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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校园欺凌在各地愈演愈烈ꎬ严重影响着

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ꎮ 校园欺凌是指学生之

间所发生的持续性与蓄意性攻击行为ꎬ校园欺凌的主

体主要有校园欺凌实施者、校园欺凌遭受者与校园欺

凌旁观者[１－４] ꎮ 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研究表明ꎬ有 ２５％
的学生在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欺凌[５] ꎮ 杨书胜等[６]

分析了校园欺凌事件的新闻报道ꎬ发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的校园欺凌事件仅 ３１ 起ꎬ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却高达 ４９
起ꎮ 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ꎬ无法与父

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 １６ 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７] ꎮ
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成长阶段ꎬ使留守儿童这一类弱势

群体将有可能成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校园欺凌的主要

实施者或受害者[８] 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和探讨留守儿

童校园欺凌的发生情况ꎬ为开展该群体的校园欺凌防

治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７—８ 月ꎬ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分
别选取甘肃省某县的 ５ 个农村ꎬ共有 ４５０ 名留守儿童

参与调查ꎬ筛除大面积漏答、明显随意勾选的无效问

卷ꎬ共回收有效问卷 ４３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７％ꎮ 抽

取的留守儿童以小学生为主ꎬ兼顾部分初中生ꎬ未涉

及高中生ꎮ 其中男生 ２１５ 名ꎬ占 ４９.４％ꎻ女生 ２２０ 名ꎬ
占 ５０.６％ꎮ 小学一 ~三年级 １３８ 名ꎬ占 ３１.７％ꎻ小学四

~六年级 ２１４ 名ꎬ占 ４９.２％ꎻ初中生 ８３ 名ꎬ占 １９.１％ꎮ
５２ 名留守儿童来自单亲家庭ꎬ占 １２.０％ꎮ 残障留守儿

童 ７ 名ꎬ占 １.６％ꎮ
１.２　 方法　 基于文献阅读[９－１０] ꎬ结合当地留守儿童实

际ꎬ自制调查问卷ꎮ 调查问卷经业内专家反复研讨确

定ꎬ确保了问卷效度ꎮ 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再查法ꎬ２

次调查结果(前后间隔 １５ ｄ)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为 ０.９０(Ｐ
<０.０１)ꎮ 调查内容由 ３ 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留守

儿童基本情况ꎬ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性格、是否单

亲、是否残疾等ꎮ 第二部分为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

为ꎬ主要调查留守儿童在过去 ６ 个月中实施或遭受校

园欺凌的类型、地点、频率、是否受到老师或家长管

制、遭受校园欺凌后的求助情况等ꎮ 第三部分为留守

儿童所在学校校园欺凌防治活动开展情况ꎮ 本研究

界定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行为主要包括以下 ５ 项:(１)
被恶意取笑ꎻ(２)被索要财物ꎻ(３)被有意排挤或被孤

立ꎻ(４)被拳打脚踢或关在屋里ꎻ(５)个人物品被有意

破坏ꎮ 调查对象及其监护人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ꎬ自
愿参加ꎮ 调查人员均为来自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ꎬ并
接受了社会调查专业知识培训ꎬ每 ２ 人一组ꎬ针对小学

生采用访问式问卷和自填式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调查ꎬ对于初中生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ꎬ当场回收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

并逻辑纠错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分析和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儿童欺凌他人状况　 过去 ６ 个月ꎬ共有 １６４
名留守儿童对他人实施过校园欺凌ꎬ占 ３７.７％ꎮ 男生

９１ 名ꎬ占 ４２. ３％ꎻ女生 ７３ 名ꎬ占 ３３. ２％ꎮ 小学生 １４１
名ꎬ占 ４０.１％ꎻ初中生 ２３ 名ꎬ占 ２７.７％ꎮ 男生报告率高

于女生(χ２ ＝ ３.８７ꎬＰ<０.０５)ꎬ小学生报告率高于初中生

(χ２ ＝ ４.３６ꎬＰ<０.０５)ꎮ 其中恶意取笑他人的有 １４４ 名ꎬ
占 ３３.１％ꎻ拳打脚踢过他人的有 ９８ 名ꎬ占 ２２.５％ꎬ恶意

取笑他人和对他人进行拳打脚踢为留守儿童群体实

施校园欺凌的主要类型ꎬ而且 ２ 种行为均为男生报告

率高于女生ꎬ小学高于初中(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行为状况　 过去 ６ 个月ꎬ
共有 ２３５ 名留守儿童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ꎬ占
５４.０％ꎮ 男生报告率( ６１. ４％) 高于女生( ４６. ８) ( χ２ ＝
９.３０ꎬＰ< ０. ０５)ꎬ小学生报告率( ５６. ８％) 高于初中生

