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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作为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一直是儿童保

护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ꎬ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

另一类隐蔽性更高、更不易被发现的儿童家庭暴力类

型———儿童作为家庭暴力的目击者ꎮ 相对于作为直

接受害者而言ꎬ儿童目睹家庭暴力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存在一定的隐蔽性和长效性ꎬ短期内不易引起监护

人、儿童保护机构、儿童社会工作者等方面的注意ꎮ
本文对儿童目睹家庭暴力的定义、类型、发生率及其

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进行梳理ꎬ并探讨未来的研究方

向ꎬ以期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类儿童的关注ꎬ从而为

儿童保护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儿童目睹家庭暴力的定义、类型及发生率

儿童目睹家庭暴力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指儿童直接目击、偶然听到发生在

家中成人间的躯体暴力或精神暴力或看见暴力后的

场景[１] ꎮ 通常儿童所目睹的家庭暴力主要是发生在

如儿童养育者与其亲密伴侣之间的暴力(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ａｒｔ￣
ｎｅｒ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或者是其他同住的成人之间的暴力ꎬ从
更宽泛的范围来说ꎬ也包括成人对于家庭中其他儿童

施加的暴力ꎮ
早期的一些研究将儿童作为家庭暴力的直接受

害者与间接目击者统称为暴露于家庭暴力的儿童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儿童暴露于家

庭暴力可以细分为 １０ 种类型[２] :(１)胎儿期间接暴露

于家庭暴力ꎬ指怀孕妇女遭受婚姻暴力ꎬ进而影响到

胎儿ꎻ(２)介入ꎬ儿童尝试通过语言或肢体阻止家庭暴

力的发生ꎻ(３)直接受害ꎬ在父母冲突中儿童同时也遭

到了言语或肢体伤害ꎻ(４)参与ꎬ儿童自愿或被迫加入

到暴力中ꎻ(５)亲眼目睹ꎬ儿童直接看到暴力行为ꎻ(６)
亲耳听到ꎬ儿童没有看到但听到吼叫、哭喊声、物品被

破坏的声音等ꎻ(７)看到暴力的直接后果ꎬ儿童看到瘀

伤、警察、救护车、毁坏家具、紧张气氛等暴力引起的

后果ꎻ(８)遭受由于暴力造成的其他后果ꎬ例如母亲的

悲伤、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父母亲分离等ꎻ(９)听说ꎬ
听到母亲或亲友诉说家庭暴力事件ꎻ(１０)表面上不知

情ꎬ暴力发生在儿童生活的家庭ꎬ但发生时儿童不在

家或已熟睡ꎮ 其中除了第 ３ 种类型是儿童直接作为受

害者以外ꎬ其他 ９ 种都可以作为儿童目睹家庭暴力的

具体类型ꎮ
儿童目睹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ꎮ 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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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ꎬ全球约有两亿七千五百万

儿童目睹亲密伴侣暴力[３] ꎮ 美国针对儿童暴露于家

庭暴力展开的第二次全国性调查表明ꎬ目睹家庭暴力

的终生发生率为 １ / ６[４] ꎮ 英国的调查则显示ꎬ<１１ 岁

儿童目睹家庭中暴力的发生率为 １２％ꎬ而 １１ ~ １７ 岁儿

童目睹家庭暴力的发生率高达 １７. ５％[５] ꎮ 瑞典对 ２
５００ 名 ２０ ~ ２４ 岁被试的调查发现ꎬ２８％的参与者报告

了童年期目睹家庭暴力的存在[６] ꎮ 在我国ꎬ根据 ２００６
年全国妇联的调查ꎬ有 ３０％的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

庭暴力[７] ꎻ同时 ２０１２ 年研究者对我国 ７ 个省市的调查

表明ꎬ夫妻间的生理暴力发生率达到 ３４.８％ꎬ而精神暴

力则达到 ５５.６％[８] ꎮ 但以上 ２ 项调查都没有明确其中

儿童目睹暴力的比例ꎮ 香港地区的调查则发现ꎬ２６％
的儿童目睹了父母与其伴侣间的肢体暴力ꎬ目睹父母

遭受伴侣精神暴力的比例更是达到 ７３.２％[９] ꎮ
儿童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作为家庭暴力的直接

