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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受欺凌?
———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研究

　 　 　 胡咏梅　 李佳哲

摘　 要:　 文章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

体检”项目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数据ꎬ对中学生校园欺凌现象进行描述统计ꎬ并采用似

不相关回归模型估计中学生个体层面学业成就、自尊、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变量对

其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以及各因素对城乡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差

异ꎮ 研究发现:(１)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ꎬ关系欺凌次之ꎬ身体欺凌最

低ꎻ(２)男生相较于女生ꎬ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ꎻ(３)单亲、流动、留守儿童以及乡村儿童

较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ꎻ(４)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

呈现 Ｕ 型关系ꎬ亲社会行为对中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不存在显著影响效应ꎻ(５)中学

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均会显著影响其遭受欺凌的频次ꎮ 家长、教师、学校可

以通过关注潜在受欺凌中学生ꎬ加强学校与家庭反校园欺凌合作ꎬ实现校园欺凌的精准

防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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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面对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校园欺凌现象ꎬ不少国家已经采取相关防治措施ꎮ 例如ꎬ挪威建立了零

容忍方案ꎬ发表了«反欺凌宣言»ꎻ澳大利亚成立专门的政府组织帮助学校解决欺凌问题ꎬ并将每年三月

的第三个星期五命名为国家“反欺凌日”ꎻ美国和日本也相继颁布反欺凌法案ꎬ实施全面的反欺凌政策ꎮ
我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校园欺凌问题: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

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ꎻ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等部门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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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ꎻ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

系建设的意见»ꎻ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两会期间ꎬ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做客新华网和中国政府网“部长之声”时ꎬ
谈及老百姓对教育的十大期盼ꎬ“校园欺凌少一点”和“流动儿童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留守儿童

得到关爱”并列成为十大期盼之一ꎮ 校园欺凌问题已然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目前急需重点解决的问题之

一ꎬ但中国目前仍未有对校园欺凌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ꎬ缺乏准确、全面、权威、系统的数据ꎬ也缺乏

深度专业的研究①ꎮ
有鉴于此ꎬ本文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

中学生数据库ꎬ尝试回答:到底是谁在受欺凌? 学生个体层面的哪些因素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 城乡中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差异有哪些? 以期为中学生校园欺凌现象的精准防治提供决策参考ꎮ

二、 文献综述

(１)校园欺凌的概念及类型

全球范围内校园欺凌研究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ꎮ 挪威卑尔根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ｇｅｎ)心理学家

奥维尤斯(Ｏｌｗｅｕｓꎬ Ｄ. )被誉为校园欺凌问题研究之父ꎬ他在挪威和瑞典的中小学进行关于攻击行为的

调查后发现ꎬ欺凌(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行为是校园场域内青少年之间攻击行为的主要形式ꎮ 他认为ꎬ校园欺凌是

指受害者被一个或多个学生故意地、反复地、持续地做出负面行为ꎬ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

或不适应ꎮ② 我国学者张文新等也认为欺凌是儿童间尤其是中小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

攻击行为ꎮ 目前针对校园欺凌尚未形成普遍认可的统一规范的概念ꎬ但关于校园欺凌的类型学者们基

本达成共识ꎬ主要包括关系欺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言语欺凌( ｖｅｒｂａ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身体欺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③等形式ꎬ近些年也出现网络欺凌(ｃｙｂｅｒ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新形式ꎬ即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如电话、短
信、微信、邮件等对受害人实施恐吓、侮辱、威胁ꎬ甚至在网络上传播不实谣言、公开上传羞辱受害人的图

片或者录像等ꎮ
(２)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热点

李明、郭瑞迎利用知识图谱等方法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两个子库(ＳＣＩ￣ＥꎬＳＳＣＩ)收录的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有关校园欺凌研究的文献ꎬ发现国际学术期刊上校园欺凌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校园欺凌

的本质及形式ꎬ校园欺凌的发生率及危害、成因、对策等方面ꎮ④ 也有学者对我国近十年校园欺凌相关

文献进行综述发现ꎬ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欺凌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各国校园欺凌表现”和“校园欺凌

的预防与对策”三大方面ꎮ⑤ 不少学者引介国外校园欺凌防治的经验举措ꎬ如黄明涛对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瑞典、挪威、日本和韩国等七个发达国家校园欺凌治理体系进行梳理ꎬ认为其共同特点包括强化各

方职责、注重过程监控、搭建各种防治校园欺凌的平台、注重网络欺凌的治理等ꎮ⑥ 由此ꎬ“校园欺凌的

成因及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国内外校园欺凌研究的热点ꎬ对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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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校园欺凌的中国问题与求解»ꎬ«中国教育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第 ４２ － ４８ 页ꎮ
Ｏｌｗｅｕｓꎬ Ｄ.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ａｎｄ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 Ｒ. Ｈｕｅｓｍａｎ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ｅｎｕｍ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 ９７ － １３０.
关系欺凌主要是欺凌者通过操纵人际关系ꎬ使得受欺凌者被孤立ꎬ感到不被群体认同ꎬ被排斥ꎮ 言语欺凌指欺

凌者对受欺凌者进行口头上的恐吓、责骂、羞辱、嘲弄或贬低等ꎬ从而对受欺凌者造成心理伤害ꎬ尽管肉眼看不到伤口ꎬ但
它所造成的心理伤害ꎬ有时比肢体伤害更严重ꎬ此行为通常伴随着关系欺凌ꎬ且两者属于欺凌发生刚开始阶段ꎮ 身体或
肢体欺凌是指受欺凌者遭受身体暴力ꎬ钱财物被勒索、抢夺或被偷ꎬ被强制做不想做的事情等ꎬ它是临床上最容易辨认的
一种形态ꎬ是教育工作者最常关注的一种形态ꎮ

