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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骚扰是指不受欢迎的性与利益交换的要求ꎬ或
是以性为目的的羞辱和欺凌ꎬ它包括不受欢迎的身体

接触、语言或非语言行为[１] ꎮ 性骚扰是社会发展过程

中出现的一种颇具危害性的社会现象ꎬ它不仅直接降

低了受害者的身心健康水平ꎬ还作为性犯罪的前兆ꎬ
同样给受害群体带来巨大且长久的危害和损失[２] ꎮ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性观念不断发展形成的时期ꎬ大
学生是生理和性心理日趋成熟的群体ꎮ 调查显示ꎬ校
园性骚扰的发生率在各种危害侵袭校园环境因素中

居于首位ꎬ严重影响高校的和谐发展[３] ꎮ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１ 月对 ８７６ 名在校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的现状进

行调查ꎬ对自己或他人遭受性骚扰的认知、态度和行

为状况进行探讨ꎬ并对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的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ꎬ为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ꎬ提高大学生

识别并应对性骚扰的能力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ꎬ同时考虑到大学新

生和老生在遭受性骚扰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差异ꎬ故在

辽宁省选取 ２ 所规模相当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的在

校一、三年级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８７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７ ６％ꎬ年龄

１７ ~ ２５ 岁ꎬ平均(２０ ５１±１ ５２)岁ꎮ 其中大一学生 ４２８
名ꎬ大三学生 ４４８ 名ꎻ男生 ３４９ 名ꎬ女生 ５２７ 名ꎻ家庭经

济状况以中等为主(６０ ７％)ꎬ家庭经济贫困者 ２４６ 名

(２８ １％)ꎻ父、母亲学历均以初中 / 中专者最多(分别

占 ４７ ４％和 ４５ ８％)ꎬ其次为高中 / 大专学历(分别占

３３ ８％和 ３０ ４％)ꎬ 大学及以上学历者最少 ( 仅占

９ ２％和 ８ ２％)ꎻ父、母亲管教均以一般者为主(分别

占 ４４ ０％和 ４６ １％)ꎬ其次为父、母亲管教严格(分别

占 ３４ ５％和 ３７ １％)ꎻ经常吸烟的学生占 ７ ４％ꎬ从不

吸烟者占７８ ７％ꎻ经常饮酒的学生占 ５ ５％ꎬ偶尔饮酒

者占 ６４ ５％ꎻ有经常交往的异性朋友者占 ５４ ９％ꎻ经
常有自慰 / 手淫行为者占 ５ ５％ꎬ从来没有此行为者占

７４ ０％ꎻ调查者中有 ３４ ８％的学生正在谈恋爱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对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状况

进行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骚扰问

卷和 ７ 道关于遭受性骚扰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状况的

题目ꎮ
　 　 采用祝庆等[４] 编制的职场性骚扰问卷ꎮ 问卷包

括口头骚扰、行为骚扰和性要挟 ３ 个维度ꎬ共计 １５ 个

项目ꎮ 使用 ５ 分法计分ꎬ从“从来没有过”到“几乎每

周都有”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

数为 ０.８１ꎬ３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６３ ~ ０.８２
之间ꎮ 本次测量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６ꎬ３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１ ~ ０.８７５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工作以研究者为主ꎬ同时培训调

查员协助问卷调查工作ꎬ强调调查的匿名性和保密

性ꎮ 被调查者知情同意ꎬ调查时避免调查对象间的相

互干扰ꎬ请教师回避ꎬ以保证问卷填写质量ꎮ 调查者

对研究对象有理解困难的条目的解释保持一致性ꎬ问
卷填写完由研究者收回ꎮ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

分析、独立样本 ｔ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线性回

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现状 　 本研究中ꎬ ３８. ５％
(３３７ / ８７６)的大学生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ꎬ其
中男生 １１７ 名ꎬ占 ３５.７％ꎻ女生 ２２０ 名ꎬ占 ４１.７％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９９５ꎬＰ ＝ ０.０１４)ꎮ 大学生遭受性

