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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内外ꎬ学校组织的活动及其

他所有与校园环境相关的暴力行为ꎬ方式包括躯体暴

力、言语 / 情感暴力和性暴力ꎬ校园暴力可能发生在学

生之间、师生之间以及校外人员与校内人员之间[１] ꎮ
校园欺凌是一种系统性的权力滥用ꎬ欺凌行为的主体

是一群或单个学生ꎬ对特定个体或一群学生采取重复

且长期的负面行动[２] ꎮ

校园暴力与欺凌会对所有学生造成伤害ꎬ而在关

注这个问题时ꎬ性少数群体常常受到忽视ꎮ 性少数群

体(ＬＧＢＴ)主要是指性倾向为同性恋、双性恋和性别

认同为跨性别的人ꎮ 因为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

达等原因ꎬＬＧＢＴ 群体成为校园中易受暴力与欺凌侵

害的弱势群体ꎮ
以往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研究往往只关注到恐同、偏

见和污名等因素带来的风险结果ꎬ忽略了社会文化中

的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ꎮ 危险因子是指可能导致、诱
发危险事件或加剧风险结果的因素ꎻ保护因子是指能

够预防、干预危险事件的发生ꎬ或提高个体面对危险

事件应对能力的因素[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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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注 ＬＧＢＴ 群体在校园暴力与欺凌中危险因子和

保护因子的必要性

１.１　 ＬＧＢＴ 群体所面临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ＬＧＢＴ 群

体不仅会经历异性恋群体遭遇的多种形式的校园暴

力与欺凌ꎬ如踢打等躯体暴力、恐吓羞辱等言语 / 情感

暴力、性骚扰等性暴力和孤立排挤等间接欺凌以及网

络欺凌ꎬ还面临着异性恋霸权文化、性别刻板印象、对
性倾向的污名和偏见以及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性

别表达压力[４－８] ꎮ 其中恐同是导致 ＬＧＢＴ 群体遭遇校

园暴力与欺凌的一个重要原因ꎬ恐同是指针对 ＬＧＢＴ
群体负面的信念、态度、刻板印象和行为[９] ꎮ

校园暴力与欺凌导致的负面影响ꎬ如自杀倾向和

抑郁症状ꎬ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影响普遍比异性恋学生严

重[３ꎬ１０] ꎮ 魏重政等[１１] 对国内 ７５１ 名 ＬＧＢＴ 学生进行

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欺凌的问卷调查ꎬ结果发现ꎬ
４０.９％曾在学校听到难听绰号ꎬ３４.６％受到过言语伤

害ꎬ２１.９％被孤立ꎬ６. ０％受到身体伤害的威胁ꎮ 不仅

ＬＧＢＴ 学生会受到恐同欺凌ꎬ一些异性恋学生基于性

别表达也可能遭遇恐同形式的暴力与欺凌[１２] ꎮ
在不同学习阶段ꎬＬＧＢＴ 学生均遭受着校园暴力

与欺凌ꎬ其中所有阶段的学生都受到了超过 ３０％的言

语伤害[１１] ꎮ 虽然针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校园暴力与欺凌

也存在地域差异ꎬ但各个地区的 ＬＧＢＴ 学生都表示曾

或多或少经历过不同形式的校园暴力与欺凌[１３] ꎮ
１.２　 关注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全体学生的意义　
关注校园暴力与欺凌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危险因子和保护

因子ꎬ有利于预防和干预校园暴力与欺凌ꎬ促进 ＬＧＢＴ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校园适应性发展ꎬ也有利于培

养异性恋学生平等、尊重的价值观ꎮ 当整体校园氛围

得到改善和提高时ꎬ异性恋学生也将从中受益[１４] ꎬ因
为异性恋学生可能是暴力、欺凌事件的实施者、旁观

者或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支持者[１５] ꎮ
１.３　 关注危险因子和保护因子对学校的意义　 对危

险因子和保护因子的关注有利于改善校园氛围ꎮ 校

园氛围在校园暴力与欺凌和学生发展之间起着重要

的调节作用[１４ꎬ１６－１７] ꎮ Ｒａｎｋｉｎ[１８] 发现ꎬ大多数大学教职

工和学生感知到的校园氛围是恐同的ꎬＬＧＢＴ 学生感

知到的校园氛围质量低于非 ＬＧＢＴ 学生ꎬ性倾向不明

确的学生感受到的校园氛围最差[１２] ꎮ
目前ꎬ多数学校缺乏应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资

