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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长沙市农村中学生暴力遭遇影响因素
多元多水平分析
周立波罗家有方俊群孙振球
【摘要】

目的分析长沙市农村中学生暴力遭遇发生影响因素。方法以过去一年是否遭遇情

感暴力、躯体暴力、性暴力为多应变量，采用多元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三种暴力类型间的相关
关系及暴力遭遇的影响因素。结果在３６２０名被调查者中，情感暴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的发生率
分别为２１．５％、２４．３％和２．ｏ％。采用多元多水平模型将班级水平的随机效应分离出来后得到情感暴力
与躯体暴力、情感暴力与性暴力，躯体暴力与性暴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Ｏ．３３７、０．１３３、Ｏ．１３１；躯体
暴力发生率在班级内存在聚集性（Ｚ２＝４．２８６，Ｐ＝０．０３８）；情感暴力与性暴力在班级内存在关联性（＃＝
４．２３９，Ｐ＝０．０３９）；躯体暴力与性暴力在班级内存在关联性（＃－－－－－４．４８２，Ｐ－－０．０３４）。暴力发生率的影响
因素有性别、吸烟、父母吵架、欺负他人、自尊水平。结论多元多水平模型可将班级水平的随机效应
分离出来，使结果的估计更加准确；在采取有关措施降低中学生暴力遭遇发生率时，除应注意一些个
人因素和家庭冈素的影响外，班集体小环境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情感暴力；躯体暴力；性暴力；农村中学生；多元多水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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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是指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利，对自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Ｒ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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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极有
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利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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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的行为¨】。青少年最容易受到暴力的影响乜】。近
年来，中学生暴力事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严重影
响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以及身心健康。青少年除了

检疫科

容易成为受害人外，往往也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者。

通信作者：罗家有，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ｙｏｕｌｕｏ＠ｈｏｔｍａｉｌ．ｅｏｍ

中学生中最常见的暴力方式是情感暴力、躯体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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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且三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ｂ１。本研究旨在

表１变量赋值表

探讨农村中学生三种暴力的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
为中学生暴力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定义及赋值

变量
应变量

暴力遭遇（过蔓｝＿年）否＝Ｏ，是＝１

对象与方法

自变量

年龄（岁）

１ｌ一＝Ｏ，１３一＝１，１５～＝２，１７～１８＝３

性别

女－－－－０，男＝１

父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ｏ，中学＝ｌ，大学及以上＝２

父亲职业

农民＝Ｏ，经商＝ｌ，工人＝２，十部＝３，其他－－－－－４

母亲文化

小学及以下＝Ｏ，中学＝１，大学及以上－－－－－２

母亲职业

农民＝Ｏ，经商＝ｌ，工人＝２，干部＝３，其他＝４

校名册及相关数据，以学校为单位，按学校规模、地

泡网吧

不或极少＝Ｏ，经常＝ｌ

理位置进行分层，随机抽取６所学校２２个班级，被抽

玩电脑游戏

不或极少＝０，经常＝１

取班级的所有学生列入调查对象范围。调查时间为

吸烟

不或极少＝Ｏ，经常＝１

饮酒

不或极少＝Ｏ，经常＝１

欺负他人

不或极少＝０，经常＝ｌ

老师和一名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负责，按统一步骤和

学习成绩

差＝Ｏ，中＝ｌ，好＝２

指令要求学生回答调查表的每个问题；学生知情同

父母婚姻稳定＝Ｏ。再婚＝ｌ，分居＝２，离婚＝３。单亲＝４

意参与调查，诚实回答问题，匿名填写，以确保调查

父母吵架

不或极少＝Ｏ，经常＝Ｉ

零用钱（元）

≤５０＝０，５１一＝ｌ，１０１一＝２，１５１一＝３。

１．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研究对象为长沙市农
村中学生，包括７一１２年级初中和高中生。采用随
机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先从长沙市４个郊县中，随机
抽取１个作为样本县；然后，根据县教育局提供的学

２００６年９月和１１月。采用自填式问卷，每班由一名

真实准确。

≥２００＝４

２．测量方法：暴力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大部分：

居住场所

家－－０，学校＝１，老师家＝２，租房＝３

即暴力遭遇和危险因素。暴力遭遇采用ＷＨＯ健康

自尊水平

低－－－－－０，中＝ｌ。高＝２

与生活经历问卷中的暴力遭遇部分Ｈ】。该问卷的制

注：无序多分类变量和有序多分类变量均以哑元形式纳入

订考虑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可以进行跨文

３．统计学分析：多元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是同

化应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Ｏ．８４），已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

