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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大学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培席

王绵珍兰亚佳庞清涓

【摘要Ｊ

王治明

邵利晔卢波

目的探讨大学校园暴力的发生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以某省两所高校大学生

为调查对象，对一年来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分析各类型暴力的发生率，
并用多因素【ｑ９１ｓｔｊｃ回归分析暴力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１）共发放问卷５３００份，得到有效问卷

３９１０份，应答率７３ ７７％。３９１０人中最近一年内发生校园暴力者７０３人，发生率为１７ ９８％。其中，男
生发生率为２９ ６０％，女生发生率为７ ２７％。男生发生率高于女生（Ｙ２＝３２９．８９，Ｐ＝０．０００）。（２）一
年来男生受暴力发生率为２８．００％，女生为７．２７％。各受暴力类型中，威胁、勒索、情感虐待、躯体攻
击、语言的性骚扰、躯体的性骚扰发生率，男生分别为１８

９７％、１０ ７７％、０ ８５％、Ｏ ４８％；女

０３％、１３

生分别为３ ６４％、５｜８４％、１．３８％、１．３３％、１ １３％。暴力来源主要为校内同学。（３）一年来男生施暴
他人发生率为１０ ４０％，女生为ｌ ４７％。施暴对象主要为校内同学。（４）多因素１０９－ｓｔ－ｃ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吸烟、饮洒、经常上网是遭受暴力（ｏＲ值分别为１．４８、２ ９６、１ ６６）和施暴他人（０Ｒ值分别为
２

９２、１ ８８、２ ０９）的危险因素。结论大学校园暴力的发生率很高，一些危险因素也不容忽视，应积

极采取干预措施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
【关键词ｌ校园暴力；危险因素；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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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园内外、施加于学校成员

主要包括学生之间的打架事件，学生问的欺凌事件，

（学生和老师）的能导致身体和心理伤害的行为…。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身体伤害事件，校外人员（包括退
学学生）对学生的敲诈、伤害事件等”３。近年来，无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太学华西公共卫牛学院（王培席、

土绵珍、兰亚佳、王治明）；河南管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庞清涓）；商丘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邵利哗、卢渡）

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校园暴力事件都有逐年
增加的趋势…。美国司法部研究报告表明，有些类

９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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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校园暴力发生率，接近社会同类暴力的发生

方法，结合校园暴力的特点将暴力分为：①躯体攻

率…“。我国对大学生校园暴力少有报道，为了解

击：吐唾沫、咬、打、推等；②威胁、勒索：口头、书面或

国内大学生的校园暴力发生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

肢体语言威胁、勒索钱物、强行借物等；③情感虐待：

对某省两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

伤感情的态度或评论（如，辱骂、羞辱、起绰号、强人
所难等）；④故意破坏物品：破坏个人或公共物品、设

对象与方法

施等；⑤言语的性骚扰：反复谈论不想提及的性隐私

１．研究对象：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共
调查某省两所高校的大学生５３００人，收回有效问卷
３９１０份，应答率７３．７７％。３９１０名学生年龄１５～２６
岁，平均２０．６岁；其中男生１８７５人，女生２０３５人。

或性生活；⑥躯体的性骚扰：包括调查对象不愿接受

的抚摩、爱抚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性行为。
４统计学分析：用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 ６．０建数据库，
ｓＰｓｓ １１

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暴力发生率之间的

２．研究内容与方法：

比较用Ｙ２检验，危险因素的分析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１）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由经过培训的专

回归。

业人员按照统一的调查表进行调查。该调查表在本

结

果

研究之前根据现场测试结果多次修改，具有良好的
效度及信度（通过Ｋｕｄｅｒ－Ｒｔ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公式计算得信