受害者有很高的共发率ꎮ 美国的调查表明ꎬ目睹父母

亲密伴侣暴力和直接遭受家庭暴力的年共发率为

３３.９％ꎬ终生共发率为 ５６.８％[１０] ꎮ 而英国的数据则显

示儿童遭受虐待的同时又目睹家庭暴力的风险率是

非虐待儿童的 ３.２３ ~ ３.２６ 倍[５] ꎮ 不仅如此ꎬ目睹家庭

暴力的儿童往往也有更高概率暴露于其他的创伤事

件ꎬ如各种形式的精神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伤害、
致命疾病等[２ꎬ１１] ꎮ

２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的影响

２.１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　 目睹家

庭暴力对儿童智力、记忆等认知能力发展的消极影响

得到了多个研究的支持ꎮ 追踪研究发现ꎬ目睹严重家

庭暴力会通过影响儿童的抑郁水平进而影响其阅读

成绩[１２] ꎮ 一项对 １ １１６ 对 ５ 岁双生子的研究表明ꎬ目
睹严重家庭暴力组儿童比非目睹组儿童智商平均下

降 ８ 分ꎬ目睹成人间的暴力可以解释儿童智力变异的

４％[１３] ꎮ 除对智力发展产生影响ꎬ目睹家庭暴力可能

还会影响儿童的记忆及自我控制ꎮ 追踪研究发现ꎬ婴
儿 ２.５ 岁时目睹亲密伴侣暴力能预测 ５ 岁时短时记

忆、工作记忆和有意记忆的水平ꎬ控制人口统计学变

量后ꎬ这种预测效应依然存在[１４] ꎮ 此外ꎬ目睹家庭暴

力也会对儿童的自我控制能力造成消极影响[１５] ꎮ
目睹家庭暴力还会影响儿童注意力的发展ꎬ可能

会增加罹患注意缺陷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ＤＨＤ)的风险ꎮ 一项追踪研究发现ꎬ
婴儿在 ５ ~ ９ 个月目睹父母间攻击情况可以预测 １３ ~
１９ 个月时的注意力ꎬ而 １３ ~ １９ 个月的注意力水平较低

的儿童ꎬ目睹父母间暴力越多在 ３ 岁时被诊断为

ＡＤＨＤ 的风险越高[１６] ꎮ 另一项研究发现ꎬ儿童目睹家

庭暴力的频率与 ＡＤＨＤ 症状的数量呈正相关ꎬ既目睹

又遭受暴力组儿童有更多的 ＡＤＨＤ 症状ꎬ更有可能被

诊断为 ＡＤＨＤ[１７] 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的女

童比男童有更大风险被诊断为 ＡＤＨＤ[１８] ꎮ
２.２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　 目睹家

庭暴力会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焦虑、抑郁情绪[１９] ꎬ增
加儿童罹患广泛性焦虑障碍、重度抑郁症的风险[２０] ꎬ
同时从长期效应来看ꎬ目睹家庭暴力也是儿童期创伤

后应激障碍(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ＰＴＳＤ)最常

见的原因之一[２１－２３] ꎮ
目睹家庭暴力会增加儿童的抑郁情绪ꎮ 一项针

对 ８ ~ １１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ꎬ儿童自我报告的目睹母

亲或者父亲遭受亲密伴侣暴力情况能解释其抑郁水

平总变异的 １７％ ~ １８％[２４] ꎮ 长期影响来看ꎬ儿童期目

睹家庭暴力可能会增加成年后情绪抑郁的风险ꎮ 追

踪研究发现ꎬ童年目睹过父母间暴力的大学女生报告

有中等程度抑郁的比例是非目睹组的 ２ 倍ꎬ而男生有

自杀想法的比例也是非目睹组的 ２ 倍[２５] ꎮ
目睹家庭暴力会增加儿童的孤独感ꎬ难以结成稳

定的同伴及亲子依恋关系ꎮ 对 ７ ７１２ 名 ４ 岁儿童的研

究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儿童的同伴问题具有显著性别

差异ꎬ女童更可能较少受家庭暴力的影响[２６] ꎮ 目睹家

庭暴力也会影响亲子依恋的质量[２７－２８] ꎮ 从长期影响

来看ꎬ目睹家庭暴力还会使儿童成年后在亲密关系中

更倾向于形成焦虑型或回避型等不安全的依恋类型ꎬ
进而影响其婚姻适应情况[２９] ꎮ 有研究发现ꎬ目睹家庭

暴力与 ０ ~ ５ 岁儿童的社会情绪问题显著相关ꎬ亲子依

恋、家庭支持中介了两者间关系[３０] ꎮ
同时ꎬ目睹家庭暴力也是 ＰＴＳＤ 最常见的原因之

一ꎮ 一项对 １ ~ ７ 岁儿童的研究发现目睹亲密伴侣暴

力的儿童中近 ５０％出现了一些 ＰＴＳＤ 症状ꎬ ７ 岁儿童

ＰＴＳＤ 的诊断率达到 ２１％ꎮ 同时也发现ꎬＰＴＳＤ 症状与

目睹家庭暴力的频率有关ꎬ且 ＰＴＳＤ 症状表现存在年

龄特征[２１] ꎮ 如果儿童同时还遭遇了其他创伤事件ꎬ罹
患 ＰＴＳＤ 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加[１１] ꎮ 总的来说ꎬ目睹家