骚扰的总均分为(２.１２±０.８５)分ꎬ其他维度得分为口头

骚扰(２.５０±１.１０)分ꎬ行为骚扰(１.９５±１.００)分ꎬ性要挟

(１.６３±０.８１)分ꎮ
２.２　 大学生对遭受性骚扰的认知、态度和行为

２.２.１　 性骚扰的发生地点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主要

发生在公共场所ꎮ 女生在公共场所遭受性骚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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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于男生ꎬ而在集体宿舍、校内和别人家遭受性骚

扰的比例低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２　 遭受性骚扰后的反应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后

反应基本一致ꎬ以“保持沉默”的比例居首ꎬ其次为“暗

示对方放尊重些”和“大声谴责”ꎮ 女生仅在“事后报

警”的比例上低于男生ꎬ其余各项反应均高于男生(Ｐ<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３　 遭受性骚扰后的求助人群或机构 　 大学生遭

受性骚扰后以求助同学或朋友居首ꎬ其次为求助家长

或亲戚和诉诸法律途径ꎬ且女生比例均高于男生ꎬ而
在向教师求助和独自承受上的比例低于男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４　 遭受性骚扰后选择不投诉的原因 　 对大学生

遭受性骚扰后选择不投诉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发现ꎬ以
“怕对自己名誉有影响” “羞于启齿” 和“怕对自己爱

情、婚姻有影响”３ 个方面原因为主ꎮ 女生选择“怕对

自己爱情、婚姻有影响”和“怕问题不能解决” 的比例

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对遭受性骚扰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的性别间比较

对性骚扰认知态度及行为 组别 男生(ｎ ＝ ３４９) 女生(ｎ ＝ ５２７) 合计(ｎ ＝ ８７６) χ２ 值
性骚扰发生地点 公交车 / 地铁 / 马路等公共场所 １９４(５５.６) ４３７(８２.９) ６３１(７２.０) ７７.８７１∗∗

集体宿舍 ６９(１９.８) ３９(７.４) １０８(１２.３) ２９.７２５∗∗

校内 ７１(２０.３) ４６(８.７) １１７(１３.４) ２４.４７７∗∗

自己家 １３(３.７) １１(２.１) ２４(２.７) ２.１１３
别人家 ３６(１０.３) ３０(５.７) ６６(７.５) ６.４４０∗

其他 １２１(３４.７) １４４(２７.３) ２６５(３０.３) ５.３７０∗

遭受性骚扰后反应 保持沉默 １２５(３５.８) １６３(３０.９) ２８８(３２.９) １５.３９２∗

暗示对方放尊重些 ９７(２７.８) １７０(３２.３) ２６７(３０.５)
大声谴责 ５２(１４.９) ９９(１８.８) １５１(１７.２)
向周围人求助 １８(５.２) ４０(７.６) ５８(６.６)
事后告诉家长 / 教师 ９(２.６) １２(２.３) ２１(２.４)
事后报警 ４８(１３.８) ４１(７.８) ８９(１０.２)
其他 ０ ２(０.４) ２(０.２)

寻求帮助 同学或朋友 １２９(３７.０) ２３７(４５.０) ３６６(４１.８) ５.５３６∗

恋人 ５９(１６.９) １１０(２０.９) １６９(１９.３) ２.１２３
教师 ４８(１３.８) ４１(７.８) ８９(１０.２) ８.２０８∗∗

家长或亲戚 ９３(２６.６) ２５５(４８.４) ３４８(３９.７) ４１.４４１∗∗

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人员 ３９(１１.２) ６９(１３.１) １０８(１２.３) ０.７１５
诉诸法律途径 ９４(２６.９) ２００(３８.０) ２９４(３３.６) １１.４２８∗∗

独自承受 ８５(２４.４) ６３(１２.０) １４８(１６.９) ２２.９９６∗∗

遭受后不投诉原因 怕对自己名誉有影响 ２１５(６１.６) ３５４(６７.２) ５６９(６５.０) ２.８６０
怕对自己爱情、婚姻有影响 １６０(４５.８) １８３(３４.７) ３４３(３９.２) １０.８９８∗∗

羞于启齿 １８４(５２.７) ３０８(５８.４) ４９２(５６.２) ２.７９２
怕问题不能解决 ６３(１８.１) １４８(２８.１) ２１１(２４.１) １１.５５６∗∗

