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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市中学生校园欺凌的流行特征及其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ꎬ为制定校园欺凌的干预措施提供

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以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ꎬ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及自制的一般情况

表为调查工具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７—１０ 月对深圳市 ２ １０３ 名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探讨中学生经历校园

欺凌与其生存质量的相关性ꎮ 结果　 ４１８ 名中学生(１９.９％)过去 １ 年曾经历校园欺凌ꎬ其中 ３２６ 名(１５.５％)曾受到传统欺

凌ꎬ１８２ 名(８.７％)曾经历网络欺凌ꎮ 男生、初中生、学习成绩差、父母离异、亲子关系及同伴关系差的中学生更易经历校园

欺凌(χ２ 值分别为 ８.８９ꎬ４１.５６ꎬ１４.８３ꎬ２３.４２ꎬ３２.２６ꎬ４６.７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受校园欺凌的中学生抑郁情绪的发生率高于未受

校园欺凌的学生ꎬ生存质量生理领域、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及环境领域得分均低于未受欺凌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７.５４ꎬ－７.０８ꎬ－６.８８ꎬ－６.０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较高ꎬ欺凌事件使其产生负面情

绪ꎬ降低生存质量ꎮ 应加强对受欺凌学生心理及生存质量的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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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欺凌指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ꎬ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

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

负、侮辱ꎬ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

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１] ꎮ 按照行为形式ꎬ校园欺凌

可分为言语欺凌、肢体欺凌、关系欺凌及损坏财物 ４
类ꎮ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ꎬ网络欺凌成为新的形式ꎬ其
内容与传统欺凌类似ꎬ包括言语欺凌、关系欺凌等[２] ꎮ

国外研究发现ꎬ青少年的欺凌经历与生活质量呈

负相关[３] ꎬ并增加抑郁和自伤的风险[４] ꎮ 可见校园欺

凌经历不仅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ꎬ对生活质量

也造成一定影响ꎮ 目前国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主要

关注于形成原因的分析及防治策略探讨[５－８] ꎮ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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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深圳市中学生校园欺凌状况的调查ꎬ了解中学

生校园欺凌的流行特征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ꎬ为中

学生校园欺凌的防治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及新视角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７—１０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

的方法ꎬ首先在深圳市抽取 ２ 个区作为一级抽样单位ꎬ
在 ２ 个区共抽取 １１ 所在校中学生纳入调查ꎬ平均每个

年级(初一至高三)抽取 ８ 个班级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２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２ １４５ 份ꎬ
其中有效问卷 ２ １０３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 ６％ꎬ男生

１ ０７０名ꎬ女生 １ ０３３ 名ꎻ年龄 １１ ~ １９ 岁ꎬ平均(１５.２ ±
１.９)岁ꎮ 本研究经过深圳市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同意ꎮ 调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该量表用于评定近 ２ 周的生存质

量情况ꎮ 量表由 ２６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条目采用 １ ~ ５
级计分ꎬ共有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 ４ 个领域ꎬ得
分越高ꎬ生存质量越好[９] ꎮ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０.７ꎬ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 ４ 个领域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８２ꎬ０.８１ꎬ０.６８ 和 ０.８０[１０] ꎮ
１.２.２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ＥＳ－Ｄ) 　 由 Ｒａｄｌｏｆｆ 于 １９７７
年编制ꎬ共 ２０ 个条目ꎬ采用 ４ 级评分ꎬ得分 ０ ~ ６０ 分ꎬ
评估过去 １ 周抑郁状况ꎬ信、效度良好ꎬ以 ２０ 分划界筛

查抑郁症状ꎬ评分越高提示抑郁情绪越重[１１] ꎮ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ꎬ在中学生群体中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１２] ꎮ
１.２.３　 自制一般情况表　 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是否

独生子女、学习成绩、每周体育锻炼次数、同伴关系、
亲子关系、父母婚姻状况等ꎮ 采用定式问题(过去 １
年里ꎬ在学校里是否遭遇过别人欺负或威胁(如被其

他学生冷落、叫你不喜欢的绰号、批评或殴打ꎻ或者即

使不愿意ꎬ也被其他学生指使去帮他们做一些事情?
过去 １ 年里ꎬ是否遭受别人的网络欺凌(如在网络聊

天工具腾讯 ＱＱꎬ微信ꎬＷｅｂｃｈａｔꎬ电子邮件ꎬＢＢＳ 论坛ꎬ
微博等电子媒介上故意批评你、威胁你、散播关于你

的谣言、张贴你讨厌的照片等)筛查中学生是否遭受

校园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ꎮ 通过问题“你上学期期末

考试平均成绩?”将学生的成绩划分为 ８５ ~ １００ 分ꎬ６０
~ <８５ 分ꎬ<６０ 分 ３ 个水平ꎻ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开始前对各学校心理老师及班

