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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暴力指发生在校园内部及周边ꎬ学生、师生

之间以及非学校人员对学校师生所实施的暴力行

为[１] ꎮ 在校园暴力行为中ꎬ力量较强者通常在没有被

激怒、攻击的状态下对相对弱势者进行多次重复的攻

击和伤害[２] ꎮ 校园暴力不仅会给受害者身体带来伤

害ꎬ还会造成其负面心理ꎬ导致受害者出现焦虑、抑

郁、自卑等症状ꎬ严重者甚至出现自伤、自杀或伤害他

人的行为[３] ꎮ 国内众多研究表明ꎬ中学生遭受校园暴

力与性别、学段、家庭关系、学业成绩等因素有关[４－６] ꎮ
性取向是个体追求性对象和性目标的指向性ꎬ主

要指性欲对象ꎬ包括异性恋、同性恋和双性恋[７－８] ꎮ 国

外研究发现ꎬ性取向为同性恋、双性恋及未确定的学

生会更多地遭受校园暴力[９－１０]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对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与性取向间的关系进

行调查ꎬ为开展中学生校园暴力干预和预防提供参考

资料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在重庆市某区选取

重点、非重点初中与高中各 １ 所ꎬ抽取该 ４ 所学校所有

学生参与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３ ９０４ 份ꎬ剔除漏填

６８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问卷ꎬ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７３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９５. ７５％ꎮ
其中重点学校学生 １ ９９５ 名ꎬ非重点学校 １ ７４３ 名ꎻ初
中生 １ ８８９ 名ꎬ高中生 １ ８４９ 名ꎻ男生 １ ７５６ 名ꎬ女生

１ ９８２名ꎻ平均年龄(１４.９２±１.７７)岁ꎮ 调查前所有调查

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采用季成叶等[１１] 编制的«中国青

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中调查校园暴力的题目

“在过去 ３０ ｄ 里ꎬ你受到过以下何种形式的欺侮?”ꎬ包
括“被恶意取笑、被索要财物、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

之外或孤立、被威胁恐吓、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被
开色情玩笑或做色情动作、因身体缺陷或长相被取

笑”７ 种形式ꎬ每种形式答案包括“从未、偶尔、经常”ꎮ
“只要受到过 １ 种及以上类型校园暴力的学生”被定

义为“遭受暴力者” [１２] ꎮ
采用 Ｃｅｎａｔ 等[９] 对中学生性取向的调查问卷ꎬ数

据分析时ꎬ将异性恋作为对照组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调查前ꎬ由心理学专业调查人员和

学校取得联系ꎬ安排班主任参加调查情况知情会ꎬ告
知调查内容、目的、注意事项等ꎬ并确定具体调查时

间ꎮ 正式施测时ꎬ由班主任先向学生宣讲指导语ꎬ说
明调查的匿名性和保密性ꎬ请学生签署知情同意书ꎻ
统一发放问卷ꎬ学生现场完成ꎬ调查人员及时解答填

写过程中的各种问题ꎮ 问卷完成时间约 １５ ｍｉｎꎬ完成

后马上回收ꎻ回收后及时整理问卷ꎬ剔除漏填、随意作

答等无效问卷ꎬ由调查人员对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录入

和分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完成数据录入及分

析ꎮ 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校园暴力及性取向现状ꎻ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遭受校园暴力、性取

向比例的差异ꎻ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了解中

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与性取向的关系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现状　 ３ ７３８ 名学生中ꎬ遭
受过校园暴力的有 １ ８６６ 名(４９.９％)ꎬ其中遭受 １ 种

暴力的 ７８０ 名(４１.８％)ꎬ２ 种 ５３２ 名(２８.５％)ꎬ３ 种 ３０９
名(１６.６％)ꎬ４ 种 １２１ 名(６.４％)ꎬ５ 种 ６７ 名(３.６％)ꎬ６
种 ４２ 名(２.３％)ꎬ７ 种 １５ 名(０.８％)ꎮ