怕遭人报复 ８１(２３.２) １４８(２８.１) ２２９(２６.１) ２.５８４
没有时间、精力或经费等 ４８(１３.８) ６６(１２.５) １１４(１３.０) ０.２８１

遭受骚扰的原因 自身言行举止不妥 ７９(２２.６) １２７(２４.１) ２０６(２３.５) ０.２５０
着装不合适 １５０(４３.０) １９３(３６.６) ３４３(３９.２) ３.５６２
男女比例失调 ６６(１８.９) ６１(１１.６) １２７(１４.５) ９.１１６∗∗

性别歧视 ２８(８.０) ３４(６.５) ６２(７.１) ０.７８８
社会道德风气不好 １６７(４７.９) ３１５(５９.８) ４８２(５５.０) １３.２６８∗∗

国家法律道德的教育欠缺 １１７(３３.５) １９７(３７.４) ３１４(３５.８) １.３５８
国家制度不完善ꎬ预防惩治力度不到位 １２８(３６.７) ２７８(５２.８) ４０６(４６.３) ２１.８１９∗∗

对性骚扰的看法 人生的一段经历ꎬ躲也躲不掉 ５６(１６.０) ６４(１２.１) １２０(１３.７) ４７.９３５∗∗

感谢这段过程ꎬ让我更成熟了 ５５(１５.８) ２８(５.３) ８３(９.５)
如果没有ꎬ我的人生会更完美 ５８(１６.６) １０６(２０.１) １６４(１８.７)
希望不会有ꎬ太痛苦了 １４６(４１.８) ３０６(５８.１) ４５２(５１.６)
无所谓 ３４(９.７) ２３(４.４) ５７(６.５)

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 学校教育 １３６(３９.０) ２８４(５３.９) ４２０(４７.９) ２４.６５６∗∗

书籍 ４７(１３.５) ４６(８.７) ９３(１０.６)
网络 ５１(１４.６) ５４(１０.２) １０５(１２.０)
同伴教育 １３(３.７) ８(１.５) ２１(２.４)
家庭教育 ３０(８.６) ５１(９.７) ８１(９.２)
心理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 ７２(２０.６) ８４(１５.９) １５６(１７.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５　 遭受性骚扰的原因 　 大学生认为遭受性骚扰

的原因以“社会道德风气不好”居首ꎬ其次为“国家制

度不完善ꎬ预防惩治力度不到位”“着装不合适”和“国

家法律道德的教育欠缺”ꎮ 女生在“社会道德风气不

好”和“国家制度不完善ꎬ预防惩治力度不到位” 的比

例高于男生ꎬ而在“男女比例失调”上的比例低于男生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６　 对性骚扰的看法 　 大学生对性骚扰的看法基

本一致ꎬ以“希望不会有ꎬ太痛苦了”为主ꎮ 女生在“感

谢这段过程ꎬ让我更成熟了”和“无所谓”的比例上低

于男生ꎬ其余 ３ 项看法均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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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希望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 　 大学生希望获得

性骚扰相关知识的途径以学校教育为主ꎮ 女生除了

在同伴教育和书籍的比例上低于男生外ꎬ其余各项均

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以大学

生遭受性骚扰总均分及其 ３ 个维度得分分别作为因变

量ꎬ以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学历、母亲管

教、是否吸烟、是否饮酒、是否有经常交往的异性朋

友、是否有自慰 / 手淫行为和是否正在谈恋爱作为自

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大一新生、母亲

管教不严、吸烟、有经常交往的异性朋友、有自慰 / 手
淫行为和正在谈恋爱的大学生易遭受性骚扰ꎮ 大一

新生、母亲管教不严、吸烟、饮酒、有自慰 / 手淫行为和

正在谈恋爱的大学生易遭受口头骚扰ꎻ大一新生、吸
烟、有经常交往的异性朋友、有自慰 / 手淫行为和正在

谈恋爱的大学生易遭受行为骚扰ꎻ吸烟、有自慰 / 手淫

行为和正在谈恋爱的大学生易遭受性要挟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ｎ ＝ ８７６ꎬβ 值)