级班主任进行统一培训ꎬ培训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

项ꎮ 评定问卷由经过培训的各学校心理老师及班级

班主任在教室内发放ꎬ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讲解ꎬ要求

受试者当场完成并由工作人员收回问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数据ꎬ数
据由双人录入ꎬ并由第三人进行二次核对剔除无效问

卷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

资料以(ｘ± ｓ) 表示ꎬ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ꎮ
主要的分析方法有 χ２ 检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及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校园欺凌检出率 　 有 ４１８ 名(１９.９％)过

去 １ 年曾经历校园欺凌ꎻ３２６ 名(１５.５％)曾受到其他

学生冷落、批评或殴打等传统欺凌ꎬ１８２ 名(８.７％)曾

经历网络欺凌ꎮ 男性、初中、学习成绩差、父母离异、
亲子关系及同伴关系差的中学生更易经历校园欺凌

(Ｐ 值均<０.０５)ꎻ有抑郁情绪的中学生经历校园欺凌

的发生率(２９. ２％) 高于无抑郁的中学生( Ｐ < ０. 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中学生校园欺凌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受校园欺凌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７０ ２３６(２２.４) ８.８９ ０.００

女 １ ０３３ １７４(１７.２)
独生子女 是 ７６８ １４７(１９.１) ４.５５ ０.２１

否 １ １９４ ２３９(２０.０)
年级 初中 ９７０ ２５０(２５.８) ４１.５６ <０.０１

高中 １ １２８ １６４(１４.５)
每周体育锻炼次数 不参加 １９８ ４９(２４.７) １２.２２ <０.０１

１~ ２ ６９６ １１２(１６.１)
３~ ５ ７８１ １５７(２０.１)
>５ ４２２ ９８(２３.２)

学习成绩 ８５~ １００ ３１５ ５８(１８.４) １４.８３ <０.０１
６０~ <８５ １ ５００ ２７７(１８.５)
<６０ ２４７ ７１(２８.９)

父母离异 否 １ ８６６ ３４５(１８.５) ２３.４２ <０.０１
是 １９０ ５４(２８.４)

亲子关系 一般 ２ ０３８ ３８６(１８.９) ３２.２６ <０.０１
差 ５１ ２６(５１.０)

同伴关系 一般 ２ ０３７ ３８４(１８.９) ４６.７５ <０.０１
差 ５８ ３２(５５.２)

ＣＥＳ－Ｄ 无 １ ５４５ ２５５(１６.５) ４１.５６ <０.０１
有 ５５８ １６３(２９.２)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部分项目应答存在缺失值ꎮ

２.２　 受校园欺凌对中学生生存质量的影响　 受校园

欺凌学生的生存质量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及环境领

域得分均较未受欺凌的学生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是否经历校园欺凌中学生生活质量得分比较(ｘ±ｓ)

校园欺凌 人数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是 ４１８ １３.５±２.７ １２.９±３.４ １３.２±４.２ １３.４±３.２
否 １ ６８５ １４.７±２.６ １４.１±３.１ １５.２±３.５ １４.３±３.０
Ｚ 值 －７.５４ －７.０８ －６.８８ －６.０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中学生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 　 分别以生理、心
理、社会关系及环境领域得分为因变量ꎬ以是否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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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欺凌ꎬ父母离异、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及抑郁情绪为

自变量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受校园欺

凌及有抑郁情绪对中学生生存质量的不同领域均有

影响(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学生生存质量的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ꎬｎ ＝ ２ １０３]

自变量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校园欺凌 －０.８( －１.０ ~ －０.５) ∗∗ －０.７( －０.９~ －０.４) ∗∗ －０.９( －１.３ ~ －０.６) ∗∗ －０.６( －０.９ ~ －０.３) ∗∗

父母离异 －０.１( －０.４ ~ １.２) －０.０( －０.３~ ０.３) －０.１( －０.５ ~ ０.３) －０.２( －０.５ ~ ０.１)
同伴关系 －０.４( －１.１ ~ ０.２) －０.９( －１.７~ －０.１) ∗ －３.２( －４.２ ~ －２.３) ∗∗ －０.７( －１.５ ~ ０.１)
亲子关系 －０.４( －１.１ ~ ０.３) －１.１( －１.９~ －０.３) ∗∗ －０.２( －１.２ ~ ０.９) －０.７( －１.５ ~ ０.２)
抑郁情绪 －２.１( －２.３ ~ －１.９) ∗∗ －３.２( －３.５~ －２.９) ∗∗ －２.５( －２.８ ~ －２.１) ∗∗ －２.２( －２.５ ~ －１.９) ∗∗