ｌ校园暴力发生情况：至调查之日的前一年内，
３９１０人中，发生校园暴力者７０３人，发生率为

度系数ｎ为０．８１）。
（２）调查内容为一年来发生校园暴力情况，包括

遭受暴力和施暴他人情况，以及个人行为因素如：吸
烟、饮酒、上网情况等，各分析因素的定义及量化赋

值见表１。资料收集过程遵循知情同意和匿名无关

１７．９８％。其中，男生发生校园暴力者５５５人，发生
率为２９ ６０％；女生发生校园暴力者１４８人，发生率
为７．２７％。发生率男生高于女生（Ｔ２＝３２９

８８，Ｐ＝

０ ０００）。

２遭受暴力情况：男生一年来遭受暴力者５２５

联原则，匿名填写调查表格。

人，发生率为２８．００％；女生一年来遭受暴力者１４８
表１

大学校园暴力事件各研究变量与赋值

变量

赋

值

遭受暴力

０：没有；１：有

施暴他』、

０：没有；１：有

年龄（岁）

０：＜２０；ｌ：≥２０

性别

０：女生；１：男生

吸烟

Ｏ：否；１：吸

饮酒

０：否；ｌ：戗

上网

０：吾或偶尔；１：经常

人，发生率为７．２７％。
（１）遭受暴力类型（同一人遭受２种以上暴力者

按暴力类型分别计算）见表２。
表２

３９１０名大学生一年来遭受各类型校园暴力情况

注：参照文献［６，７］，本研究有关变量定叟：吸烟指每周哦１支
及以上；饮酒指每月饮１个有效次及以上（１个有效狄系指每次至少
饮白酒２５ｍｌ、果酒１００ｍｌ或啤酒２００ ｍ１）；上网指平均每周上阚４敬
及以上，每次上网时间在３ ｈＩ；受以上（聊天、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电影
等，不包括上网学习、查资料）

拄：括号外教姑为各类型暴力发生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翠

（２）遭受暴力来源：①男生暴力１０．８５％来自学

（３）计算公式：暴力发生率＝（只受暴无施暴人

校老师和其他员工，６９ ９０％来自校内同学，４．９５％

数＋只施暴无受暴人数＋既受暴又施暴人数）／Ｊ总人

来自校外同学、熟人，１４．２９％来自陌生人。②女生

数×１００％（计算各性别暴力发生率时，各项为该性

暴力２３．６５％来自学校老师和其他员工，６３ ５１％来

别的相应数字）。受暴发生率＝（只受暴无施暴人

自校内同学，３．３８％来自校外同学、熟人，９ ４６％来

数＋既受暴又施暴人数）／』总人数×１００％（计算各性

自陌生人。

别受暴发生率时，各项为该性别的相应数字）。施暴

（３）遭受暴力次数：男生１次／年的占３０．４８％，１

他人发生率＝（只施暴无受暴人数＋既受暴又施暴

次以上／年的占６９．５２％；女生１次／年的占４３．２４％，１

人数）／总人数×１００％（计算各性别施暴他人发生率

次以上／年的占５６．７６％。

时，各项为该性别的相应数字）。

３．暴力行为分类标准：参照文献［５］的暴力分类

（４）遭受暴力后的处理方式：①男生遭受暴力后
处理方式：１２．７５％的学生报告学校或报警，１９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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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５

的告诉同学，２．９４％的告诉家长，５３．９２％的闷在心

变量一次全部进入方程（即Ｅｎｔｅｒ法）进行多因素

里，１０．７８％的花钱消灾。②女生遭受暴力后处理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越小遭受暴力的

式：１２ ８４％的学生报告学校或报警，２７ ０３％的告诉

危险性越大，年龄＜２０岁的学生比≥２０岁的学生更

同学，３ ３８％的告诉家长，５３．３８％的闷在心里，

易遭受暴力。男生比女生更易遭受暴力。吸烟、饮

３．３８％的花钱消灾。

酒、经常上网是遭受暴力的危险因素（表４）。

３施暴他人情况：男生一年来施暴他人者１９５

表４

大学生遭受暴力的多因素ｋ培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人，发生率１０ ４０％；女生一年来施暴他人者３０人，
发生率１

４７％。

（１）施暴类型（同一人施加他人２种以上暴力者
按暴力类型分别计算）见表３。
表３

３９１０名大学生一年来施加他人各类型校园暴力情况
注：所有变量一次全部进入方程（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ｔｅｒ）

（２）施暴他人的危险因素：以是否施暴他人为因
变量，年龄、性别、吸烟、饮酒、上网为自变量，所有变
量一次全部进入方程（即Ｅｎｔｅｒ法）进行多因素
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越大的学生施暴