(４２.２％)(χ２ ＝ ５.８０ꎬＰ<０.０５)ꎮ 留守儿童遭受过 ５ 种

类型校园欺凌行为的有 １８ 名ꎬ占 ４.１％ꎮ 校园欺凌行

为报告率仅在被他人拳打脚踢或关在屋里这一类型

上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ꎬ男生明显高于女生ꎬ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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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初中生报告率(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留守儿童各种欺凌他人类型报告率比较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恶意取笑 拳打脚踢 排挤或孤立 故意破坏物品 财务勒索
性别 男 ２１５ ８３(３８.６) ６０(２７.９) ２６(１２.１) ２９(１３.５) ２１(９.８)

女 ２２０ ６１(２７.７) ３８(１７.３) ２８(１２.７) ２２(１０.０) １３(５.９)
χ２ 值 ５.８１ ７.０５ ０.０４ １.２８ ２.２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８４ ０.２６ ０.１３

学段 小学 ３５２ １２５(３５.５) ８７(２４.７) ４５(１２.８) ４３(１２.２) ２４(６.８)
初中 ８３ １９(２２.９) １１(１３.３) ９(１０.８) ８(９.６) １０(１２.０)

χ２ 值 ４.８３ ５.０６ ０.２３ ０.４３ ２.５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１１

合计 ４３５ １４４(３３.１) ９８(２２.５) ５４(１２.４) ５１(１１.７) ３４(７.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类型报告率比较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恶意

取笑

拳打脚踢

或关在屋里

排挤

或孤立

故意

破坏物品

财物

勒索
性别　 男 ２１５ ９２(４２.８) ８１(３７.７) ５２(２４.２) ７１(３３.０) ２３(１０.７)

女 ２２０ ７６(３４.５) ４５(２０.５) ４３(１９.５) ７６(３４.５) １７(７.７)
χ２ 值 ３.１２ １５.６７ １.３７ ０.１１ １.１５
Ｐ 值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７４ ０.２８

学段　 小学 ３５２ １３４(３８.１) １１８(３３.２) ８３(２３.６) １２３(３４.９) ３８(１０.２)
初中 ８３ ３４(４１.０) ８(９.６) １２(１４.５) ２４(２８.９) ２(４.８)

χ２ 值 ０.２４ １８.２７ ３.２７ １.０９ ２.３５
Ｐ 值 ０.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３０ ０.１３

合计 ４３５ １６８(３８.６) １２６(２９.０) ９５(２１.８) １４７(３３.８) ４０(９.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残障残疾留守儿童是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中的高

危群体ꎬ７ 名残障残疾留守儿童由于身体残缺或者智

力低下ꎬ均受到过来自他人的恶意取笑、取带有侮辱

性质的外号ꎬ甚至拳打脚踢的校园欺凌行为ꎬ而大多

数监护人却对此束手无策ꎮ
２.３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实施主体、发生地点及求助情

况　 对留守儿童实施校园欺凌的行为主体有同学

(８３.４％)、校外人员( １１. ６％)、同学的家长( ５. １％)ꎮ
校园欺凌的发生地点主要为教室和回家路上ꎬ分别占

４３. ７％ 和 ４３. ０％ꎬ 其余依次为操场 ( ３２. ５％)、 厕所

(２１.８％)和其他隐蔽的地方(１６.４％)ꎮ 留守儿童遭受

到校园欺凌ꎬ向在场人员求助时ꎬ６４.０％会得到他人帮

助ꎬ而 ３７. ４％ 的旁观者会选择直接走掉ꎮ 大部分

(６０.９％)留守儿童不会将此事告知家长或向学校寻求

帮助ꎮ
２.４　 学校校园欺凌防治状况　 ５６.６％的留守儿童认为

学校开展校园欺凌的防治活动很有必要ꎬ 但仅有

２７.８％反映所在学校开展过相关的校园欺凌防治活

动ꎮ 仅有 ４２.７％的老师对实施校园欺凌行为的留守儿

童进行了严厉批评ꎬ并要求对受欺凌的学生进行道

歉ꎻ其余大部分老师仅采取简单说教或者不管不问的

态度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发生率高于吴

方文等[１１]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和刘雪可等[１２] 对农村中

小学校园欺凌的研究结果ꎮ 小学留守儿童校园欺凌

发生率高于初中ꎬ男生高于女生ꎬ与郑茹等[１３] 对北方

某城市中小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
由此可见ꎬ校园欺凌的性别差异ꎬ并未因农村与城市

