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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武汉市青少年超重与肥胖流行现状及对被欺凌状况的影响ꎬ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思路ꎮ 方

法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武汉市 ３ ２５１ 名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学生进行欺凌量表问卷调查ꎻ并对其进行

体格检查ꎬ了解超重与肥胖情况ꎮ 结果　 学生超重率为 １６.０９％(５２３ 名)ꎬ肥胖率为 １３.６９％(４４５ 名)ꎮ 过去的 ３０ ｄ 内ꎬ７３２
名青少年曾经被欺凌ꎬ占 ２２.５２％ꎻ１０１ 名经常被欺凌ꎬ占 ３.１１％ꎮ 在控制城乡、年龄等因素的情况下ꎬ男生超重与肥胖与是

否被欺凌之间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的女生更容易被欺凌(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８ꎬ１.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超重与肥胖状态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具有一定影响ꎬ可能会提高女生被欺凌的可能性ꎮ 应采取措

施降低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率ꎬ并树立健康的审美观ꎬ降低欺凌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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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健康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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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欺凌现象可能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一系

列的负面影响ꎬ如何有效预防欺凌的发生ꎬ是目前公

共卫生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ꎮ 欺凌的影响因素很多ꎬ
包括家庭因素、学习成绩、社会经济水平、个体性格

等ꎬ不同性别、年龄、区域间也存在差异ꎮ 目前青少年

超重与肥胖发生率增长迅速ꎬ成为仅次于近视的第二

大青少年常见病[１] ꎬ国外一些研究表明ꎬ超重与肥胖

状态学生被欺凌的可能性高于体型正常者[２－３] ꎮ 本研

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１ 月开展现场调查ꎬ探讨国内不同

年龄、不同性别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状态对被欺凌状况

的影响ꎬ为制订相关干预措施提供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武汉

市小学四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ꎮ 分城市和农村

两层ꎬ城市随机选择 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２ 所高中、１
所职高ꎻ农村随机选择 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和 １ 所高

中ꎬ每个年级抽取 ２ ~ ３ 个班级ꎬ被抽到的班级所有在

校生经知情同意后纳入调查ꎮ 共调查学生 ３ ３０６ 名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３ ２５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 ３％ꎬ其中男生

１ ７０３名ꎬ女生 １ ５４８ 名ꎻ城区学生 １ ８７５ 名ꎬ农村 １ ３７６
名ꎻ小学生 １ １６６ 名ꎬ初中生 １ ０６３ 名ꎬ高中生 １ ０２２
名ꎮ 年龄 ８ ~ ２０ 岁ꎬ平均(１３.３１±２.５６)岁ꎮ 研究已通

过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伦理学审查

(批准号:ＷＨＣＤＣＩＲＢ－Ｋ－２０１８－２６)ꎮ
１.２　 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ꎬ按照统一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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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和流程ꎬ进入班级指导研究对象完成纸质问卷调

查ꎬ要求班主任老师在场ꎬ但不介入学生问卷填写过

程ꎮ 身高和体重由专业测试队检测ꎬ使用标准手动压

板式身高检测仪检测身高ꎬ精确度为 ０.１ ｃｍꎻ采用电子

体重检测仪测量体重ꎬ精确度为 ０.１ ｋｇꎮ 每日抽取 ５％
身高、体重检测值进行复测ꎮ
１.３　 评价标准

１.３.１　 超重与肥胖 　 利用身高和体重测量值计算体

质量指数[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２( ｍ) ２ ]ꎮ 参考« ＷＳ /
Ｔ ５８６—２０１８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 [４] 标

准对研究对象超重和肥胖状况进行判断ꎮ
１.３.２　 欺凌量表　 采用 １９９３ 年 Ｏｌｗｅｕｓ 建立的 ６ 个条

目欺凌量表[５] ꎬ并根据国内情况对表述进行适应性调

整ꎬ本研究中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ꎮ 问卷将

过去 ３０ ｄ 曾经遭受以上 ６ 种欺凌(被恶意取笑ꎻ被索

要财物ꎻ被有意排斥在集体活动之外或被孤立ꎻ被威

胁、恐吓ꎻ被打、踢、推、挤或关在屋里ꎻ因为身体缺陷

或长相而被取笑)中的任何 １ 种(选择“有时”或“经

常”)定义为“曾经被欺凌”ꎻ过去 ３０ ｄ 经常遭受以上 ６
种欺凌中的任何 １ 种(选择“经常”) 定义为“经常被

欺凌”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双录入数据ꎬ使
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一般人口学特征使用