时对多个结果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几个结

国所采用。本次调查中，中学生遭遇的暴力可以来

果变量视为１水平上的观察单位，用一个虚拟水平

源于任何施暴者（父母、老师、同学、邻居、陌生人

表示ｂ】。本研究存在三个水平，分别是班级、学生个

等）；暴力发生率为过去一年是否遭遇暴力。暴力类

体和一个虚拟水平（情感暴力、躯体暴力、性暴

型包括情感暴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其中情感暴力

力）。分析水平之间呈三层嵌套关系，即虚拟水平ｌ

包括以下情形：在他人面前受到言语侮辱、贬低或羞

嵌套于学生个体水平２，学生个体嵌套在班级水平

辱，受到他人有目的的恐吓、被威胁要伤害自己所关

３。以情感暴力（竹）、躯体暴力（ｙ２）和性暴力（ｙ３）为

心的人、被虐待或错误对待等；躯体暴力包括以下情

反应变量拟合三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如下：假设

形：被打耳光、被推搡、朝你扔东西、被人在地上拖、

），城～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１，兀ｌ＾），ｙ珊～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１，兀融），，，珊～

被敲打、被踢、被抽打、被扼、被卡、被烧和受到枪、刀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１，‰）。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自变量纳

或钝器攻击等；性暴力包括以下情形：当事人不愿意

入得到含三元三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

或感到害怕时被强迫发生性关系；当事人不情愿或
不高兴时被迫进行性接触。
中学生遭遇暴力相关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

ｒｌｏｇｉｔ咏２反１）睢＋ｆ弘（１坍＋…＋岛。（１）毋，反１）睢＝段Ｉ）ｏ＋”（Ｉ灶
｛蛔幻％＝卢∞＋卢弘（２）毋＋…＋晟ｚ圆毋，卢㈣＝麒啪＋ｖ（２）ｏｔ
Ｌｌｏｇｉｔ∞－笋＝助珥＋助（３Ｊ毋＋…＋风。ｏ膦，＆胁＝＆）ｏ＋％珥

（１）

学因素、行为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各因素的定义与
赋值见表１。自尊水平的评价采用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自评

在个体水平，设计如下随机系数矩阵：

量表，１０个条目，旨在评价受评者自信和自我价值
的自我感受，得分范围为１０～４０分。依据孑±ｓ，将
自尊水平分为三个等级，即高（＞孑＋ｓ）、中（孑±ｓ）、低
（＜面－ｓ）；学习成绩依据调查前学校登记的学生学

小㈣㈨她＝睦而］

㈤

期主要学习科目学习成绩总分，分为三个等级，即好

将以上随机系数带入式（３）可以去除班级差

（排名前２５％）、中（排名２５％～７５％之间）、差（排名

异和自变量影响，进一步求出Ｙ。、ｙ２、ｙ３之间的相
关系数。

７５％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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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内不存在聚集性（ｆ＝３．２５９，Ｐ－－－－０．０７１）；躯体暴力发