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存在差别而不同ꎬ所以在留

守儿童校园欺凌干预方面需给予男生更多关注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留守儿童校园欺凌以恶意取笑和

拳打脚踢为主ꎬ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１４－１７] ꎮ 恶意取笑

和拳打脚踢分别属于言语侮辱和身体侮辱ꎬ言语侮辱

较身体侮辱更不易被教师和家长察觉ꎬ但其所导致后

果的严重程度却不亚于身体侮辱ꎬ因而应高度防范言

语侮辱ꎬ一旦发现ꎬ学校教师或家长应立即给予正面

疏导和矫正ꎮ 本次调查还发现ꎬ残障残疾留守儿童由

于身心功能缺陷ꎬ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处于弱

势地位ꎬ进一步增加了遭受同伴欺凌的可能[１８] ꎮ 各地

学校和家长应该加强对于残障残疾留守儿童的关爱ꎬ
帮助其建立互助伙伴ꎬ降低该群体校园欺凌发生率ꎮ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主要实施主体为同学ꎬ其次

是校外人员ꎬ说明加强对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干预既

需要建立校园安全网络ꎬ也需要加强村庄社会治安的

综合整治ꎮ 校园欺凌行为既会选择在公共空间进行ꎬ
比如操场、教室ꎬ也会选择在私密场所实施ꎬ比如厕

所、回家路上的一些隐蔽空间ꎬ公开性与私密性相结

合的特征进一步增加了留守儿童校园欺凌的识别和

防治难度ꎮ 另外ꎬ尽管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发生率较

高ꎬ但大部分老师并未对其产生足够重视ꎮ 因此ꎬ学
校必须首先提高教师对校园欺凌的认知度与关注度ꎬ
时刻保持警惕ꎮ 另一方面ꎬ学校可以选拔各年级学生

中的主要学生干部、少先队长作为校园文明监督员ꎬ
通过监督提高校园欺凌的识别率和报告率ꎮ 进行校

园欺凌干预还应当关注校园欺凌事件的旁观者ꎬ了解

旁观者未采取制止校园欺凌行为的原因ꎬ并采取针对

性的解决措施ꎬ促进其从消极旁观者向积极旁观者角

色的转变ꎮ
留守儿童校园欺凌已经是一个显在的社会问题ꎬ

因其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和识别的不易性ꎬ使留守儿童

校园欺凌防治成为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ꎮ 这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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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加快校园欺凌的立法进程ꎬ完善

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ꎬ同时还应该建立政府、社会、
社区、家庭和学校防治留守儿童校园欺凌联动机制ꎬ
切实有效地开展各种留守儿童校园欺凌防治活动ꎬ从
而推动校园和谐ꎬ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１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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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趋突出ꎬ
对大学生自己、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一定影响[１] ꎮ 有研

究显示ꎬ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ꎬ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ꎬ如人际交往闭锁、自我评

价低、 情绪不稳定、 抑郁水平高、 心理发展不平衡

等[２] ꎮ “留守”指父母一方或双方从农村地区流动至

其他地区ꎬ子女则留在户籍所在地ꎬ由父亲或母亲单

独照顾或其他人照顾[３] ꎮ 内观认知疗法( ｎａｉｋａｎ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ＮＣＴ)是一种心理保健疗法[４] ꎬ已经有研

究将其应用于网瘾大学生自我认知与自我评价的干

预、贫困大学生自卑感的干预、单亲医学生心身症状

的干预ꎬ并取得了良好效果[５－７] ꎮ 本研究应用内观认

知疗法对某高校 ４８ 名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进行

评估和干预ꎬ以便为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ꎬ根据读大学前父母

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ꎬ与父母分开居住>６ 个月[８]为留

守标准ꎬ采用志愿者招募的方式招募青岛农业大学有

留守经历大学生志愿者 １００ 名ꎬ按照随机数法分为内

观认知组和对照组ꎬ干预过程中有 ８ 人先后脱落ꎬ最终

进入分析的志愿者 ９２ 名ꎬ其中内观认知组 ４８ 名ꎬ男生

１９ 名ꎬ女生 ２９ 名ꎻ大一学生 １７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６ 名ꎬ大
三学生 １５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９.７６±２.１５)岁ꎮ 对照组 ４４
名ꎬ男生 １８ 名ꎬ女生 ２６ 名ꎻ大一学生 １６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４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４ 名ꎮ 平均年龄(２０.１４±１.９６)岁ꎮ ２
组调查对象性别、年龄、年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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