李明、郭瑞迎:«境外校园欺凌研究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ꎬ«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ꎬ第 １０３ － １０９ 页ꎮ
冯帮、李璇:«我国近十年校园欺凌问题研究述评»ꎬ«上海教育科研»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０ － １５ 页ꎮ
黄明涛:«国外校园欺凌立法治理体系:现状、特点与借鉴———基于七个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ꎬ«宁夏社会科

学»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第 ５５ － ６３ 页ꎮ



意义ꎮ
(３)防治校园欺凌现象的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美国社会学家 Ｃ. Ｗ. Ｍｉｌｌｓ 提出的重要他人理论认为ꎬ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会出现重要人物ꎬ如
家长、教师和同伴ꎬ且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ꎬ其重要他人的主导类型大体上呈家长———教师———同

伴———无现实存在的重要他人这样的演变趋势ꎮ 中学生人际交往是指其与周围人如家长、教师、同学的

心理和行为的沟通过程ꎬ其主要人际关系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ꎮ 父母、教师、同伴往往是学

生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有效帮助、并且可供学生依赖的对象ꎮ 紧密的亲子关系能够帮助儿童减轻校

园欺凌的困扰ꎬ而青少年感知的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越融洽ꎬ其遭受欺凌的可能性越小ꎮ① 黄亮基于

ＰＩＳＡ２０１５ 中国数据发现ꎬ父母情感支持、教师支持与学生经常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关系ꎮ② 马雷军认

为平时难以融入班集体、同伴关系水平较差的学生容易遭受欺凌ꎮ③ 纪林芹等人也发现儿童童年晚期

同伴关系不利对儿童的欺凌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ꎮ④ 一些社会交往能力较弱的儿童ꎬ在同龄人

群体中容易被边缘化而遭受欺凌ꎮ⑤ 因此ꎬ中学生的人际关系ꎬ包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师生关系水

平会对其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ꎮ 此外ꎬ相关研究发现ꎬ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其人际关系水平相关ꎬ如
亲社会行为能显著提高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ꎬ⑥从而更容易在学业和人际关系方面取得成功ꎬ被欺凌的

可能性更小ꎮ 由此ꎬ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设:
假设 １:亲子关系越好的中学生ꎬ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ꎮ
假设 ２:同伴关系越好的中学生ꎬ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ꎮ
假设 ３:师生关系越好的中学生ꎬ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ꎮ
假设 ４: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的中学生ꎬ其遭受校园欺凌的概率显著更低ꎮ
(４)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个体特征

Ｈｉｎｄｅｌａｎｇ 于 １９７８ 年提出生活方式理论(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ꎬ认为个人自身的一些行为或生活特性会

增加其被侵害的可能性ꎮ⑦ꎮ 依据生活方式理论ꎬ学生自身特征及行为会对其遭受欺凌产生影响ꎮ 有研

究发现ꎬ男孩遭受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女孩ꎮ⑧⑨ 黄亮基于 ＰＩＳＡ２０１５ 中国数据发现ꎬ男生群体遭受各类

校园欺凌的比例均大于女生群体ꎮ 家庭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容易成为遭受歧视和嘲讽的受欺凌

对象ꎮ 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不容忽视ꎬ因此本研究将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ꎮ
关注中学生校园欺凌城乡差异的研究并不多见ꎮ 国内实证研究目前仅发现黄亮等人的两篇文章ꎬ

他们的研究发现ꎬ校园欺凌无显著差异地存在于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ꎬ城乡变量对学生经常遭受校园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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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的预测效果不显著ꎮ①② 但此研究并未估计城乡变量对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ꎮ 本

研究将进一步考察城乡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差异及影响因素ꎮ 为此ꎬ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５:是否来自城市对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无显著预测作用ꎮ
与城乡变量相关ꎬ滕洪昌、姚建龙基于对全国 １０ 万余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发现ꎬ父母在外打工的男

生、父母在外打工的小学四年级学生被欺凌的现象较为严重ꎮ③ 有学者认为ꎬ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

儿童、单亲家庭的子女可能由于家庭关系的淡漠或父母因为工作原因无法给予其足够的关照和爱护而

容易遭受欺凌ꎮ④ 此外ꎬ有研究发现ꎬ受欺凌者通常具有较低的自尊水平ꎬ且自尊水平影响其遭受欺凌

的概率ꎮ⑤⑥ 马雷军认为学业不佳的学生可能因为不能得到教师的重视甚至受到教师嘲讽ꎬ进而很可能

遭受同学的歧视和欺凌ꎮ⑦ 雷雳、黄亮等人的研究也发现ꎬ学生学业表现与学生遭受校园欺凌呈负相关

关系ꎬ学生学业表现越好ꎬ其受欺凌的程度就越低ꎮ⑧

综上所述ꎬ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学生个体是否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ꎬ是否来自单亲家庭以及自身

自尊水平等人格特质、学业成就可能会影响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可能性ꎬ但仍缺乏从学生个体特征层面系

统设计的实证研究的支持ꎮ 此外ꎬ关于城乡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是否存在影响及城乡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差异分析ꎬ仍需要进一步探讨ꎮ 因此ꎬ本研究将针对学生个体层面可能会对

其遭受校园欺凌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ꎬ以期探究影响中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关键

因素ꎮ
现有研究尤其国内关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多以理论分析为主ꎬ采用量化方法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ꎬ而

且此类研究样本量以及样本代表性问题值得商榷ꎮ 相关结论需要来自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高质量研究

数据的进一步检验ꎮ 此外ꎬ国外不少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的问题ꎮ 如已有研究发现ꎬ女生更容易受到关系欺凌和言语欺凌ꎬ⑨而男生群体更容易发生身体欺