庭暴力的儿童年龄越小、时间越长、频率越高ꎬ以及将

父母间暴力归因于自身的倾向越强ꎬ遭遇的创伤种类

越多ꎬ被诊断为 ＰＴＳＤ 的风险就越高ꎮ 目睹家庭暴力

儿童的 ＰＴＳＤ 症状还存在性别及种族差异[２８] ꎮ 而母

亲具备较高的情绪社会化能力可以缓冲目睹家庭暴

力对 ＰＴＳＤ 症状的影响ꎬ具体表现为母亲对悲伤情绪

的感知及接受、对恐惧情绪的感知水平可以预测儿童

的悲伤及恐惧情绪ꎬ 进而发展出较少的 ＰＴＳＤ 症

状[３１] ꎮ 还有研究者通过使用混合回归模型考察了家

庭环境因素对学龄儿童目睹家庭暴力与 ＰＴＳＤ 症状间

关系的影响ꎬ发现了 ３ 种潜类别:对环境低敏感性的无

症状组ꎬ占总体的 ６６％ꎻ对环境中度敏感性的失调组ꎬ
占 ２４％ꎻ对环境高度敏感性的严重失调组ꎬ占 １０％ꎮ
此外高学历母亲的孩子更可能成为失调组而非无症

状组[３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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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目睹家

庭暴力还会使儿童产生一系列的行为问题ꎬ短期内可

能表现为攻击行为、品行障碍、物质滥用等ꎬ长期影响

主要表现为增加其成年期卷入暴力犯罪或家庭暴力

的风险ꎮ 一些研究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品行障

碍、攻击行为的上升有关ꎬ也得到了元分析研究及追

踪研究结论的支持[３３－３４] ꎮ 一项对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此领

域发表的 ６０ 篇实证研究的元分析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

与儿童外化问题的效果量为 ０.４７[３５] ꎮ 而另一项对此

领域的元分析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出现的行为

问题的效果量为 ０.５５[３６] ꎮ 此外对庇护所遭受家庭暴

力的母亲及儿童研究发现ꎬ儿童与母亲的暴力伴侣联

系的频率与品行问题显著相关[３７] ꎮ 儿童目睹家庭暴

力甚至能预测其兄弟姐妹间暴力情况[３８] ꎮ 同时有追

踪研究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攻击行为的影响具

有延后性ꎬ０ ~ ３ 岁时频繁暴露于家庭暴力对儿童攻击

行为的影响直到 ８ 岁才会显现出来ꎮ 这种延后性不仅

出现在儿童期ꎬ甚至可能延伸到成年期[３９] ꎮ 另一项追

踪研究发现ꎬ青春期目睹家庭暴力的频率会增加成年

早期暴力犯罪的风险ꎬ而且目睹的家庭暴力是严重型

时ꎬ在成年参与暴力犯罪行为的比例会上升至非目睹

组青少年的 １.７ 倍[４０] ꎮ
以往研究发现ꎬ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成年后成为家

庭暴力的施暴者或受害者的可能性更大ꎬ有研究者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家庭暴力代际传递的概念及相应的

理论模型[４１] ꎮ 从长远来看ꎬ有相关研究发现ꎬ严重躯

体施暴行为与童年期目睹家庭暴力呈正相关[４２] ꎮ 对

斯里兰卡男性的研究也发现ꎬ童年目睹母亲遭受虐待

与成年后实施躯体亲密伴侣暴力的比例上升呈正相

关[４３] ꎮ 也有研究发现ꎬ大学生在近 １ 年目睹父母间的

暴力也会增加在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行为[４４] ꎬ童年目睹

家庭暴力的男性在成年后向伴侣实施暴力的可能性

更大[４５] ꎮ 对英国的研究发现ꎬ目睹家庭暴力除了会直

接影响成年期暴力行为ꎬ还会通过反社会人格障碍及

精神病性症状间接影响暴力行为[４６] ꎮ 追踪研究也得

到了一致的结论[４７] ꎮ 目睹家庭暴力还会使儿童表现

出更多的风险行为ꎬ如物质滥用等ꎮ 一项对 ２ １２６ 名

被试的追踪研究发现ꎬ儿童在 １４ 岁目睹家庭暴力情况

能预测 ２１ 岁物质滥用情况[４８] ꎮ 另一项对 １ ４２１ 名曾

目睹家庭暴力的青少年的研究发现ꎬ家庭冲突与青春

期物质滥用风险增高存在正相关ꎬ目睹家庭暴力青少

年中有 １９.９％的被试符合临床上物质滥用的诊断ꎬ同
时发现存在一定的年龄效应和性别模式ꎬ即目睹家庭

暴力时的年龄越小ꎬ青春期发展成为物质使用障碍的

可能性越大ꎻ相对于女生ꎬ男生风险更高[４９] ꎮ
还有不少研究探讨了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外化