描述性分析ꎬ率的比较使用 χ２ 检验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超重肥胖对欺凌影响进行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超重肥胖状况　 ３ ２５１ 名学生中ꎬ超重率

为 １６.０９％(５２３ 名)ꎬ肥胖率为 １３.６９％ (４４５ 名)ꎮ 城

区学生肥胖率高于农村ꎬ男生超重率与肥胖率均高于

女生ꎻ小学、初中与高中阶段超重与肥胖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中高中组超重率最高ꎬ
小学组肥胖率最高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青少年欺凌状况　 过去的 ３０ ｄ 内ꎬ２２.５２％(７３２
名)曾经被欺凌ꎬ３.１１％(１０１ 名)经常被欺凌ꎮ 农村学

生曾经被欺凌的比例高于城区ꎮ 男生曾经被欺凌与

经常被欺凌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随着学段的增加ꎬ被欺凌情况有下降趋

势(Ｐ 值均<０.０１)ꎬ小学生曾经被欺凌与经常被欺凌

的比例均最高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青少年超重肥胖对被欺凌的影响　 在控制城乡、
年龄等因素下ꎬ男生是否处于超重、肥胖状态ꎬ与其是

否曾经被欺凌与经常被欺凌之间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女生处于超重或肥胖状态ꎬ曾经被

欺凌的报告率高于正常者(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７８ꎬ１.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经常被欺凌报告率不受超重肥胖影响

(Ｐ>０.０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城市女生超重状态会增加

曾经被欺凌的报告率(ＯＲ ＝ ２.１６ꎬＰ<０.０５)ꎬ而农村女

生超重或肥胖状态对是否曾经被欺凌的影响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 ~ ５ꎮ

表 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超重与肥胖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超重 肥胖
城乡 城区 １ ８７５ ３０９(１６.４８) ２８７(１５.３１)

农村 １ ３７６ ２１４(１５.５５) １５８(１１.４８)
χ２ 值 ０.５１ ９.８２
Ｐ 值 ０.４８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 ７０３ ３２８(１９.２６) ３００(１７.６２)
女 １ ５４８ １９５(１２.６０) １４５(９.３７)

χ２ 值 ２６.６７ ４６.７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１ １６６ １７３(１４.８４) １８６(１５.９５)
初中 １ ０６３ １６０(１５.０５) １３８(１２.９８)
高中 １ ０２２ １９０(１８.５９) １２１(１１.８４)

χ２ 值 １６.３３ １７.５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学生被欺凌情况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曾经被欺凌 经常被欺凌
城乡 城区 １ ８７５ ３３４(１７.８１) ６２(３.３１)

农村 １ ３７６ ３９８(２８.９２) ３９(２.８３)
χ２ 值 ５６.１６ ０.５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４４

性别 男 １ ７０３ ４６４(２７.２５) ７７(４.５２)
女 １ ５４８ ２６８(１７.３１) ２４(１.５５)

χ２ 值 ４５.８６ ２３.７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小学 １ １６６ ３１６(２７.１０) ５６(４.８０)
初中 １ ０６３ ２６２(２４.６５) ２７(２.５４)
高中 １ ０２２ １５４(１５.０７) １８(１.７６)

χ２ 值 ４９.３１ １８.４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学生超重肥胖对被欺凌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 ＢＭＩ 人数
曾经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经常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男 正常 １ ０７５ ２９０ ２６.９８ １.００　 　 　 　 　 　 ４３ ４.００ １.００　 　 　 　 　 　

超重 ３２８ ９５ ２８.９６ １.１５(０.８７ ~ １.５２) １８ ５.４９ １.３９(０.７９ ~ ２.４６)
肥胖 ３００ ７９ ２６.３３ １.００(０.７５ ~ １.３５) １６ ５.３３ １.１８(０.６５ ~ ２.１５)

女 正常 １ ２０８ １９０ １５.７３ １.００ １６ １.３２ １.００
超重 １９５ ４６ ２３.５９ １.７８(１.２２ ~ ２.５７) ∗ ６ ３.０８ ２.５２(０.９７ ~ ６.５７)
肥胖 １４５ ３２ ２２.０７ １.５８(１.０３ ~ ２.４２) ∗ ２ １.３８ １.０４(０.２４ ~ ４.５７)

　 注:∗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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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城市男女生超重肥胖对被欺凌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 ＢＭＩ 人数
曾经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经常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男 正常 ５７９ １１８ ２０.３８ １.００　 　 　 　 　 　 ２７ ４.６６ １.００　 　 　 　 　 　