　 注:以未受校园欺凌、父母未离异、同伴关系一般ꎬ亲子关系一般ꎬ无抑郁情绪为参照ꎮ

３　 讨论

校园欺凌是一个世界性普遍现象ꎬ有研究发现ꎬ
西方国家中学生经历偶发欺凌事件的发生率从 ３３.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下降至 ２９.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ꎬ中
学生长期经历欺凌事件的发生率从 １２. ７％ 下降至

１１.３％[１３] ꎮ 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对校园欺凌的关注较

早ꎬ研究较多ꎬ且通过干预使校园欺凌的发生率有下

降趋势ꎮ 我国对校园欺凌的重视不足ꎬ有文献可查的

校园欺凌研究始于 ２００２ 年ꎬ但相关研究一直停滞不

前ꎬ主要为专家学者对校园欺凌成因及现象分析的个

人观念ꎬ直到近几年网络曝光校园欺凌事件逐渐增

多ꎬ情节越来越严重ꎬ社会及政府才逐渐重视ꎬ并加以

立法治理ꎬ校园欺凌的研究才逐渐增多ꎮ
本研究发现ꎬ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 １９.９％ꎬ

传统欺凌的发生率为 １５. ５％ꎬ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为

８.７％ꎬ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低于传统欺凌ꎮ 传统欺凌的

发生率低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２５.１％)ꎬ网络欺凌的

发生率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近(８.３２％) [２] ꎮ 系统综

述研究发现ꎬ中国大陆中学生校园欺凌发生率为 ２％ ~
６６％ꎬ台湾为 ２４％ ~ ５０％ꎬ香港为 ２０％ ~ ６２％[１４] ꎮ 本研

究发现ꎬ男生及低年级学生经历校园欺凌的发生率高

于女生ꎬ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５－１６] ꎬ高年级学生保护

自己的能力增加ꎬ从而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ꎮ 研

究发现ꎬ父母离异及亲子关系差的学生更易受到校园

欺凌ꎮ 首先ꎬ家庭是孩子成长中第一个学习的场所ꎬ
家庭和睦的孩子在面对世界时会保持一颗善良的心ꎬ
有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ꎬ不会因为外界的一些不

良文化的影响从而欺凌他人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ꎻ其
次ꎬ对于已经遭受校园欺凌的孩子ꎬ父母需要让自己

成为孩子可信任的依靠ꎬ可以诉说的对象ꎬ可以寻求

保护的港湾ꎬ及时帮助孩子处理欺凌事件ꎬ减少欺凌

事件的发生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学习成绩差、同伴关系

差的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高于成绩好及同伴关系

好的学生ꎮ 提示在制定校园欺凌干预策略时ꎬ可将学

习成绩差及同伴关系差的学生作为重点干预对象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经历校园欺凌的中学生生存质量

的各个领域均低于未经历校园欺凌的学生ꎻ在多元线

性回归模型中更明确了校园欺凌作为独立影响因子

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ꎬ 与既往国内外研究结果一

致[２－３ꎬ１７] ꎮ 研究发现ꎬ经历校园欺凌的学生更易产生

抑郁情绪ꎬ而有抑郁情绪又进一步影响生存质量ꎬ与
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１８] ꎮ 被欺凌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源ꎬ
容易引起人们产生抑郁、焦虑、愤怒等负面情绪[１９] ꎮ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发生率较高ꎬ低年级、男性、学
习成绩差、家庭关系及同伴关系差的学生应予以重点

关注ꎬ需加强对欺凌事件发生后学生心理状况的关

注ꎬ应从学生的身体及心理全方位干预ꎬ提高生存

质量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如下:(１)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ꎬ

无法确定上述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ꎻ(２)本研究

通过定式问题评估中学生的亲子关系及同伴关系ꎬ以
中学生主观感受来评定关系的“一般”或“差”ꎬ可能存

在报告偏倚ꎻ(３)本研究纳入对象仅为深圳市中学生ꎬ
结果的外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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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风险学生的家长进行沟通[１９] ꎬ为中学生的成长创造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ꎻ政府和社会要加强公共舆论

宣传和治理ꎬ营造无暴力的社会环境ꎬ降低中学生攻

击行为衍生的社会风险ꎬ从而防止校园暴力行为的产

生ꎬ促进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一方面ꎬ对缺失值的

处理采用了删除法ꎬ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统计分

析的有效性ꎻ另一方面ꎬ本研究重点探究了中学生攻

击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ꎬ但亦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

素ꎬ需要在数据可得的情况下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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