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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听障儿童父母对体罚的态度ꎬ探讨父母体罚态度与童年期遭受父母躯体暴力经历、对子女躯体

暴力行为的关联ꎬ为预防听障儿童暴力伤害提供依据ꎮ 方法　 在北京市某 ２ 所学校ꎬ对 １７０ 名听障儿童父母进行不记名自

填式问卷调查ꎬ了解听障儿童父母对使用体罚管教儿童的态度ꎮ 结果　 在被调查的听障儿童父母中ꎬ有 ４８.８％(８３ / １７０)的

父母体罚态度正确ꎮ 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及其子女性别和年龄不同的父母体罚态度正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听障儿童父母童年期被父母躯体暴力对待经历是对体罚持赞成或容忍态度的危险因素(ＯＲ＝ ２.３６ꎬＰ<０.０５)ꎬ
父母赞成或容忍体罚态度与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行为存在正关联(ＯＲ＝ ２.３４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正

确率不高ꎬ其体罚态度与童年期躯体暴力受害经历以及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行为均存在关联ꎮ 要重视对听障儿童父母进

行儿童虐待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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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对孩子的暴力在社会中普遍存在ꎬ很多家庭

对孩子施行躯体暴力是为了惩罚他们[１] ꎮ 然而ꎬ童年

期躯体暴力受害经历可能导致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

问题[２] ꎬ也与精神问题、吸毒、自杀未遂、性传播感染

和危险性行为有关[３] ꎮ 国内研究发现ꎬ家长对幼儿及

小学生实施躯体暴力行为的发生率约为 ４６. ６％ ~
７７.７％[４－８] ꎮ 残疾儿童在暴力面前尤其具有脆弱性ꎬ国

外有研究显示ꎬ残疾儿童遭遇躯体暴力的可能性是非

残疾儿童的 ３.５６ 倍[９] ꎮ 研究显示ꎬ对体罚儿童持容忍

或赞成态度是父母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的危险因

素[６] ꎮ 本研究通过调查听障儿童父母对待体罚的态

度ꎬ探讨其与父母童年期躯体暴力伤害经历和对子女

躯体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ꎬ为预防听障儿童暴力伤害

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ꎬ在北京市某 ２ 所学校

邀请听障儿童的家长参与问卷调查ꎬ每名儿童邀请 ２
名家长ꎮ 共计 ９０ 名听障儿童(年龄小于 １８ 岁)的父

８３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母参与研究ꎬ其中 ５ 名儿童父母问卷不合格ꎬ有效问卷

１７０ 份ꎮ 父亲年龄 ２８ ~ ６１ 岁ꎬ平均年龄(４０.６±５.７)岁ꎻ
母亲年龄 ２７ ~ ５９ 岁ꎬ平均年龄(３８.７±５.７)岁ꎮ 父母亲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者 ３３ 人( １９. ４％)ꎬ初中 ８６ 人

(５０. ６％)ꎬ 高中及以上 ４８ 人 ( ２８. ２％)ꎬ 缺失 ３ 人

(１.８％)ꎮ ８５ 名听障儿童中ꎬ男童 ３９ 名(４５.９％)ꎬ女童

４６ 名(５４.１％)ꎬ年龄 ７ ~ １７ 岁ꎬ平均年龄(１２.６± ２.６)
岁ꎮ 本研究已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查ꎬ采用匿名调查ꎬ自愿参与ꎮ
１.２　 调查内容　 (１)对使用体罚管教儿童的态度ꎬ共
５ 个条目ꎮ 描述用打管教儿童的观点ꎬ如“孩子不打不