超重 １９１ ４３ ２２.５１ １.１５(０.７７ ~ １.７２) １０ ５.２４ １.１７(０.５５ ~ ２.４６)
肥胖 １９２ ４９ ２５.５２ １.２８(０.８７ ~ １.８９) １２ ６.２５ １.１８(０.５８ ~ ２.４０)

女 正常 ７００ ８１ １１.５７ １.００ ８ １.１４ １.００
超重 １１８ ２５ ２１.１９ ２.１６(１.３０ ~ ３.５７) ∗ ４ ３.３９ ３.２６(０.９６ ~ １１.１０)
肥胖 ９５ １８ １８.９５ １.６８(０.９５ ~ ２.９７) １ １.０５ ０.９０(０.１１ ~ ７.３２)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５　 农村男女生超重肥胖对被欺凌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 ＢＭＩ 人数
曾经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经常被欺凌

报告人数 报告率 / ％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男 正常 ４９６ １７２ ３４.６８ １.００　 　 　 　 　 　 １６ ３.２３ １.００　 　 　 　 　 　

超重 １３７ ５２ ３７.９６ １.１４(０.７７ ~ １.６９) ８ ５.８４ １.８５(０.７７ ~ ４.４６)
肥胖 １０８ ３０ ２７.７８ ０.７３(０.４６ ~ １.１５) ４ ３.７０ １.２１(０.３９ ~ ３.７１)

女 正常 ５０８ １０９ ２１.４６ １.００ ８ １.５７ １.００
超重 ７７ ２１ ２７.２７ １.３８(０.８０ ~ ２.４０) ２ ２.６０ １.６６(０.３４ ~ ８.１３)
肥胖 ５０ １４ ２８.００ １.４１(０.７３ ~ ２.７１) １ ２.００ １.１８(０.１４ ~ ９.６６)

３　 讨论
武汉市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率已分别达到

１６.０９％和 １３. ６９％ꎬ 高于全国最新 ( ２０１７ 年) 数据
１２.２％的超重率与 ７.１％的肥胖率水平[１] ꎬ与 ２０１９ 年
江苏省超重率与肥胖率水平接近[６] ꎮ 但与武汉市
２０１０ 年 ９.２％的超重率与 ５.１％肥胖率结果相比[７] ꎬ超
重率上升接近 ７ 百分点ꎬ肥胖率上升超过 ８ 百分点ꎬ超
重肥胖率上升幅度均很大ꎬ应给予充分重视ꎮ

本研究发现ꎬ过去的 ３０ ｄ 内ꎬ２２.５２％的儿童青少
年曾经被欺凌ꎬ与在北京、杭州、武汉、乌鲁木齐四城
市调查结果接近[８] ꎻ本文经常被欺凌报告率为 ３.１１％ꎬ
略低于 ２０１５ 年广东 ５.９１％水平[９] ꎮ 欺凌行为在男生
群体中的发生率高于女生ꎬ农村学生的发生率也高于
城市ꎬ与其他研究相似[１０－１１] ꎮ

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ꎬ超重或者肥胖会增加被欺
凌的可能性[２ꎬ１２] ꎬ但不同性别和年龄之间存在一些差
异ꎮ 本研究发现ꎬ超重或肥胖的女生更易被欺凌ꎬ而
超重与肥胖状态与男生是否被欺凌相关性不高ꎬ与韩
国的结果正好相反[１３] ꎬ与澳大利亚结果较一致[１４] ꎬ而
丹麦的研究表明无论男女ꎬ超重或肥胖均更易被欺
凌[２] ꎬ可能与不同国家与地区对男生与女生肥胖的认
知差异有一定关系ꎮ 我国的研究结果也发现ꎬ家长对
于儿童超重与肥胖状态的评估有明显的男女差异ꎬ更
容易低估男生的体重水平ꎬ而不能接受女生超重或者
肥胖ꎬ可能也会潜在影响儿童的审美和认知水平[１５] ꎮ

本文也发现ꎬ超重的城市女生更易被欺凌ꎬ而在
农村女生中超重或肥胖与是否被欺凌之间关联无统
计学意义ꎬ提示相对于农村女生ꎬ城市女生可能更关
注外形ꎮ 在今后的学校卫生工作中ꎬ一方面可以进一
步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阳光校园行动等项目ꎬ降低
青少年儿童的超重和肥胖率ꎻ另一方面ꎬ应引导学生
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ꎬ特别注意引导城市女生
形成健康的审美观ꎬ重视内在美ꎬ从而降低青少年儿
童欺凌发生率ꎬ促进其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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