凌ꎮ 国内此类研究相对欠缺ꎬ而对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ꎬ将利于

精准防治我国校园欺凌现象这一目标的实现ꎮ
基于此ꎬ本文将利用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

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中学生数据库ꎬ估计中学生是否来自城市ꎬ是否为流动、留守儿童ꎬ是否来自单亲

家庭ꎬ其自身学业表现、人格品质、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变量对其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

效应以及对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异质性展开分析ꎬ且检验同一变量对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效应

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需要指出ꎬ本研究利用大规模中学生调查数据ꎬ与已有同类研究相比在研究对象

选取上ꎬ既关注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差异ꎬ同时也对流动、留守、单亲儿童校园欺凌研究给予实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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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ꎻ在计量方法选择上ꎬ克服传统 ＯＬＳ 估计的局限ꎬ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进行各类影响因素的效

应估计ꎮ 当然ꎬ由于数据库设计的局限ꎬ对于流动、留守儿童的界定并未严格按照学术定义ꎬ一定程度上

可能影响结果的准确性ꎻ另外ꎬ本研究对于校园欺凌的成因分析尚未进行计量上的因果推断ꎬ但本研究

依然为探讨个体层面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以及校园欺凌行为的精准防治提供了相对可靠的结论ꎮ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年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大型教育测评项目“区域教

育质量健康体检”ꎮ 该项目在锡盟、郑州、福田等地实施全测ꎬ在浙江、株洲、洛阳、深圳、石家庄等地采

用分层三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式(ＰＰＳ)实施测试ꎮ 具体来说ꎬ第一阶段ꎬ采用分层 ＰＰＳ 方法抽取县、区ꎻ
第二阶段采用分层 ＰＰＳ 方法抽取学校ꎻ第三阶段采用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抽取学生ꎮ 在测试中ꎬ九年级

学生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科学、人文测试ꎬ①同时填写心理健康、品德行为、影响因素等相关调查问卷ꎮ
共有 １７８６０６ 名九年级学生参与了此项调查ꎬ其中男生 ９４５２５ 人ꎬ占比 ５２ ９２％ ꎬ比女生高出 ５ ８４％ ꎮ 学

校所在地为城市、县镇、农村的学生分别占比 ６７ ６４％ 、２４ ７３％ 、７ ６３％ ꎮ 在农村学校就读的学生比例

较低ꎬ一定程度上可能与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初中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初中学校数量逐渐下降、很多

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中学就读有关ꎮ
基于已有文献研究②③④⑤ꎬ本文主要考察中学生的学业成就、家庭特征、人格品质、人际关系、亲社

会行为等变量对其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ꎬ拟采用如下计量模型探究影响中学生受欺凌的关键因素ꎮ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 β０ ＋ β１ｇｅｎｄｅｒｉ ＋ β２ＳＥＳｉ ＋ β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β４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ｒｅｎｔｉ

＋ β５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ｈｉｌｄｉ ＋ β６ 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ｃｈｉｌｄｉ

＋ β７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ｉ ＋ β８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２
１ ＋ β９ｐｅ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ｐｉ

＋ β１０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ｐｉ

＋ β１１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ｌｉｐｉ ＋ β１２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 ＋ ε
　 　 模型中的因变量为各类校园欺凌ꎬ包括关系欺凌、言语欺凌、身体欺凌三类ꎮ Ｏｌｗｅｕｓ 编制的欺凌问

卷(Ｂｕｌｌｙ / Ｖｉｃｔｉ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被公认为是较好的测量工具ꎮ 国内学者张文新对 Ｏｌｗｅｕｓ 的欺凌问卷做

了翻译和修订ꎮ “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以张文新修订的欺凌问卷为基础进行改编ꎬ测查学生在

学校遭受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频次ꎮ 其中ꎬ关系欺凌包括“被人排斥”、“被人在背后说坏

话”两个题项ꎬ言语欺凌包括“受到取笑或捉弄”、“受到威胁或恐吓”两个题项ꎬ身体欺凌包括“被人故

意打、踢、推、撞”、“自己的东西被人故意损坏”、“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三个题项ꎮ 与 ＰＩＳＡ 项目中对

学生遭受校园欺凌测量的相关题项相比ꎬ“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中对校园欺凌的测量添加了

“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这一题项ꎮ 经过内部一致性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ꎬ校园欺凌量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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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指标较好ꎬ达到了测量学对量表工具的质量要求ꎮ
模型中的自变量的取值说明详见表 １ꎮ 其中自尊(ｓｅｌｆ － ｅｓｔｅｅｍ)、同伴关系(ｐｅ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师

生关系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亲子关系 ( 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亲社会行为 ( ｐｒｏ￣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等变量均涉及对应量表ꎮ

表 １　 变量说明

分类 变量 说明

结果

变量

关系欺凌 由“被人排斥”和“被人在背后说坏话”两个题项得分取均值合成ꎬ取值范围 １ － ５ꎮ

身体欺凌
由“被人故意打、踢、推、撞”和“自己的东西被人故意损坏”两个题项得分取均值合成ꎬ取
值范围 １ － ５ꎮ

言语欺凌 由“受到取笑或捉弄”和“受到威胁或恐吓”两个题项得分取均值合成ꎬ取值范围 １ － ５ꎮ

核心

解释

变量

学习成绩 连续变量ꎮ 由语文、数学、英文、科学、人文成绩标准化后求均值合成ꎮ

单亲 类别变量ꎬ１ ＝单亲ꎬ０ ＝非单亲ꎮ

流动儿童

根据“你是随父母或其他亲戚从农村移居此地上学的吗”一题ꎬ将“从农村移至此市 /县”
或“从其他市 /县移至此市 /县”定义为“流动儿童”ꎮ 类别变量ꎬ１ ＝是流动儿童ꎬ０ ＝ 不是