成材”ꎬ询问父母对此观点的态度ꎮ 对 ５ 个条目均表

示不赞成的ꎬ定义为态度正确ꎻ对 １ 个及以上条目表示

赞同或不确定的ꎬ定义为态度不正确ꎮ (２)父母对子

女的躯体暴力行为ꎬ共 ８ 个条目ꎬ分别为:①用力推搡 /
摇晃孩子ꎻ②用力掐 / 拧 / 捏 / 抓孩子ꎻ③用力徒手拍打

孩子的屁股ꎻ④用力徒手拍打孩子的手 / 脚 / 胳膊 / 腿 /
背ꎻ⑤拿物品打孩子屁股ꎻ⑥用力徒手拍打孩子的脸

或头ꎻ⑦拿物品打孩子屁股以外的其他部位ꎻ⑧用拳

头揍 / 用脚踹踢孩子ꎮ 相关条目参考了有关文献[１０－１１]

在以往研究基础[５ꎬ７－８ꎬ１２]上形成ꎬ并在小学生家长中进

行了调查[６] ꎮ 询问父母在最近 １２ 个月内对孩子上述

行为的发生情况ꎬ回答有 １ 项及以上躯体暴力行为的ꎬ
定义为父母对儿童躯体暴力阳性ꎬ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３)童年期遭受父母躯体暴

力的经历ꎬ共 ２ 个条目ꎬ询问家长 １６ 周岁之前被其父

母打的经历ꎬ有 １ 项或 ２ 项经历者定义为童年期受父

母躯体暴力经历阳性ꎬ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９ꎮ (４)一般人口学指标ꎮ 包括父母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ꎬ儿童性别、年龄等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对数据双录入核

查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用频数和率描述

听障儿童父母的体罚态度情况ꎬ采用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

人口学特征下父母体罚态度正确率的差异ꎻ采用 χ２ 检

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探讨父母体罚态度与童

年期受父母躯体暴力经历、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之间

的关联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 　 １７０ 名听障儿童父母

中ꎬ有 ４８.８％(８３ 名)对所列举的 ５ 种情景下的体罚明

确表示反对ꎮ 在 ５ 条关于体罚态度的观点中ꎬ除“孩

子顶嘴或哭闹时ꎬ父母可以打孩子” “孩子不打不成

才”２ 个条目外ꎬ其余条目正确持有率母亲均高于父

亲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比较 ５ 种情景下的体罚态

度ꎬ以不赞成“要使孩子能辨别好坏ꎬ‘打’是必要的”
观点的比例最高(８１.２％)ꎬ赞成“孩子顶嘴或哭闹时ꎬ
父母可以打孩子”观点的比例最高(３２.４％)ꎮ 见表 １ꎮ
不同文化程度、年龄ꎬ以及其子女性别、年龄的父母体

罚态度正确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２.２　 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与童年期父母躯体暴力

的关系　 见表 ３ꎮ

表 １　 听障儿童父母不赞成体罚态度正确率比较

体罚态度 父亲(ｎ ＝ ８５) 母亲(ｎ ＝ ８５) 合计(ｎ ＝ １７０) χ２ 值 Ｐ 值
为了让孩子守规矩ꎬ“打”是必要的 ６１(７１.８) ６６(７７.６) １２７(７４.７) １.３６８ ０.２４２
要使孩子能辨别好坏ꎬ“打”是必要的 ６５(７６.５) ７３(８５.９) １３８(８１.２) ３.０７１ ０.０８０
孩子“不打不成材” ６２(７２.９) ６２(７２.９) １２４(７２.９) ０.０１６ ０.８９８
孩子顶嘴或哭闹时ꎬ父母可以打孩子 ５８(６８.２) ５７(６７.１) １１５(６７.６) ０.０２７ ０.８７０
父母打骂孩子是家务事ꎬ外人不该干涉 ６６(７７.６) ７１(８３.５) １３７(８０.６) １.３０２ ０.２５４
对上述观点均表示不赞成 ４０(４７.１) ４３(５０.６) ８３(４８.８) ０.４８３ ０.４８７