Ｉ（３）

生率在班级内存在聚集性（Ｚ２＝４．２８６，Ｐ－－－－０．０３８）；性
暴力发生率在班级内不存在聚集性（Ｚ＝３．５１２，Ｐ＝

ｓＯｒ擎）Ｊ

模型邮（１），口（２），卢㈥为反应变量Ｙ，、ｍ ｙ３的系

０．０６１）；情感暴力与躯体暴力在班级内不存在关联

数，知）、牝）、舶）分别为反应变量ｙ１、ｙ２、帕的自变量，

性（ｆ＝３．１６０，Ｐ＝０．０７５）；情感暴力与性暴力在班级

下标“后”为班级标号，‘７”为学生标号，‘缸”代表第后个

内存在关联性（ｆ＝４．２３９，Ｐ－－－－０．０３９）；躯体暴力与性

班级第歹名学生，ｇ（兀）＝黼（１一兀）厩为二项分布的方

暴力在班级内存在关联性（Ｚ２＿－－４．４８２，Ｐ＝０．０３４）。

差，艿＝１表示限定二项分布，Ｐ为两个结果变量之间
的相关系数。

魄
‰
－＿ ＿．＿。 ＿Ｌ

结

果

％

ｍ

Ｑ
－

叭０ ｑ

ｑ

１＿ ｌＩ●Ｊ

＝

：３娜０７（Ｑ翟；Ｑ㈣㈣】

Ｑ

．＿。－ ＿ Ｌ

ｎ

；宝咖加ｍ＠ 嘶！呈呈｜

Ｑ

１４５）Ｑ６辫（ｏ．３２１）Ｊ

１．一般情况：共发出调查问卷３９６０份，两个班

采用多应变量多水平模型将班级水平的随机效

级１２０名学生因为课程安排冲突未接受调查，１７５名

应分离出来后得到情感暴力、躯体暴力、性暴力问的

学生因缺席也未参加调查，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４５

相关系数与控制协变量后计算得到的偏相关系数相

份因质量不合格被剔除。共计收回有效调查问卷

比均略有差异，更为真实地反映三者之间的相关关

３６２０份，有效应答率９１．４％。

系（表３）。

在接受调查３６２０名农村中学生中，男生１７５５人
（４８．５％），女生１８６５人（５１．５％），年龄１ｌ～１８岁，男

表３暴力类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女生平均年龄基本相当（Ｐ＞０．０５）；１１一岁、１３～岁、
１５一岁和１７～１８岁组人数分别占９．８％、３７．５％、
２４．３％和２８．４％；初中和高中生人数基本接近
（５０．４％，４９．６％），其中７１．４％及７７．５％来自于农民家
庭（依据为父母亲职业），其父母亲文化程度在中学

注：‘Ｐ＜０．０１

多应变量多水平模型理论考虑了数据的非独立

及以下者占９０％以上。

２．暴力发生率：３６２０名农村中学生中，情感暴

性及分布于不同水平上的误差，模型拟合采用

力、躯体暴力、性暴力的发生率分别为２１．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和ＰＱＬ方法给予样本更为准确的参数

２４．３％、２．０％；除性暴力外，情感暴力、躯体暴力差异

化的估计哺】。本研究考虑了班级效应和残差之间的

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１３１．５，Ｐ－－－－０．０００；）ｃ２＝８４．２，Ｐ＝

相关性，计算估计系数与一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不同，且

０．０００），男生高于女生（表２）。

所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均小于相应的一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性别人数器。嚣。，畿罴罴
表２

３６２０名不同性别农村中学生暴力发生情况

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单应变量模型中１７一１８岁年
龄组、玩电脑游戏对躯体暴力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但在多应变量多水平模型中无统计学意义，低自尊
组对躯体暴力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表４）。
讨

注：‘Ｐ＜０．０１

论

由于本次研究资料具有层次结构的多反应变量

３．多元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由于本次研究

特征，如果分别以情感暴力、躯体暴力和性暴力为应

资料具有层次结构的多反应变量特征，故本次分析
以过去一年是否遭遇情感暴力、躯体暴力、性暴力为

变量，将所有个人变量拟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所得结果
将有以下问题哺】：其一，传统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是

多应变量，采用多元多水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暴

建立在个体因素相互独立的假设上，当这个假设不

力遭遇发生的影响因素，并与一般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成立时，回归模型中的各参数估计值的有效性和统

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工具采用ＳＰＳＳ

计特性均会受到影响，从而最终的统计推断结论将

１５．０

和ＭＬｗ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软件。对班级（水平２）的

可能偏差；其二，如果从学生个体水平来分析，则未

随机参数做假设检验得到：情感暴力发生率在班级

将班级作为总体的一个随机样本，不能说明不同班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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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还可能增加犯第一类错误的

响。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他们

机会；而多元多水平模型将班级的差异分离出来后，

对物质的追求和非法占有的欲望越来越强，在这种

剩下的只是评价结果在学生间的变异度，如本次研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目前在校园或周边地区，侵害

究表明在单应变量模型中年龄、玩电脑游戏对躯体

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社会环

暴力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多应变量多水平模

境的复杂性和难以测量，本研究未能深入。本研究

型中无统计学意义，低自尊组对躯体暴力的影响程

缺乏有关测量班级环境的变量，如师生关系、同学关

度有所降低。

系、秩序和纪律、竞争和学习负担；故不能进一步分

在研究具有层次结构资料时，层次结构本身也

析班级间差异的可解释因素，有待改进。

是一种混杂影响因素，传统最小二乘法不能排除其

综上所述，在采取有关措施降低大学生暴力遭

结构效应，因而计算得到的部分相关系数偏大，而多

遇发生率时，除应注意一些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的

水平模型则可通过高一级水平的设置将其随机效应

影响外，班集体小环境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元

分离出来，使结果更加准确＂Ｊ：①要分析情感暴力、

多水平分析结果说明有些班级小环境较之于其他班

躯体暴力和性暴力之间的相关性，班级水平是混杂

级更易于使其成员遭遇暴力。

因素，借助多元多水平模型可将班级水平的随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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