流动儿童ꎮ

留守儿童

根据“你父母是长期不在本地工作吗”一题以及学校所在地域ꎬ将父母一方不在本地工

作的非城市(农村、县镇)儿童定义为“留守儿童”ꎮ 类别变量ꎬ１ ＝ 是留守儿童ꎬ０ ＝ 不是

留守儿童ꎮ

城乡 根据学校所在地域ꎬ１ ＝城市ꎬ０ ＝乡村(包括县镇和农村)ꎮ

自尊 连续变量ꎮ 量表所有题项以载荷量①为权重合成并标准化ꎮ

亲子关系 连续变量ꎮ 量表所有题项以载荷量②为权重合成并标准化ꎮ

同伴关系 连续变量ꎮ 量表所有题项以载荷量③为权重合成并标准化ꎮ

师生关系 连续变量ꎮ 量表所有题项以载荷量④为权重合成并标准化ꎮ

亲社会行为 连续变量ꎮ 量表所有题项以载荷量⑤为权重合成并标准化ꎮ

控制

变量

性别 类别变量ꎬ男 ＝ １ꎬ女 ＝ ０ꎮ

ＳＥＳ
连续变量ꎮ 由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职业地位、家庭拥有物标准化后求均值

合成ꎮ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人所持有的一种肯定或否定的态度ꎬ这种态度是人们对自己的

价值、长处、重要性等总体的情感上的评价ꎬ是自我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关于自尊的测量ꎬ早期由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编制的自尊量表(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ｍ Ｓｃａｌｅ)被广泛应用ꎮ １９９３ 年ꎬ季益富和于欣将该量表翻译并修

订为中文版ꎮ “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成员对季益富和于欣修订的中文版自尊量表做进一步

修订ꎬ最后量表由“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ꎬ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我感到我有许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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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量表各题项载荷量分别为 ０ ６７８、０ ６７９、０ ６１５、０ ６６２、０ ４８８、０ ７０８、０ ７１２、０ ４５１、０ ６８６、０ ６７９ꎮ
亲子关系量表各题项载荷量分别为 ０ ７９、０ ８１９、０ ６、０ ３４９、０ ４１１、０ ５２、０ ６３５、０ ６６８、０ ５２１、０ ６４７、０ ７４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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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系量表各题项载荷量分别为 ０ ７４３、０ ７５３、０ ７６３、０ ７８３、０ ７２８、０ ８１、０ ６９、０ ７２６、０ ６８４、０ ７９、０ ８１５、

０ ６９２、０ ６９３、０ ６４９、０ ７８５ꎮ
亲社会行为量表各题项载荷量分别为 ０ ６９９、０ ７５６、０ ８１２、０ ７４２、０ ７４１ꎮ



品质”、“归根结底ꎬ我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我感到自

己值得自豪的地方不多”、“我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总的来说ꎬ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希望我能为

自己赢得更多尊重”、“我时常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等 １０ 个题项组成ꎬ采用

“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ꎮ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动关系ꎮ 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特征调查项目组曾对

Ｆｕｒｍａｎ ＆ Ｂｕｈｒｍｅｓｔｅｒ 在 １９９２ 年编制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ＮＲＩ)
量表进行了修订、改编ꎬ形成了 ８ 个维度、２３ 个题项的亲子关系量表ꎬ量表的信效度良好ꎮ 综合考虑问

卷长度及时间限制ꎬ“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对该量表进行题项删减ꎬ最终选取每个维度上载

荷较高的题项ꎬ形成“你对你和父母的关系感到满意吗”、“你和父母相处感到愉快吗”、“你会和父母分

享心里的秘密和个人感受吗”、“你和父母会意见不合或吵架吗”、“你和父母会互相争论或指责对方

吗”、“你和父母在一起会感到烦恼吗”、“当你遇到问题时父母会帮助你解决吗”、“父母喜欢或称赞你

做的事情吗”、“你和父母互相感到厌烦吗”、“父母爱你吗”、“你会和父母一起做一些开心的事吗”共 １１
个题项的量表ꎬ量表采用“从不、偶尔、有时、经常”四级计分ꎮ

同伴关系主要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

关系ꎮ① “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对中文版儿童孤独感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ＬＳ)
进行修订ꎬ以儿童孤独感状况反映其同伴关系ꎮ 最终量表包括“我和同学在一起时很开心”、“我的同学

经常欺负我”、“我很满意自己与同学的关系”、“我经常与同学发生争执”、“当我需要时我可以找到朋

友”、“我有许多好朋友”、“班上同学很喜欢我”、“我在班里觉得孤单”、“我很难让别的孩子喜欢我”、
“我觉得在有些活动中没人理我”共 １０ 道题目ꎬ采取“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

计分ꎮ
师生关系主要指学校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ꎬ是师生之间以情感、认知和行为交往为主要表现形

式的心理关系ꎮ 综合考虑问卷长度及时间限制ꎬ“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对屈智勇编制的«师生

关系量表»进行修订ꎬ最后形成由“老师公平地对待我”、“老师对我很关注”、“老师和我是好朋友”、“老
师关心每一位学生”、“老师允许我们有不同的见解”、“老师耐心听我的想法”、“老师不讽刺、挖苦我”、
“当我犯错误时老师会主动询问原因”、“老师不要求我必须接受他(她)的观点”、“我非常敬佩我的老

师”、“老师鼓励我、表扬我”、“我愿意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老师”、“当我遇到学习以外的困难时会想到

寻求老师的帮助”、“我愿意在老师面前展示自己的优点”、“老师很信任我”组成的 １５ 个题项的量表ꎬ采
用“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四级计分ꎮ