　 注:()内数字为正确态度持有率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正确率比较

人口学统计指标 人数 体罚态度正确 χ２ 值 Ｐ 值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１ １０(３２.３) ５.７８９ ０.０５５
　 初中 ８６ ４５(５２.３)
　 高中及以上 ４７ ２８(５９.６)
年龄 / 岁
　 <４０ ８１ ３９(４８.１) ０.０５６ ０.８１３
　 ≥４０ ８２ ４１(５０.０)
子女性别
　 男 ７７ ４０(５１.９) ０.２８９ ０.５９１
　 女 ９０ ４３(４７.８)
子女年龄 / 岁
　 ７ ~ １０ ４３ １６(３７.２) ４.８７４ ０.０８７
　 １１ ~ １３ ５９ ３５(５９.３)
　 １４ ~ １７ ６５ ３２(４９.２)

　 注:()内数字为正确率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表 ３　 不同童年期躯体暴力经历及对

子女躯体暴力情况的父母体罚态度正确率比较

变量 分组 人数
体罚态

度正确
χ２ 值 Ｐ 值

父亲童年期躯体暴力经历 无 １９ １４(７３.７) ６.９６３ ０.００８
有 ６６ ２６(３９.４)

父亲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 否 ４６ ２７(５８.７) ５.４４９ ０.０２０
是 ３９ １３(３３.３)

母亲童年期躯体暴力经历 无 ３４ １９(５５.９) ０.２７６ ０.５９９
有 ４８ ２４(５０.０)

母亲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 否 ４４ ２７(６１.４) ３.０３２ ０.０８２
是 ３８ １６(４２.１)

父母童年期躯体暴力经历 无 ５３ ３３(６２.３) ４.９０２ ０.０２７
有 １１４ ５０(４３.９)

父母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 否 ９０ ５４(６０.０) ８.２８３ ０.００４
是 ７７ ２９(３７.７)

　 注:()内数字为正确率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９３３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结果显示ꎬ有童年期被家长躯体暴力对待经历的

父母ꎬ反对对儿童体罚的比例(４３.９％)低于无此经历

的父母(６２.３％)ꎬ且在父亲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在

过去的 １２ 个月内有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行为的父母ꎬ
体罚态度正确率明显低于无此行为的父母(３７. ７％ꎬ
６０.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以体罚态度为因变量(０ ＝正确ꎬ１ ＝不正确)ꎬ分别

以童年期被父母躯体暴力对待经历(０ ＝ 无ꎬ１ ＝ 有)和

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０ ＝无ꎬ１ ＝有)为自变量ꎬ通过控

制父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子女性别、年龄变

量ꎬ建立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ꎮ 结果显示ꎬ在控制变量前

后ꎬ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与童年期被父母躯体暴力

对待经历以及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行为均有统计学

意义关联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父母童年期躯体暴力经历和对子女躯体暴力行为与体罚态度的关联性分析(ｎ ＝ １６７)

自变量
模型 １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２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３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童年期受躯体暴力经历 ２.１１(１.０８ ~ ４.１２) ０.０２８ ２.３４(１.１３~ ４.８８) ０.０２３ ２.３６(１.１３ ~ ４.９３) ０.０２３
对子女施加躯体暴力 ２.４８(１.３３ ~ ４.６４) ０.００４ ２.１７(１.１０~ ４.２７) ０.０２５ ２.３４(１.１６ ~ ４.７１) ０.０１７

　 注:模型 １ 未调整变量ꎬ模型 ２ 控制了父母性别、年龄与文化程度ꎬ模型 ３ 控制了父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子女性别和年龄ꎻ因变量数据信息