源ꎮ 学校的教师与教职工对于校园暴力与欺凌问题

的认知、定性和处理能力都对该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有

重要影响[１９] ꎮ 对该议题的关注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对

教师与其他教职工进行培训ꎬ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预

防和干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ꎮ

２　 ＬＧＢＴ 群体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危险因子和保

护因子

２.１　 危险因子　 ＬＧＢＴ 学生遭受校园暴力与欺凌的维

度广泛[５] ꎬ危险因子包括性倾向、性别表达等自我因

子和偏见、污名、恐同等外在因子ꎮ
２.１.１　 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 　 性倾向、性别

认同和性别表达是 ＬＧＢＴ 学生受到校园暴力与欺凌的

重要原因ꎮ 由于个体对服从主流的性别规范的压力

非常高ꎬ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个体经常遭遇校园暴力与

欺凌[１５] ꎮ 同时ꎬＬＧＢＴ 学生为避免校园暴力与欺凌ꎬ可
能会刻意表现出传统社会规范下的性别表达ꎬ隐瞒自

己真实的性别表达ꎬ增加了日常压力ꎬ进而影响了心

理健康ꎬ如焦虑和抑郁水平提高[２０] ꎮ
２.１.２　 偏见、污名和恐同　 基于偏见带来的校园暴力

与欺凌往往被人忽略ꎬ它是一种潜在的校园暴力与欺

凌形式ꎬ因此干预难度更大ꎬ危害比一般性的校园暴

力与欺凌更强ꎬ对个体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状态和社

会适应性的影响也更深[６] ꎮ 并且ꎬ偏见和歧视也不利

于建设积极校园氛围和达到良好教学效果[２１] ꎮ 有研

究发现ꎬＬＧＢＴ 群体的问题行为和心理问题比异性恋

群体严重的原因与基于性倾向的偏见和歧视有关[２２] ꎮ
污名增加了 ＬＧＢＴ 群体遭遇暴力与欺凌的风险ꎬ

不同程度伤害了该群体的心理健康[４ꎬ８] ꎬ并导致问题

行为的加剧[２３] ꎮ 如对同性恋关于性别表达(男性气质

和女性气质)的污名ꎬ导致男异性恋学生会刻意表现

出传统社会规范下的男子气概[２４] ꎬ与 ＬＧＢＴ 学生保持

社会距离ꎬ以避免被人误会自己是 ＬＧＢＴ 群体中的一

员ꎬ加剧了 ＬＧＢＴ 学生遭遇孤立、暴力和欺凌ꎬ并强化

了恐同的校园氛围和基于性倾向的污名[２５] ꎬ而受害的

男同性恋者也可能基于文化对男性气质的要求ꎬ羞于

求救[２６] ꎬ或参与到暴力行为中ꎬ以掩饰自己的性倾

向[２７] ꎮ
２.１.３　 消极校园氛围 　 校园欺凌和积极校园氛围负

相关[２８] ꎬ消极校园氛围会加剧青少年遭遇校园暴力与

欺凌事件[１６] ꎬ其中 ＬＧＢＴ 学生更可能做出高危险行为

(酗酒、嗑药和自杀想法与行为)ꎬ并更加忽视自我关

怀[２９] ꎮ
２.１.４　 危险因子导致的风险结果　 已有研究发现ꎬ校
园暴力与欺凌会对 ＬＧＢＴ 学生造成心理健康问

题[６ꎬ１１－１２] 、行为问题[５－６] 、校园适应性发展问题和学业

问题[３ꎬ６ꎬ２９] ꎮ
ＬＧＢＴ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ꎬ表现在抑

郁和焦虑水平、自杀意图和自尊水平ꎮ 在校遭受恐同

欺凌的 ＬＧＢＴ 学生有更频繁的自杀想法、更低的主观

幸福感[６] 和更严重的抑郁[１１] ꎮ ＬＧＢＴ 学生在经历校

园暴力后ꎬ比异性恋学生有更严重的抑郁和更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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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想法ꎬ且即便同性恋学生没有遭遇到直接的暴力

与欺凌ꎬ仍可能因为校园中基于恐同的暴力与欺凌ꎬ
担心被孤立ꎬ进而产生较严重的焦虑、抑郁[１２] ꎮ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长远性ꎮ
学生阶段遭受校园暴力事件ꎬ对成年早期的心理健康