问题行为间的中介因素[５０－５１] ꎮ 追踪研究发现ꎬ亲子关

系质量、母亲的教养压力及宗教信仰中介了两者间关

系[５２] ꎬ此外母亲的强制控制水平也是重要影响因

素[５３] ꎮ 元分析发现ꎬ儿童的年龄、性别、人格特质、认
知评价ꎬ母亲的心理健康水平、教养质量均是重要的

调节或中介因素[５４] ꎬ表明针对目睹家庭暴力儿童的干

预不仅需要关注儿童本身的人格、认知水平ꎬ同时也

需要提高母亲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教养质量ꎮ

３　 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发展影响的可能机制

虐待对儿童认知发展的影响存在生物 / 神经机

制ꎬ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ꎬ被虐待的儿童可能

会出现前额皮质、海马、杏仁核、胼胝体、前扣带皮质

等区域的变化ꎬ这些大脑结构的改变可能就是造成儿

童智力、记忆、注意等方面相对滞后的基础[５５] ꎮ 一项

使用弥散张量成像技术的研究发现ꎬ儿童期曾目睹家

庭暴力的成人被试的视觉皮质区下纵向纤维束的部

分各向异性低于对照组ꎬ而该部分大脑结构与情绪、
记忆、学习功能相关ꎬ研究同时还发现部分各向异性

的减少程度与被试在 ７ ~ １３ 岁目睹父母间言语攻击的

持续时间有关[５６] ꎮ 另一项使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

研究则发现ꎬ童年期目睹家庭暴力的被试在右舌回区

域不仅灰质体积减少了 ６. １％ꎬ灰质厚度也显著降

低[５７] ꎮ 有学者综述了童年虐待对儿童持久生物学的

改变ꎬ发现遭受父母的言语虐待及听觉上间接目睹家

庭暴力似乎对儿童大脑不同区域产生了影响ꎮ 具体

表现为言语虐待主要影响听觉皮质ꎬ目睹暴力则影响

视觉皮质[５８] ꎮ 除了皮质发生改变ꎬ也有研究发现目睹

家庭暴力组儿童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交感神经系

统功能和心率等方面也高于对照组[５９] ꎮ

４　 展望

由于儿童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作为直接受害者

的高共发率ꎬ受虐待儿童及双重暴力暴露的儿童一直

是研究的重点ꎬ仅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则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ꎮ 研究者们对于仅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发

展的影响程度还存在争议ꎬ一些研究发现ꎬ遭受直接

的家庭暴力及双重暴力暴露对儿童的消极影响更为

严重[６０] ꎮ 但是对中国河南省新乡市的研究发现ꎬ仅目

睹躯体暴力儿童与遭受躯体虐待儿童在行为检查量

表(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ＣＢＣＬ)上仅有

行为不良分量表存在差异[６１] ꎮ 元分析研究发现ꎬ仅目

睹家庭暴力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可能与直接遭受家庭

暴力相当[６２] ꎮ 而该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数据收集

来源的影响ꎮ 有研究发现ꎬ根据母亲及儿童的联合报

告信息ꎬ２ 种暴力在精神病理学层面对儿童产生了同

等影响ꎻ但如果仅根据儿童的自我报告ꎬ直接受害比

仅目睹暴力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影响[６３] ꎮ 如何区分目

睹家庭暴力的独立效应及多重暴力暴露的联合效应ꎬ
这是未来研究需要明确的问题ꎮ 其次ꎬ要明确目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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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暴力对儿童的影响机制ꎬ还需要控制其他变量的影

响ꎬ如儿童的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个性特征、父
母养育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同时也需要明确目睹

家庭暴力的类型、频率、持续时间、严重程度等因素的

影响ꎮ 另外ꎬ目前开展的大量横断研究、回溯研究都

不能确定目睹家庭暴力与儿童发展后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ꎬ只有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长期纵

向追踪研究ꎬ才能确定目睹家庭暴力对儿童的长期影

响、变化轨迹及作用机制ꎬ从而为儿童保护工作提供

理论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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