亲社会行为是指给别人带来某些好处的行为ꎬ做出这些行为能使交往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和谐ꎮ②

“区域教育质量健康体检”项目组根据美国心理学家 Ｇｏｏｄｍａｎ. Ｒ 于 １９９７ 年编制的儿童长处和困难问

卷(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ＳＤＱ)ꎬ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修订的中文版问卷的文

字表述进行修改ꎬ最终亲社会行为量表采用“不符合”、“有点符合”、“完全符合”三级计分ꎬ包括“我尽

量对别人友善”、“我常与他人分享东西(如食物、游戏、笔等)”、“如果有人受伤、难过或不适ꎬ我都乐意

帮忙”、“我会友善地对待比我年龄小的孩子”、“我常自愿帮助别人”５ 道题目ꎬ量表为单一维度ꎬ反映了

个体亲社会行为状况ꎮ
本研究涉及的校园欺凌、自尊、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社会行为等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

度ꎬ具体指标参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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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量表信效度检验结果

量表 题项数 ｎ Ｃｒｏｂａｃｈ’ｓ α Ｘ２ ｄｆ Ｘ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Ｎ
校园欺凌 ６ ０ ８４１ ２３２５ ８９ ５ １６６４ ０２ ０ ９９４ ０ ９８２ ０ ０５２ １７０５５５

自尊 １０ ０ ８３７ ５０４１９ ４７ ３１ １６２６ ４３ ０ ９１２ ０ ８７２ ０ ０９８ １７０７８７
亲子关系 １１ ０ ８３２ ５７８３７ ８ ３８ １５２２ ０５ ０ ９２１ ０ ８８５ ０ ０９４ １７０４６６
同伴关系 １０ ０ ８４２ ３７７６７ ３ ３０ １２５８ ９１ ０ ９３３ ０ ９００ ０ ０８６ １７０７７９
师生关系 １５ ０ ９４０ ９６７８７ ９７ ８８ １０９９ ８６ ０ ９３８ ０ ９２５ ０ ０８０ １７０７５８

亲社会行为 ５ ０ ８０５ １９８２ ８３ ５ ３９６ ５７ ０ ９９２ ０ ９８４ ０ ０４８ １７０６３８

四、 实证分析结果

(一) 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

图 １　 中学生遭受各种形式校园欺凌的分布比例

由图 １ 可知ꎬ所有欺凌形式中ꎬ“被人抢劫或勒索财物”发生的频率最低(６ ６４％ )ꎬ且为便于与 ＰＩＳＡ
结果比较ꎬ以下分析中删除此题ꎮ 而“受到取笑或捉弄”发生的频率最高(５８ ２８％ )ꎬ这一结果与陈纯

槿、郅庭瑾利用 ＰＩＳＡ 数据计算结果不同ꎬ他们发现我国四省市校园欺凌发生率最低的是威胁形式的言

语欺凌ꎬ而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故意损毁私人财物ꎮ① 但本研究结果与中国应急管理学会校园安全专业

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的结果基本一致ꎬ即言语欺凌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欺凌行为ꎬ
至少有 ３０ ８５％ 、５８ ２８％ 、４３ ３４％ 的中学生遭受过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ꎮ② 这一结果略高于

其他研究的结果ꎬ如周金燕、冯思澈以北京市的 １２ 所高中、初中和小学为样本发现ꎬ４０ ７％的北京中小

学生有被叫难听绰号的经历ꎬ１８ ６％ 的学生有被同学联合起来孤立的经历ꎮ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针

对我国 １０ 个省市的 ５８６４ 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ꎬ有 ３２ ５％的学生遭受过校园欺凌ꎮ④

通过计算各类校园欺凌发生频次的均值ꎬ发现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ｘ ＝ １ ８１ꎬσ ＝
０ ９６)ꎬ遭受关系欺凌的平均频次次之(ｘ ＝ １ ７０ꎬσ ＝ １ ０４)ꎬ遭受身体欺凌的平均频次最低(ｘ ＝ １ ５９ꎬσ
＝ ０ ９８)ꎮ 言语欺凌的频次最高与刘雪可、闫巧⑤的结果一致ꎮ 可能由于学生语言欺凌不易被教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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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发现ꎬ一旦有学生使用侮辱性的词汇谩骂、嘲笑或讥讽同学ꎬ若受欺凌者默不作声ꎬ会助长欺凌者的欺

凌行为ꎻ若受欺凌者给予回应ꎬ可能导致欺凌者用更刁钻的词语来进行欺凌ꎮ
(二) 中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

为探究哪些学生更可能遭受欺凌ꎬ笔者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分别探究在控制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的情况下ꎬ个人学业表现、人际关系、亲社会行为、自尊水平以及其是否为流动、留守儿童ꎬ是否来自单亲

家庭对其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ꎮ 考虑到中学生学业表现、人际关系、社会行为、自尊水平等变

量对其遭受关系欺凌、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的影响ꎬ估计方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ꎬ如扰动项之间存在相

关性ꎬ因此ꎬ为提高估计效率并检验各变量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ꎬ我们

采用似不相关回归的方法ꎮ 此外ꎬ考虑到自尊水平、亲社会行为以及同伴关系之间的高度相关ꎬ似不相

关回归的过程中同样采用两个模型ꎬ模型一不包含自尊和亲社会行为变量ꎬ模型二不包括同伴关系变

量ꎮ 模型一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 ０ ５０８ － ０ ６６１ 之间ꎬ且 ＢＰ 检验结果拒绝零

假设(Ｈ０: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ꎬＰ ＝ ０ ００００)ꎬ模型二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