状况(抑郁、自尊水平和自杀想法)有很强的预测性ꎬ
尤其是受到校园暴力的高频组被试在成年早期报告

抑郁症状的人数是低频组的 ２.６ 倍[５] ꎻ另外ꎬ男同性恋

在成长阶段受到污名和排挤ꎬ对日后的吸烟、酗酒行

为也有预测作用[３０] ꎮ
经历校园暴力与欺凌的 ＬＧＢＴ 学生可能伴随着系

列问题行为ꎬ如自杀尝试、物质滥用和不安全性行为ꎮ
遭受基于偏见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有更加严重的物质

滥用行为和自杀尝试[６] ꎻ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频率

越高ꎬ负面影响越大ꎬ高频组学生更可能进行不安全

性行为ꎬ自杀尝试是低频组学生的 ５.６ 倍[５] ꎮ 与异性

恋学生相比ꎬＬＧＢＴ 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后ꎬ酗酒

和物质滥用的行为更加严重[１２] ꎮ
校园暴力与欺凌对于 ＬＧＢＴ 学生学业发展有很大

的负面影响ꎮ 遭受基于偏见的校园欺凌的学生与没

有遭遇过的学生相比ꎬ学业成绩差的人数比为 １.６８ ∶
１ꎬ曾有旷课行为的人数比为 １.８６ ∶ １[６] ꎬ校园欺凌与

暴力对 ＬＧＢＴ 群体成年早期的社会适应性也有预测作

用ꎬ由于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导致学业失败、成绩差ꎬ
生活中的选择和未来职业发展受到限制ꎬ个人潜能也

受到压抑[５] ꎮ 除此之外ꎬ暴力与欺凌事件不仅会对学

生不利ꎬ教职工的工作成就也受到影响[１８ꎬ２９] ꎮ
在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时ꎬＬＧＢＴ 学生的问

题行为是对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应激反应或反抗方式ꎬ
如旷课、逃学[３１] ꎬ会进一步影响学业成就ꎮ 当校园暴

力与欺凌发生时ꎬ学校缺乏干预和支持 ＬＧＢＴ 学生的

资源条件ꎬ会导致 ＬＧＢＴ 学生进一步被边缘化ꎬ对生活

和学业造成负面影响ꎬ也会影响 ＬＧＢＴ 职员和教师的

工作[２９] ꎮ
２.２　 保护因子　 面对校园暴力与欺凌ꎬ存在一些保护

因子能够帮助 ＬＧＢＴ 群体去预防或应对ꎬ这些保护因

子包括人口学变量(性别、成长环境、年龄和受教育水

平)、学校教育、校园文化多样性与保障性制度、积极

校园氛围和人际互动ꎮ
２.２.１　 人口学变量　 与性别有关的研究发现ꎬ相比男

性ꎬ女性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宽容[３２－３６] ꎬ更愿意和同

性恋个体保持友谊和参加有同性恋学生参与的校园

活动[２８] ꎬ而且ꎬ相比和男异性恋交友ꎬ异性恋女性和男

同性恋交友时感受到了更高的舒适度和更亲密的互

动[３７] ꎮ 另外ꎬ人们对女同性恋的态度最宽容[３４－３６] ꎬ女
同性恋者受到的校园欺凌总分低于男同性恋者和跨

性别者[１１] ꎮ 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力和心理健康状况

也有性别差异:女同性恋者受到校园暴力的可能性最

低ꎬ其次是男同性恋者ꎬ跨性别者最为严重[１３] ꎮ 相比

男同性恋ꎬ女同性恋有更少的负性心理健康状况和更

积极的适应性表现[５] ꎮ 这些结果可能是因为社会文

化更看重男性保持言行的性别一致性和体现男子气

概[５ꎬ２６] ꎬ认为女性更为柔弱ꎬ并且女性的亲密行为会让

人觉得自然ꎮ
与成长环境变量有关的研究发现ꎬ来自城市的大

学生比城镇和农村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更为包

容[３２] ꎬ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的地域差异可能是受不同

地域的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１３] ꎮ
与受教育水平变量有关的研究发现ꎬ学历高的个

体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积极[２４] ꎬ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