不同学段、性别、父 / 母亲教育程度、成绩、性取向

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初中高于高中ꎻ男生高于女生ꎻ父 / 母教

育程度本科及以上者比本科以下者高ꎻ成绩中等以下

学生比中等及以上学生高ꎻ同 / 双性恋学生比不确定、
异性恋学生高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中学生性取向现状　 初中生中ꎬ异性恋 １ ０６８ 名

(５６.５％)ꎬ同性恋 ６２ 名(３.３％)ꎬ双性恋 ９６ 名(５.１％)ꎬ
不确定 ６６３ 名(３５. １％)ꎻ高中生中ꎬ异性恋 １ ４２０ 名

(７６. ８％)ꎬ 同 性 恋 ４２ 名 ( ２. ３％)ꎬ 双 性 恋 １５１ 名

(８.２％)ꎬ不确定 ２３６ 名(１２.８％)ꎻ初、高中生性取向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６８.３１ꎬＰ<０.０１)ꎮ 男生中ꎬ异性

恋 １ １８６ 名(６７.５％)ꎬ同性恋 ４２ 名(２.４％)ꎬ双性恋 ８５
名(４. ８％)ꎬ不确定 ４４３ 名(２５. ２％)ꎻ女生中ꎬ异性恋

１ ３０２名(６５.７％)ꎬ同性恋 ６２ 名(３.１％)ꎬ双性恋 １６２ 名

(８.２％)ꎬ不确定 ４５６ 名(２３.０％)ꎻ男、女生性取向分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９.８６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发生率比较

人口学指标 人数 遭受校园暴力 χ２ 值 Ｐ 值
学校类型 重点 １ ９９５ １ ０１３(５０.８) １.２６ ０.２６

非重点 １ ７４３ ８５３(４８.９)
学段 初中 １ ８８９ １ ００９(５３.４) １８.６６ <０.０１

高中 １ ８４９ ８５７(４６.３)
性别 男 １ ７５６ １ ０２０(５８.１) ８８.３５ <０.０１

女 １ ９８２ ８４６(４２.７)
生源地 城市 １ ８００ ９０３(５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３

农村 １ ９３８ ９７５(５０.３)
父亲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２ ８４３ １ ３８３(４８.６) ７.７１ ０.０１

本科及以上 ８９５ ４８３(５４.０)
母亲教育程度 本科以下 ２ ９９３ １ ４５９(４８.７) ８.２６ <０.０１

本科及以上 ７４５ ４０７(５４.６)
父母婚姻 良好 ３ ０９５ １ ５３３(４９.５) １.０９ ０.３０

离异或分居 ６４３ ３３３(５１.８)
是否留守 是 ５１３ ２７３(５３.２) ２.５９ ０.１１

否 ３ ２２５ １ ５９３(４９.４)
是否住校 是 １ ４８２ ７２８(４９.１) ０.６２ ０.４３

否 ２ ２５６ １ １３８(５０.４)
成绩 中等以下 ８９０ ４８５(５４.５) １０.０７ ０.０１

中等 １ ７２６ ８４４(４８.９)
中等以上 １ １２２ ５３７(４７.９)

性取向 同性恋 １０４ ６１(５８.７) １５.２３ <０.０１
双性恋 ２４７ １４５(５８.７)
未确定 ８９９ ４６４(５１.６)
异性恋 ２ ４８８ １ １９６(４８.１)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３　 中学生性取向对遭受校园暴力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以遭受校园暴力(无＝ ０ꎬ有＝ １)为因变量ꎬ以
学段、性别、父亲 / 母亲教育程度、成绩、性取向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在控制学

段、性别、成绩的情况下ꎬ同 / 双性恋与中学生遭受校

园暴力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学生校园暴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３ ７３８)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段 高中 １.００

初中 ０.２７ １５.０９ <０.０１ １.３１(１.１４~ １.５１)
性别 女 １.００

男 ０.６４ ８９.１４ <０.０１ １.８９(１.６５~ ２.１５)
父亲教育 本科及以上 １.００

专科及以下 －０.１６ ２.４７ ０.１２ ０.８５(０.７０~ １.０４)
母亲教育 本科及以上 １.００

专科及以下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６２ ０.９５(０.７７~ １.１７)
成绩 中等以上 １.００