他人的发生率越高。男生比女生施暴他人的发生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翠

高。吸烟、饮酒、经常上网是施暴他人的危险因素

（２）施暴对象：①男生施暴对象２７．３６％为老师
和其他员工，５４ ７３％为校内同学，５．４７％为校外同

（表５）。
表５

大学生施暴他人的多因素ｌ０９１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学、熟人，１２ ４４％为陌生人。②女生施暴对象
１６．７７％为老师和其他员工，６６．６７％为校内同学，
１６．６７％为校外同学、熟人。
（３）施暴次数：男生１次／年的占２６ ００％，１次
以上／年的占７４．００％；女生１次／年的占３３．３３％，１
次以上／年的占６６．６６％。

注：同表４

４遭受暴力与施暴他人的关联性分析：①男生
发生校园暴力的５５５人中，只受暴无施暴者３６０人，

讨

论

只施暴无受暴者３０人，既受暴又施暴者１６５人。即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文化程度高，自

２种情况发生在同一人身上者占有暴力经历男生人

我期望值高，备受社会瞩目和期待，但尚处于成长阶

数的２９ ７３％。②女生发生校园暴力的１４８人中，只

段，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有

受暴无施暴者１１８人，只施暴无受暴者投有发生，既

可能偏离正常发展的轨道，比一般的社会人群更容

受暴叉施暴者３０人。即２种情况发生在同一人身

易产生心理和行为的异常状态”』。其中校园暴力的

上者占有暴力经历女生人数的２０ ２７％。③对遭受

发生正是异常心理和行为表现的结果。随着高校的

暴力与施暴他人作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分析

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大学生校园暴力作为不可回避

（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列联系数为０

４４８，Ｐ＝０

０００）。说明

遭受暴力与施暴他人有关联。

的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而一
直以来我国校园暴力被有关国际组织认为属较轻微

５．暴力的发生与相关因素的关系：本研究为横

型”】。马家爵事件的暴露也说明了我国对大学生校

断面调查，在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时，按是否遭受暴

园暴力的发生缺乏科学的评估、评价和干预。本次

力分组作遭受暴力危险因素的分析；按是否施暴他

研究表明，被调查的大学生一年内校园暴力发生率

人分组作施暴他人的危险因素分析。

为１７ ９８％，男生发生率２９．６０％，女生发生率为

（１）遭受暴力的危险因素：以是否遭受暴力为

７．２７％；不论受暴发生率还是施暴他人发生率男生

因变量，年龄、性别、吸烟、饮酒、Ｅ网为自变量，所有

都高于女生，说明男生既易成为施暴者又易成为受

￡！，！』垦Ｅｉｉ！里，！ｌ，堕！些！竺！塑！，坠！：堑．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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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然后收回，存在一定的漏答率，加之一些敏感问

男生中，既受暴又施暴者占有暴力经历男生人

题调查者可能不愿回答或不作真实回答故存在一定

数的２９．７３％。女生中，既受暴又施暴者占有暴力经

的应答偏倚，暴力的实际发生率与所调查的发生率

历女生人数的２０ ２７％。对遭受暴力与施暴他人作

可能有差异。但由于目前尚无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最

两个分类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遭受暴力与施

低应答率标准，加之对应答偏倚的估计和控制相对

暴他人有关联。女生受暴发生率与其总的暴力发生

比较困难““，故本研究未作实际发生率与调查发生

率相同，说明施暴他人的女生都遭受过暴力。原因

率的一致性检验，这样会对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可能是一些文献分析的那样：“许多施暴者都是从受

再者，暴力的发生原因很复杂，涉及到社会因素、教

害经历中学会对他人施暴的。由于心理不成熟、缺

育因素、家庭因素、个人因素等”…，而本研究所选因

乏社会经验，容易在受到暴力侵害时简单地通过暴

素太少，获得的信息量不丰富。以上不足之处有待

力反击、‘以暴治暴’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于进一步改进。

遭受暴力和施加暴力类型中，躯体攻击和威胁、
勒索发生率都很高，应加强干预，预防其转变为极端

（感谢河南省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宿管科老师及参与此项
工作的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大力支持）

暴力事件。从遭受暴力来源和施加暴力对象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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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但由于本调查是下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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