学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更友好[２８ꎬ３１] ꎬ所经历校园暴力

和恐同言论的可能性更小[１３] ꎮ 同时ꎬ大学毕业率更高

且经济水平更高学区的学生更少听到“ｇａｙ”用于负性

语境[１３] ꎮ 可能是由于学历越高ꎬ个体越能客观、全面

地看待 ＬＧＢＴ 群体ꎬ进而更为包容和友好ꎮ
２.２.２　 学校教育　 研究发现ꎬ在课堂学习过同性恋知

识的学生比没在课堂学习过相关知识的学生ꎬ对同性

恋的态度更友好[１９ꎬ３８] ꎮ 另外ꎬ对异性恋学生进行有关

同性恋的宣传教育[３９] ꎬ或对大学生进行同性恋反歧视

同伴教育[３５] ꎬ也能够改善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ꎮ 当

个体对该群体的认知越全面ꎬ越有利于打破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偏见和污名ꎬ态度就越包容[３８ꎬ４０] ꎮ 然而ꎬ大学

生通过学校教育知道同性恋的人数比例极低[３２ꎬ３８] ꎬ原
因首先是很少有学校开设相关课程ꎬ其次是学校教育

者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忽略和教育内容中相关话题的

缺失ꎮ
在考察师生关系的研究中ꎬ与教师有更积极关系

的学生ꎬ会更少报告校园暴力与欺凌等负面遭遇[４１] ꎮ
当学生在师生搭配比例低(即人均 １ 个教师带更多数

量的学生)的学校时ꎬ更可能听到恐同言论[１３] ꎬ原因可

能是当师生关系融洽时ꎬ学生更愿意求助ꎬ教师也能

更好地关注到并且及时干预ꎮ 同时当 １ 个教师管理的

学生越少ꎬ越能够对校园暴力与欺凌进行干预ꎮ
２.２.３　 校园文化多样性与保障性制度 　 在与学校文

化有关的研究中发现ꎬ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体现了学校

氛围的包容ꎬ学生更愿意和同性恋学生保持友谊或参

与有同性恋学生参加的校园活动[２８] ꎮ
在与学校制度有关的研究中发现ꎬ学校的制度与

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与欺凌的风险有关ꎬ学校教育制度

和政策能够影响 ＬＧＢＴ 学生的在校经历和异性恋学生

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态度[２１] ꎮ 当有制度性保障后ꎬＬＧＢＴ
学生遭遇更少的恐同言论和欺凌事件ꎬ并报告校园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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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是支持性和安全性的[２１] ꎬ也会有更多的教师会在欺

凌发生时进行干预[２０] ꎮ
２.２.４　 积极校园氛围　 生活在积极校园氛围中ꎬ针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校园暴力与欺凌事件会更少ꎬＬＧＢＴ 学生

会有更少的问题行为和心理健康问题[１２ꎬ１６] ꎬ并对学校

有更高的归属感[４２] 和校园依恋[１４] ꎬ也有更高的学业

成就、自尊水平[１７]和更少的问题行为、抑郁症状、自杀

尝试和自杀意图[１６ꎬ２５] ꎮ
２.２.５　 人际互动　 研究发现ꎬ通过实际接触了解到同

性恋的大学生比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的大学生对同性

恋的态度更积极[３２] ꎬ在现实中和 ＬＧＢＴ 群体有过接触

的个体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态度也更为友善[２４ꎬ４３] ꎮ
Ｐｏｔｅａｔ 等[２８]发现ꎬ更愿意与出柜后的同性恋保持

友谊和更愿意参加有同性恋者参与的校园活动的个

体更少涉及欺凌行为ꎮ Ｅｖａｎｓ 等[４４] 研究发现ꎬ和 ＬＧ￣
ＢＴ 群体有了接触并观察过 ＬＧＢＴ 群体的 ２ 名异性恋

参与者ꎬ在实验结束后ꎬ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

变得更加积极友善ꎮ Ｂｏｗｅｎ 等[４０] 在研究中提到ꎬ学生

之间的互动可增加异性恋学生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了解ꎬ
有利于打破负面刻板印象ꎬ对 ＬＧＢＴ 学生产生更积极