缺失 ３ 份ꎮ

３　 讨论

有研究表明ꎬ残疾儿童遭受虐待的风险比非残疾

儿童更大[１３－１４] ꎮ 国外一项在大学生(包括 ３１７ 名听力

正常和 １０８ 名听障大学生)中的调查发现ꎬ听障大学

生 １６ 岁前遭受躯体虐待经历的发生率为 ４０％ꎬ明显

高于听力正常的大学生(１８％)ꎬ同时该研究也表明有

儿童虐待史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情绪症状和

消极认知[１５] ꎮ 国内有关听障儿童暴力伤害研究报道

很少ꎬ基于听障儿童本身的脆弱性ꎬ提示要关注听障

儿童来自家庭内的暴力伤害ꎬ加强预防ꎮ
本研究显示ꎬ听障儿童父母对使用体罚管教儿童

持赞同态度的较多ꎬ仅 ４８.８％的父母体罚态度正确ꎮ
父亲与母亲的体罚态度持有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但是国内也有研究表明ꎬ父亲比母亲更赞同和容忍用

体罚的方式管教子女[１６] ꎬ但该研究的样本中母亲有

２７１ 名ꎬ父亲仅有 １２５ 名ꎬ这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影

响ꎮ 另外ꎬ邢晓沛等[１７] 调查发现ꎬ年龄越大的父母对

用体罚管教儿童的态度越支持ꎬ 与本研究结果不

一致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童年期遭受过其家长躯体暴力

的听障儿童父母ꎬ与没有此经历的父母相比ꎬ体罚态

度的正确率明显降低ꎮ 既往研究发现ꎬ父母童年期受

体罚经历与其当前对待体罚的态度呈正相关[１７] ꎮ 国

内一项调查发现ꎬ高职学生在童年期受父母体罚经历

与其体罚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１８] ꎮ 可能是成长过程

中ꎬ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儿童的认

知ꎬ逐渐在内心中认可父母对自己躯体暴力的行为ꎬ
因而也会对体罚持赞同态度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听障儿童父母的体罚态度与其对

子女的躯体暴力行为有关ꎮ 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内ꎬ对子

女有过躯体暴力行为的父母ꎬ其体罚态度正确率较

低ꎮ 既往对小学生父母的调查发现ꎬ对体罚儿童持容

忍或赞成态度的父母对其子女使用躯体暴力行为的

比例是不赞成使用体罚的父母的 ３.１５ 倍[６] ꎮ 国外也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对躯体暴力持赞同态度可以预测父

母发生体罚孩子的行为[１９] ꎮ
童年期遭受家长躯体暴力的父母更容易出现体

罚态度不正确ꎬ即赞同或容忍用体罚的方式管教孩

子ꎬ而体罚态度不正确的父母则更容易对其子女施加

躯体暴力ꎮ 提示要普及正面教育孩子的知识ꎬ增加家

长对暴力危害的认识ꎬ通过教育干预逐步转变家长对

体罚不正确的态度ꎬ减少躯体暴力的代际传递ꎮ 由于

听障儿童存在交流障碍ꎬ父母在照顾时可能面临更大

的压力ꎬ提示要增加其学习亲职教育机会ꎬ使听障儿

童父母形成一个正确的和温情指导的教育理念ꎬ掌握

非暴力教育子女的技能ꎬ减少其使用躯体暴力的可能

性ꎮ 国外研究发现ꎬ通过干预可以改变父母对体罚管

教儿童的态度ꎬ如通过 ＣＤ 或网络方式让家长观看ꎬ教
育家长如何管理孩子童年期的攻击行为和适当管教

孩子的策略[２０] ꎻ也可以通过让家长阅读有儿童发育知

识和有效养育儿童等教育信息的婴儿读物ꎬ改变新母

亲对使用体罚的态度[２１] 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ꎮ 父母童年期躯体暴力

经历及对子女的躯体暴力行为是回顾性调查的结果ꎬ
存在遗忘或者回忆偏倚ꎮ 本研究是方便样本ꎬ样本数

量相对较少ꎬ使得结果外推受到一定限制ꎮ 但是从本

研究结果可以发现ꎬ听障儿童父母体罚态度与其童年

期被父母躯体暴力对待经历及其对子女的躯体暴力

行为均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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