０ ５５２ － ０ ６８８ 之间ꎬ且 ＢＰ 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Ｈ０: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ꎬＰ ＝ ０ ００００)ꎬ说明模型一和

模型二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比较适切ꎮ
在人际关系方面ꎬ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均会显著影响中学生遭受欺凌的频次(见表 ３)ꎮ

这一结论符合重要他人理论假设ꎬ支持了本研究假设 １ － ３ꎮ 且通过似不相关回归结果发现ꎬ同伴关系、
师生关系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差异ꎬ但亲子关系对其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

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在校园场域这一微型社会结构中ꎬ中学生由于行为特征的相近或者空间的接

近而组成小群体ꎬ一些受欺凌者可能难以被其他同学所认同和接纳ꎬ在学校和班级活动中被孤立、被边

缘化ꎮ 因而ꎬ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减少中学生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ꎬ且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效应绝对

值最大ꎬ其次是言语欺凌ꎮ 我们推测校园欺凌通常最易发生的是关系欺凌ꎬ即欺凌者首先会孤立、排斥

受欺凌的学生ꎬ进而发生言语欺凌ꎬ更严重的情形会出现身体欺凌ꎮ 因此ꎬ同伴关系的效应绝对值在三

类欺凌中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效应相对最大ꎬ对身体欺凌的影响效应相对最小ꎮ 师生关系的效应绝对值

也出现类似的排序ꎬ即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效应相对最大ꎬ对身体欺凌的影响效应相对最小ꎮ 在良好的亲

子关系环境下ꎬ父母给予子女充分的情感支持ꎬ也会使子女感受到关爱ꎬ获得安全感ꎬ并产生面对问题的

勇气、健康的人格ꎬ从而免于遭受来自同学的关系欺凌、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ꎮ 至于为何出现亲子关系

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效应值不存在显著差异ꎬ很可能是由于在亲子关系良好的家庭ꎬ其
子女遭受言语欺凌和身体欺凌的频次均相对较少ꎬ因而出现这样的效应值相似的结果ꎮ 为此ꎬ我们依据

亲子关系标准化得分ꎬ将得分大于 ０ 组定义为中学生亲子关系良好组ꎬ发现亲子关系良好的中学生遭受

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ｘ ＝ １ ６７ꎬσ ＝ ０ ８８)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低于中学生整体平均水平(ｘ ＝ １ ８１ꎬσ ＝
０ ９６)ꎮ 亲子关系良好的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的平均频次(ｘ ＝ １ ４５ꎬσ ＝ ０ ８７)也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

低于中学生整体平均水平(ｘ ＝ １ ５９ꎬσ ＝ ０ ９８)ꎮ 由此可见ꎬ亲子关系良好的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和身

体欺凌的平均频次相对较低ꎬ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们的猜想ꎮ
中学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并不会对其遭受各种类型的欺凌产生显著影响(Ｐ > ０ １)ꎬ这一结果否定

了本研究假设 ４ꎮ 笔者猜测可能的原因是亲社会行为对中学生遭受欺凌的影响是间接的ꎬ中学生的亲

社会行为水平可能由于影响其人际关系水平ꎬ进而影响其遭受欺凌的概率ꎬ如有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可

能会影响其同伴接纳水平ꎮ①

中学生的学业表现对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几乎无影响(β ＝ ０ ０００ꎬＰ < ０ ０１)ꎮ 但性别对三类校园

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ꎮ 虽然无论是关系欺凌、身体欺凌还是言语欺凌ꎬ男生相较于女生都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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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遭受欺凌ꎬ但这种差异更多表现在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上ꎮ 此结论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ꎮ①②③

我们推测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ꎬ暴力行为在男生群体中可能受到欣赏乃至崇拜ꎬ如西方的古罗马斗兽

场、中国的梁山好汉等ꎮ 男生群体相对于女生群体更加容易躁动和爆发冲突ꎬ因此ꎬ男生更可能成为身

体欺凌的受害者ꎬ而欺凌过程中多种欺凌行为捆绑组合出现也可能使得男生成为言语和关系欺凌的受

害者ꎮ
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和身体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ꎬ其中对关系欺凌

的影响更大ꎬ但对其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的影响差异不显著ꎮ 整体来看ꎬ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

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ꎮ 可能的原因在于单亲家庭的中学生由于与父母中的一方情感冷漠ꎬ容
易产生孤僻心理ꎬ在校园里易被同学误以为孤傲ꎬ从而遭受关系欺凌ꎮ 此外ꎬ来自非单亲家庭的学生也

可能由于认知与情感发展尚不成熟ꎬ同理心水平较低ꎬ将单亲家庭成长的同伴理解为是与自己不同类型

的特殊群体ꎬ从而产生排斥、嘲笑甚至侮辱等欺凌行为ꎮ④

是否为流动儿童对中学生遭受各种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是存在显著差异的ꎬ与其他类型校园

欺凌相比ꎬ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ꎮ 但是否为留守儿童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

几乎相同ꎮ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更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ꎬ这与周金燕、冯思澈的结论基本一致ꎬ
他们发现外地学生比北京本地学生会遭受更多欺凌ꎮ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可能由于社会结构和教育体

制设计的不公平ꎬ被排挤到社会边缘ꎮ⑤ 王玉香通过质性研究发现ꎬ留守儿童遭受校园欺凌与父母缺位

所造成的安全感降低、青春期同伴依恋的归属感以及青少年彰显自主性的存在感有关ꎮ⑥

自尊对各种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ꎬ对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自尊水平

低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校园欺凌ꎮ⑦⑧ 本研究发现ꎬ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呈现

Ｕ 型关系ꎮ 自尊水平过低ꎬ降低了个人的自我评价和自我价值感ꎬ可能使得中学生在面对可能的欺凌行

为时不能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乃至人格尊严ꎬ而是一味地委曲求全ꎬ最终导致其不断遭受校园欺