的态度ꎬ也能更加支持 ＬＧＢＴ 学生的权利ꎮ
２.３　 双向因子　 同一个变量或者经历ꎬ在不同的研究

中ꎬ对于一批被试而言可能是危险因子ꎬ对于另一批

被试而言可能是保护因子ꎬ如出柜[３] ꎮ
２.３.１ 　 出柜与性别认同 　 出柜有利于提高个体自

尊[３] ꎬ对同性恋身份的积极态度和对同性恋身份能够

怡然相处和高自尊与低焦虑 / 抑郁相关[３１] ꎮ 但出柜也

可能伴随更多的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力与欺凌[３] ꎬ尤
其在男同性恋群体中ꎬ出柜可能引起他人的恐同ꎬ尤
其经常参加同性恋活动的个体会遭遇更严重的同性

恋刻板印象和偏见歧视ꎬ进而更容易成为施暴者的目

标[３１] ꎮ 而对性别身份的困惑或恐惧与抑郁水平正相

关ꎬ与心理健康水平负相关[４５] ꎮ
２.３.２　 参加 ＬＧＢＴ 群体的活动 　 在女性 ＬＧＢＴ 群体

中ꎬ参加 ＬＧＢＴ 相关活动有利于对自身性倾向持更积

极的态度ꎬ但参加更多的 ＬＧＢＴ 活动也和更高的焦虑

水平与问题行为有关ꎬ因为这可能成为个体面对同性

恋污名的应激方式[３１] ꎮ 提示“参与更多的同性恋活

动”是一把双刃剑ꎬ当个体对性倾向有更为积极的态

度时ꎬ参与更多的活动具有积极意义ꎻ反之ꎬ参与更多

的同性恋活动可能把对自己性倾向持消极态度的 ＬＧ￣
ＢＴ 群体置于更危险的情境(例如无保护性行为)ꎮ

３　 对改善和干预 ＬＧＢＴ 群体校园暴力与欺凌的实践

３.１　 招聘和保留 ＬＧＢＴ 学生、教职工　 学校招聘和保

留 ＬＧＢＴ 学生和教职工ꎬ明确表示对 ＬＧＢＴ 职员和学

生的欢迎ꎬＬＧＢＴ 个体更可能公开他们的性倾向ꎬ当个

体不必花精力去掩饰性倾向时ꎬ能够提高在工作和学

习上的效率和满意度[１８] ꎮ
３.２　 完善制度保障　 学校需提供清晰、安全、有效的

举报不法行为途径ꎬ完善学校安全汇报机制ꎬ建立第

一联系人ꎬ并提供解决 ＬＧＢＴ 相关问题的安全保障人

员(如心理咨询师)来减轻受害者的痛苦和恐惧ꎮ
３.３　 建立反暴力与欺凌的社团和安全区　 建立反校

园暴力与欺凌的社团ꎬ充分发挥社团文化的作用ꎮ 研

究发现ꎬ所在高中有同性恋异性恋联盟的 ＬＧＢＴ 学生

校园归属感更高ꎬ并更少经历基于性倾向的校园暴

力ꎬ有更少的不健康饮酒行为、更低的抑郁水平和更

少的心理压力[４２] ꎮ
３.４　 为异性恋和 ＬＧＢＴ 学生创造互动机会 　 学校可

以给异性恋学生和 ＬＧＢＴ 学生安排互动活动ꎬ如体育

比赛[１８] ꎬ现实互动和接触可以打破对 ＬＧＢＴ 学生的刻

板印象ꎬ减少污名[２８ꎬ４０] ꎬＬＧＢＴ 学生也可以从中感受到

友善和支持性的校园氛围ꎮ
３.５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的作用

学校可以整合 ＬＧＢＴ 议题ꎬ纳入相关课程教学ꎬ对 ＬＧ￣
ＢＴ 群体进行客观全面的讲解ꎬ减少学生通过其他认知

渠道而导致的对 ＬＧＢＴ 群体的污名和偏见[１９] ꎮ
在人类文化中ꎬ掌握权力的大众会有意无意地掩

盖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声音ꎬ就异性恋和

ＬＧＢＴ 群体来说ꎬ后者自觉不自觉地会被加强学习异

性恋行为规范ꎬ“不同”会打破常规ꎬ而沉默会加强那

些不同的个体屈从于大众规范[１８] ꎬ因此ꎬ只有当 ＬＧＢＴ
学生在学校的可见度提高的时候ꎬ他们才能在校园发

声ꎮ 学校教育需要提供对 ＬＧＢＴ 学生支持性的措施来

支援他们发声ꎬ并告知异性恋学生该群体的存在ꎬ传
递平等、包容、尊重的观念ꎬ而最终受益的将是校园中

的每一个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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