中下 ０.３４ １３.６０ <０.０１ １.４１(１.１７~ １.６９)
中等 ０.０８ １.１２ ０.２９ １.０９(０.９３~ １.２７)

性取向 异性恋 １.００
不确定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６３ １.０４(０.８９~ １.２２)
同性恋 ０.４１ ３.９０ <０.０５ １.５１(１.００~ ２.２６)
双性恋 ０.５２ １３.９６ <０.０１ １.６８(１.２８~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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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ꎬ４９.９％的中学生遭受过校园暴力ꎬ
其中 ４１.８％遭受过 １ 种暴力行为ꎬ２８.５％遭受过 ２ 种ꎬ
２９.７％遭受过 ３ 种及以上暴力行为ꎮ 提示中学生遭受

校园暴力的情况不容忽视ꎬ学校应加强校园暴力的干

预和预防ꎬ有效减少校园暴力发生率ꎮ
不同学段、性别、父 / 母教育程度、成绩、性取向中

学生遭受校园暴力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部分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３－６] ꎮ 可见ꎬ不同特点学生群体

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是不一样的ꎬ在开展校园暴力干

预时要结合群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ꎮ
调查显示ꎬ不同学段的学生性取向比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高中生异、双性恋比例高于初中生ꎬ不确定

比例低于初中生ꎬ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４] ꎻ提示初

中阶段应该加强学生的性教育ꎬ普及性取向相关知

识ꎬ引导学生科学认识、理性应对性取向ꎬ为其确定、
接纳自身性取向奠定基础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在控制了学段、性别、成绩

的情况下ꎬ同 / 双性恋是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的危险

因素ꎬ与对性少数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７] ꎮ 其原因

可能有:(１)受社会对性少数群体恐同和污名的影响ꎬ
中学生会形成恐同的校园氛围及对同 / 双性恋学生的

污名化ꎬ将直接导致他们对同 / 双性恋学生做出欺凌

行为[１６－１７] ꎮ (２)对同 / 双性恋的偏见和歧视会增加其

遭受校园暴力的风险ꎬ中学生可能会为避免被视为

同 / 双性恋群体中的一员或朋友ꎬ而与同 / 双性恋学生

保持社会距离ꎻ同时ꎬ偏见和歧视会使中学生对同 / 双
性恋群体进行言语和行为攻击ꎬ使他们受到孤立和暴

力伤害[１７] ꎮ (３)同 / 双性恋学生的性别表达会导致他

们遭受校园暴力ꎬ表现出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

特征ꎬ如男同性恋说话、走路姿势像女性ꎬ喜欢女性偏

爱的玩具、衣服ꎬ比普通男孩更加敏感、柔弱[１０] ꎻ女同

性恋在玩具、着装上会做出符合男性偏爱的选择[７] ꎻ
以上行为表现会使他们遭受嘲笑、被取绰号、排挤等

校园暴力ꎮ (４)同 / 双性恋学生有更多吸烟、饮酒等危

险行为[１８] ꎬ而有这些危险行为的学生更易遭受校园暴

力[４] ꎮ
中学生遭受校园暴力的情况已经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重视ꎬ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防治中

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防治意

见»)ꎬ将校园暴力防治提高到国家治理层面ꎬ形成了

国家社会共同有效治理校园暴力的局面[１９] ꎻ各级各类

中小学都采取了措施落实«防治意见»ꎬ加强校园暴力

防控ꎮ 结合本研究结果ꎬ学校在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

的过程中ꎬ要特别关注同 / 双性恋群体ꎬ预防和减少其

遭受校园暴力ꎬ学校应开展性取向相关主题的心理健

康教育ꎬ引导学生理性、客观地认识性取向的类型、特
点等知识ꎬ打破对同 / 双性恋群体的恐同和污名ꎻ学校

应通过心理健康教育、班会活动等途径“教会学生互

相尊重”ꎬ消除对同 / 双性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ꎬ建设

积极、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２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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