凌ꎮ 而中学生自尊水平过高ꎬ自我评价过高ꎬ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可能导致他人不满或对他人评价过于

“敏感”ꎬ从而遭受校园欺凌ꎬ尤其是受到关系欺凌ꎮ 因此ꎬ中学生保持适度水平的自尊对其免于遭受校

园欺凌是必要的ꎮ
为考察表 ３ 似不相关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我们改变函数形式进行似不相关 ｂｉ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ꎬ结果见附

表 １ꎮ 大部分模型系数结果与表 ３ 回归结果一致ꎬ只是在是否遭受关系欺凌这一行为上ꎬ女生显著多于

男生ꎮ 这一结果与 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 等人⑨的结果一致ꎮ 由此可知ꎬ表 ３ 中各模型的变量系数估计结果较为

稳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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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的异质性分析

从简单描述统计来看ꎬ与农村中学生(ｘ ＝ １ ８１ꎬσ ＝ ０ ９８)相比ꎬ城市中学生(ｘ ＝ １ ７８ꎬσ ＝ １ ０２)遭
受言语欺凌频次显著更低ꎮ 但城市中学生(ｘ ＝ １ ７１ꎬσ ＝ １ １０)遭受关系欺凌的频次显著高于( ｔ ＝ －
４ １４６ꎬ Ｐ < ０ ０１)乡村中学生(ｘ ＝ １ ６８ꎬσ ＝ １ ０２)ꎮ 而城乡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的频次则不存在显著

差异(ｔ ＝ － １ １３９ꎬ Ｐ > ０ １)ꎮ 为探究城乡中学生校园欺凌影响差异ꎬ我们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加入城乡

变量及其与同伴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亲社会行为等可干预变量的交互项ꎮ 同时ꎬ考虑城乡变量与

流动、留守儿童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ꎬ我们不再在模型中加入流动、留守儿童变量ꎮ 同样ꎬ考虑到自尊

水平、亲社会行为以及同伴关系之间的高度相关ꎬ在进行似不相关回归的过程中ꎬ同样采用两个模型ꎬ模
型一不包含自尊、亲社会行为以及城乡和亲社会行为的交互项ꎬ模型二不包括同伴关系及其与城乡的交

互项ꎮ 模型一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 ０ ５４０ － ０ ７０３ 之间ꎬ且 ＢＰ 检验结果拒绝

零假设(Ｈ０: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ꎬＰ ＝ ０ ００００)ꎬ模型二中三种类型校园欺凌方程残差相关矩阵系数在

０ ５８４ － ０ ７２８ 之间ꎬ且 ＢＰ 检验结果拒绝零假设(Ｈ０:各方程残差相互独立ꎬＰ ＝ ０ ００００)ꎬ说明模型一和

模型二选择似不相关回归比较适切ꎮ
表 ４ 中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成绩、自尊、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亲子关系等变量对中学生遭

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结果与表 ３ 基本一致ꎬ但中学生亲社会行为对其遭受言语欺凌在 ０ １ 水平

上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 ＝ － ０ ０１４ꎬＰ < ０ １)ꎬ即中学生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ꎬ其遭受言语欺凌的概率显

著更低ꎬ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设 ４ꎮ 此外ꎬ是否来自单亲家庭对中学生遭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不

再存在显著差异ꎮ 来自单亲家庭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ꎮ
我们尤其关注表 ４ 中城乡变量及其与其它变量的交互项对中学生遭受各种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以

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校园欺凌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ꎮ 结果表明ꎬ城乡变量仅对中学生遭受言语欺

凌在 ０ ０１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预测作用(β ＝ － ０ ０５ꎬＰ < ０ ０１)ꎬ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关系欺凌的影

响并不显著ꎮ 也就是说ꎬ相较于城市中学生ꎬ来自乡村的中学生更可能遭受言语欺凌ꎮ 这可能与乡村学

校规模较小、受乡村文化的影响有关ꎮ 乡村学生彼此间甚至家庭间较为熟悉ꎬ身处乡村文化中也更可能

接触非礼貌用语ꎬ容易发生取笑、捉弄同学的现象ꎮ 此外ꎬ城乡变量与同伴关系的交互项(β ＝ － ０ ０２６ꎬ
Ｐ < ０ ０５)会显著影响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的频次ꎬ但对中学生遭受身体欺凌和言语欺凌没有显著影

响ꎮ 一定程度上说明ꎬ相较于乡村中学生ꎬ在遭受关系欺凌方面ꎬ同伴关系对城市中学生的影响效应更

大ꎮ 因此我们既要关注乡村中学生群体间言语欺凌现象ꎬ也要注意引导城市中学生构建和谐的同伴

关系ꎮ

四、结论与建议

校园欺凌行为的治理路径需要由事后的危机处理走向早期介入与防治ꎮ 基于前文的分析ꎬ本文的

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第一ꎬ我国中学生遭受言语欺凌的平均频次最高ꎬ关系欺凌次之ꎬ身体欺凌最低ꎮ 相较于“看得见”

的身体欺凌ꎬ老师和家长“听不见”的言语欺凌、“感觉不到”的关系欺凌更难以被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觉