预测变量 口头骚扰 行为骚扰 性要挟 性骚扰
年级 －０.１３９∗∗ －０.０９２∗ — －０.１６６∗∗

母亲管教 ０.０８１∗∗ —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９∗∗

吸烟 －０.０９９∗∗ －０.１５９∗∗ －０.２１９∗∗ －０.１８２∗∗

饮酒 －０.０９０∗∗ — — —
异性朋友 — －０.０９１∗ — －０.０６５∗

自慰 / 手淫 －０.１３２∗∗ －０.０９３∗ －０.２２９∗∗ －０.１８１∗∗

谈恋爱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９∗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８∗∗

Ｒ２ 值 ０.１９１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７ ０.２１３
△Ｒ２ 值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７３ ０.２０６
Ｆ 值 ２９.２１７∗∗ １７.９６９∗∗ ３７.５１５∗∗ ３３.４６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变量赋值中ꎬ年级:１ ＝大一ꎬ２ ＝大二ꎬ３ ＝
大三ꎬ４ ＝大四ꎬ５ ＝大五ꎬ６ ＝ 研究生ꎻ母亲管教:１ ＝ 严格ꎬ２ ＝ 一般ꎬ３ ＝ 较

松ꎬ４ ＝已故或长期不在一起居住ꎻ吸烟:１ ＝经常ꎬ２ ＝偶尔ꎬ３ ＝从来没有ꎻ
饮酒:１ ＝经常ꎬ２ ＝偶尔ꎬ３ ＝ 从来没有ꎻ异性朋友:１ ＝ 有ꎬ２ ＝ 无ꎻ自慰 / 手
淫:１ ＝经常ꎬ２ ＝偶尔ꎬ３ ＝从来没有ꎻ谈恋爱:１ ＝是ꎬ２ ＝否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超过 １ / ３ 的大学生曾遭受过不

同形式的性骚扰ꎬ发生频率普遍在 ２ 次以上ꎬ其中以口

头骚扰发生频率最高ꎬ其次为行为骚扰和性要挟ꎬ与
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５－６] ꎮ 性骚扰在大学生中发

生率如此普遍ꎬ一方面可能与国家法律制度不完善、
预防惩治力度不够有关ꎮ 目前我国对于性骚扰在法

律上缺少明确的界定、惩治和防范ꎬ保护受害者合法

权益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尚不完善ꎬ且一旦发生ꎬ受害

者举证存在一定困难ꎬ其合法权益在现行法律下无法

得到全面维护[７] ꎮ 另一方面可能与社会道德风气不

好、国家法律道德的教育欠缺有关ꎮ 无论是个体、学
校、家庭还是整个社会ꎬ对性骚扰问题的关注都不到

位ꎬ正向宣传影响力不够ꎬ大学生缺乏预防和自我保

护措施ꎬ导致很多大学生经历性骚扰时束手无策ꎮ 此

外ꎬ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对性骚扰缺乏正确理解和认

识ꎬ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性骚扰事件的发生ꎮ 提示教

育工作者应加强对性骚扰概念、表现形式、应对措施

等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教育ꎬ使学生自觉约束并主

动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抵制ꎬ创造正性、和谐的校园和

社会环境ꎮ
本研究显示ꎬ面对各种形式的性骚扰ꎬ５１.６％的大

学生尤其是女生认为“非常痛苦”ꎬ与已有研究相一

致[８] ꎮ 可见性骚扰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公共

卫生问题ꎬ应给予坚决抵制并消除ꎮ ７２.０％的性骚扰

发生在公共场所ꎬ与韩煊等[９] 的研究结果相类似ꎬ其
原因可能与公共场所人多拥挤ꎬ被害者往往不易察

觉ꎬ以致骚扰者容易隐蔽和得手有关ꎬ提示在公共场

所更需要提升自我防护意识ꎮ 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后ꎬ
多数采取“保持沉默”等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ꎬ且女生

比例高于男生ꎬ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３ꎬ１０] ꎮ
其原因可能由于受到中国传统观念和文化的影响ꎬ被
性骚扰者存在羞于启齿、不敢或不愿声张的心理状

