前可解释威胁相关 ＥＬＡ 与痛苦关联的

６.２％、与恐惧情绪关联的 １６.３％以及与外化症状关联的 ２.９％ꎮ 月经初潮提前可能是威胁相关的早期创伤经历致精神障碍

风险的跨诊断通路ꎮ 该研究结果提示青春期发育提前可视为一种预警指标ꎬ为临床和心理健康领域早期识别创伤暴露儿

童未来精神障碍发生风险提供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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