察和监控ꎬ但它们足以对受欺凌的中学生身心产生长久危害ꎮ 因此ꎬ一方面ꎬ学校可以通过在校园公共

领域安装“电子眼”进行实时监控ꎬ另一方面ꎬ教师要注重和学生之间的日常交流ꎬ通过学生反映的信息

了解班级内是否有人遭受关系欺凌或言语欺凌ꎬ以便及早查明事实ꎬ采取必要的防治措施ꎮ 例如ꎬ对已

经实施欺凌行为的学生进行心理与行为干预ꎬ及时中断欺凌行为ꎬ避免对受欺凌者造成更多的伤害以及

影响欺凌者未来的个性、心理及亲社会行为等方面的发展ꎮ 同时ꎬ要保护受欺凌者ꎬ并对其进行必要的

心理疏导ꎬ以防受欺凌者因受欺凌而产生心理阴影ꎮ
第二ꎬ男生相较于女生ꎬ更可能遭受校园欺凌ꎬ且男女生在遭受校园欺凌上的差异更多体现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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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和言语欺凌上ꎮ 由于男生更加容易躁动和爆发冲突ꎬ因此ꎬ家长、教师要多关注男生的言语和行为ꎮ
男生家长要多关注其日常生活表现ꎬ是否出现异常行为ꎬ如衣冠不整地回家、晚上睡觉做噩梦、不愿意参

加同学聚会等ꎮ 如果男孩有此类行为ꎬ家长应及时与孩子沟通ꎬ了解其是否在学校遭受欺凌ꎮ 教师也要

加强针对中学生尤其男生的规则意识教育ꎬ可以借鉴奥维斯欺凌防范项目(Ｏｌｗｅｕｓ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ＯＢＰＰ)①ꎬ清晰界定欺凌行为ꎬ对中学生尤其男生明确指出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ꎮ 同时教师

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和睦的同伴互动关系ꎬ防范学生间尤其是男生群体的嬉戏打闹或者小矛盾发展为

欺凌事件ꎮ
第三ꎬ乡村儿童以及单亲、流动、留守儿童较容易遭受各种类型的校园欺凌ꎮ 尤其来自单亲家庭的

中学生更可能遭受关系欺凌ꎬ乡村儿童、流动儿童更容易遭受言语欺凌ꎮ 但是否为留守儿童对中学生遭

受不同类型校园欺凌的影响几乎相同ꎮ 因此ꎬ针对乡村中学生或者来自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家庭、流动

儿童家庭等“高风险家庭”的中学生ꎬ学校应尽快建立关爱档案ꎬ教师需要重点关注ꎬ尽量保证其在校期

间的安全ꎮ 此外ꎬ学校和家庭要加强反校园欺凌合作ꎬ通过开家长会等形式ꎬ普及欺凌与反欺凌的知识ꎬ
为家长发放反校园欺凌手册ꎬ以及加强家长与班级教师的沟通ꎬ尤其班主任需要与“高风险家庭”家长

保持联络ꎬ鼓励他们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经常与孩子保持亲密的联系ꎬ给予孩子多一点关爱ꎬ帮助孩子

提升社交技能ꎬ恢复和重建自尊、自信及信任等ꎮ
第四ꎬ中学生自尊水平和其遭受各类校园欺凌的频次间呈现 Ｕ 型关系ꎬ且这种影响更多表现在关

系欺凌上ꎮ 因此ꎬ为使中学生和同伴建立良好关系ꎬ免于遭受关系欺凌ꎬ保持适度的自尊水平是十分必

要的ꎮ 自尊水平过低的学生ꎬ对自己的评价过于消极甚至自卑ꎬ学校和教师可以通过团体心理辅导、个
别辅导等形式ꎬ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团体活动ꎬ主动参与人际交往ꎬ大胆展示自己ꎮ 家长也要正确评价孩

子ꎬ充分信任他们ꎬ鼓励他们在人群中表达自我ꎬ以帮助其建立自信ꎮ 对于自尊水平过高甚至有些“自
负”的中学生ꎬ学校应注意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ꎬ帮助此类学生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人ꎮ 学会悦

纳、尊重他人ꎬ才会被同辈群体接纳和认可ꎮ
第五ꎬ中学生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均会显著影响中学生遭受欺凌的频次ꎬ且同伴关系对城

市中学生遭受关系欺凌的影响更大ꎮ 因此ꎬ要给予在社会交际方面表现相对“弱势”的学生更多的关怀

和帮助ꎮ 父母要增强与孩子的交流ꎬ及时询问孩子在学校的人际交往情况ꎬ倾听孩子在诉说过程中流露

出的一些信息ꎬ及时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ꎬ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否受到欺凌ꎬ尽早发现欺凌行为并请老师

介入予以制止ꎮ 此外ꎬ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学会自我保护ꎬ采取适当的自卫举措ꎬ如教会孩子学会反抗ꎬ捍
卫自己的尊严和权益ꎮ 同时ꎬ教师要公平地给予每个学生支持和关爱ꎬ也可以引导中学生尤其城市中学

生建立同伴支持系统ꎬ形成反欺凌的班级氛围ꎮ 例如ꎬ借鉴芬兰校园反欺凌计划ꎬ通过以人际关系、群体

压力等为主题的反欺凌课程和移情训练ꎬ强化学生反欺凌的态度ꎬ增加其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ꎬ充分发

挥旁观者的作用ꎬ②以此减少整个校园学生的欺凌行为ꎮ

(责任编辑:子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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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ａｚａｒｕｓꎬ Ｐ. Ｊ. ꎬ Ｐｆｏｈｌꎬ Ｗ.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éꎬ ２０１２ꎬ(４):
２７ － ２８.

在欺凌事件发生时ꎬ如旁观者沉默、默许、赞许及加入欺凌等表现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ꎬ而旁观者如果反对、制
止欺凌者ꎬ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欺凌行为的进度ꎮ 在校园欺凌现象发生时ꎬ通常受欺凌者的同伴会在场ꎬ他们作为旁
观者如果能够发挥旁观者作用ꎬ形成反欺凌的班级文化和校园文化ꎬ将会减少欺凌行为的发生和欺凌的危害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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