态ꎬ这也是导致性骚扰普遍存在的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

同时表明女生更担心一旦选择报警后会对自己的名

誉、爱情和婚姻等产生不良影响ꎬ提示应加强性骚扰

的法制教育ꎬ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并采取正当途径应

对ꎬ以避免给骚扰者可乘之机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近
半数大学生希望通过学校教育来获得预防性骚扰的

相关知识ꎬ同时多数女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后选择向同

学或朋友、家长或亲戚求助ꎬ而男生的求助对象主要

为教师ꎬ可能与大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ꎮ 提示学

校在发挥教育主导作用的同时ꎬ还应根据个体需求将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同伴教育三者进行有机结合ꎬ
从教育多重渠道进行引导和帮助ꎬ提高大学生预防、
识别和应对性骚扰的能力ꎮ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与高年级学生相比ꎬ大一新

生更易遭受性骚扰ꎬ与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１－１２] ꎬ提
示各高校应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建立符合他们需求

的性教育知识体系ꎬ真正做到因“生”制宜[１３] ꎮ 吸烟、
自慰 / 手淫行为既属不良生活习惯ꎬ又是健康危险行

为ꎮ 大量研究证实青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可作为校

园性骚扰和性暴力的早期预测因子[１４－１５] ꎬ本研究同样

证实有这两种行为的学生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性骚

扰ꎮ 提示在校园性骚扰防治工作中ꎬ教育工作者应着

力引导大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行为习惯ꎬ加强有此类

危险因素学生的监控和预警管理ꎬ及早发现高危人群

并对其进行干预ꎮ 有经常交往的异性朋友和正在谈

恋爱的大学生易遭受性骚扰ꎬ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

致[３] ꎮ 其原因可能与他们和异性接触机会较多ꎬ且更

在意个人外在形象ꎬ故在和异性的谈话、游戏和开玩

笑的情况下容易成为口头骚扰和行为骚扰的对象ꎮ
此外ꎬ从回归分析模型中发现ꎬ各因变量的调整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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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Ｒ２ 值都不超过 ２０％ꎬ说明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可

能还受其他变量的影响ꎮ 有研究表明ꎬ自尊与社会支

持[１６] 、对性骚扰行为的预期焦虑水平[１７] 和预防性骚

扰或性侵害知识水平[１８] 亦为性骚扰的影响因素ꎮ 提

示在今后对性骚扰问题的研究还应结合除问卷调查

外的其他方法作为辅助研究ꎬ同时纳入更多相关变量

进行更深的研究和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笔者建议对大学生遭受性骚扰的预防

和干预需要个体、学校、家庭乃至社会的积极应对配

合ꎬ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普及性教育的实施体系ꎮ
(１)个体层面ꎮ 大学生应主动学习科学性知识和应对

策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ꎬ同时培养良好的心理承受能

力和处理应激事件的能力ꎬ树立健康的性教育观ꎮ
(２)学校层面ꎮ 学校作为大学生获取性教育知识的主

渠道ꎬ应根据学生专业和年级特点建立符合需求的系

统教育理论和方法ꎬ开设预防性骚扰的相关课程、专
题讲座和讨论会等ꎬ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性心理、
性道德和性法律意识[１９] ꎮ 此外ꎬ应将整体教育与个别

心理疏导相结合ꎬ针对有性骚扰经历而又不主动寻求

帮助的学生制定个体化的心理矫正方案和关怀帮扶

计划[２０] ꎬ亦可通过设立心理咨询室、配备专业心理咨

询师、建立网络论坛等渠道ꎬ提供信息支持、教育平台

等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２１] ꎮ (３)家庭层面ꎮ 首先家

长应改变传统观念ꎬ打消对性的封闭态度ꎬ建立宽松、
协调的气氛ꎬ进而影响子女的行为模式[１４] ꎮ 其次ꎬ应
鼓励家庭成员间的有效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烦恼与

困惑ꎬ并给予正确疏导ꎬ减少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ꎮ
(４)社会层面ꎮ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性骚扰的法学研

究ꎬ完善相关立法实施工作ꎬ切实保护受害者的合法

权益ꎮ 社会各界也应端正对待性骚扰问题的态度ꎬ消
除性别歧视ꎬ加强对社会文化的监管力度ꎬ借助大众

传媒强化全民的性文明教育ꎬ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积

极向上的文化氛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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