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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技

术，有意地、重复地伤害不容易保护自己的个体的攻

击行为 [1，2]。青少年是网络欺负行为的高发人群。

研究显示，我国青少年实施过网络欺负行为的比例

高达有57%以上[3]。遭受网络欺负的经历与自杀、抑

郁、焦虑、孤独、社交退缩等密切相关[2]。

日常生活中的暴力暴露是影响攻击行为的一个

重要因素。暴力暴露（Violence Exposure）是指个体

在日常环境中耳闻、目睹、接触过或经历过的暴力刺

激线索，包括现实中的暴力暴露和媒体暴力暴露
[4]。以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观点认为，长期暴露

于日常暴力的个体更容易形成攻击行为，因为暴力

事件给个体提供了行为观察和模仿的榜样，这不仅

让他们习得了攻击的行为模式，更让他们形成了有

关攻击的情感、态度和信念 [5]。这一观点得到了一

些研究的证实[6，7]。有研究者指出，网络欺负是传统

欺负在虚拟世界的延伸，是一种新型的攻击行为，与

现实的攻击行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8]。因此，本研

究假设，日常的暴力暴露也同样能够预测青少年的

网络欺负行为。

关于日常的暴力暴露如何影响攻击行为的问

题，很多研究者相信攻击信念是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9，10]。攻击信念是指个体对攻击行为是否可接受或

正确的认知，即攻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

的 [11]。社会信息加工模型（Social Information Pro⁃
cessing Modal，SIP）认为，个体会将经验过的社会行

为及其结果进行心理表征并存储在记忆之中，成为

一般社会知识，构成潜在的心理结构，并对后来的行

为倾向发挥预测作用[12]。研究发现，长期暴露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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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现实暴力事件的个体，会潜移默化地形成攻击信

念及相应的行为倾向，从而增加实施攻击行为的可

能性 [13，14]。攻击信念与网络欺负之间有同样的关

系。研究显示，攻击信念对网络欺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攻击信念高的个体出现网络欺负的可能性更

大[15]。本研究由此推测，攻击信念在日常中的暴力

暴露与青少年网络欺负之间起中介作用。

攻击性是一种有着明显性别差异的社会性行为
[16]。关于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

为，在个体性别角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对男性

和女性在行为上的期望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中，

男性的攻击行为容易被容忍甚至鼓励，而女生的攻

击行为则容易被制止，因此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攻

击信念。Nicole等通过追踪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

对攻击行为的认可程度更高[17]。另一种观点强调不

同性别在生理上的差异，男女生的攻击信念可能并

没有明显的差异，但由于一些生物学上的原因（如睾

酮含量的差异）使男性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 [18]。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性别对攻击信念的中

介效应可能有调节作用。如果调节的是前半径，表

明第一种观点被验证；如果调节的是后半径，表明第

二种观点被验证。

1 方 法

1.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湖南省长沙、湘潭和邵

阳3个地区6所中学抽取初一到高三的学生2000人
做问卷调查，剔除重要人口学变量（性别、年级）填写

不完整以及填写率低于 80%的无效问卷，最后参与

分析的有效问卷为 1645份。在性别分布上，男生

889人（54%），女生756人（46%）；在年级分布上，初

一397人，初二389人，初三421人，高一292人，高二

101人，高三 45人。被试的年龄在 10到 21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13.94岁（SD=1.898）。
1.2 工具

1.2.1 网络欺负问卷 由EnKwan和Skoric编制，陈

启玉等修订成中文版。问卷共17题，考察个体过去

一年使用社交网站时实施网络欺负行为的情况和频

率。该问卷采用6级评分，其中1表示“从未有过”，2
表示“有过 1次”，3表示“2到 4次”，4表示“5到 7
次”，5表示“8到 10次”，6表示“超过 10次”，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实施网络欺负的频率越高。量表的信

效度良好[19]。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6。
1.2.2 暴力暴露问卷 由吴晓燕等[20]对Schwartz和

Proctor的社区暴力调查问卷进行修订而形成，用于

考察个体在日常环境中看到的、听说的或亲身经历

的暴力现状与程度，共25个题目。问卷采用5点评

分，1表示“从未”，5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明个

体暴力暴露的程度越高，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的暴

力信息越多。量表的信效度良好[20]。本研究中，量

表的α系数为0.97。
1.2.3 攻击信念量表 由 Guerra 和 Huesmann 编

制，吴晓燕修订，共8个题目。量表采用4点评分，1
代表“完全不合情理”，4代表“完全合乎情理”，得分

越高，表明个体对攻击行为的认可和接受度越高。

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20]。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

0.61。
2 结 果

2.1 网络欺负的人口学特征

青少年网络欺负得分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t=4.78，P<0.001，男生的网络欺负得分（22.27±8.21）
显著高于女生（20.67±5.17）；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

异，F（5，1639）=9.08，P<0.001，事后检验显示，初一

（19.67 ± 4.15）显著低于初二（21.65 ± 6.77）、初三

（22.19 ± 7.95）、高一（22.69 ± 7.00）、高二（22.83 ±
11.32），高三（20.37±3.91）显著低于高一、高二（P<
0.05）。
2.2 暴力暴露、攻击信念和网络欺负之间的相关

暴力暴露与攻击信念显著正相关，与网络欺负

显著正相关，攻击信念与网络欺负显著正相关。见

表1。
表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1]提出的完整的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综合分析攻击信念在暴力暴露

与网络欺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对于这一中

介过程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先将暴力暴露、攻击信

念和网络欺负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性别采用虚拟变

量：0=男生，1=女生。建立三个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2所示。

模型1中，c1显著，说明暴力暴露对网络欺负行

为有正向影响；c3显著，说明性别在暴力暴露对网络

1.暴力暴露

2.攻击信念

3.网络欺负

M
41.78
13.21
21.53

SD
20.04
4.28
7.02

1
1

0.20**
0.33**

2

1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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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负的直接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模型2中，a1显著，说明暴力暴露对攻击信念有

正向影响。模型3中，b1显著，说明攻击信念对网络

欺负有正向影响。由此说明，攻击信念在暴力暴露

与网络欺负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但 c1’仍显

著，说明攻击信念在暴力暴露与网络欺负之间的中

介作用为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 3中，c3’不显著，说明在纳入了中介路径

后，直接路径没有受到性别的调节作用；a3不显著，

b2显著，说明性别调节了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

男生中攻击信念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占总效应的

比例为 19.52%；女生中攻击信念的中介效应值为

0.03，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0.79%。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性别对于攻击信念中介作用的调

节效应，通过简单斜率分析考察男生和女生的攻击

信念对网络欺负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随着攻击

信念水平的提高，男生（β=0.34，P<0.001）和女生（β=
0.28，P<0.001）的网络欺负行均随之增加，但男生网

络欺负行为的上升幅度比女生更大。

3 讨 论

网络欺负是网络时代的一种新型攻击方式，在

青少年人群中表现出了一定的性别差异和年级差

异。在本研究中，与女生相比，男生有更多的网络欺

负行为。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相一致[22，23]。一般

认为，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主要是社会

文化塑造的结果。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下，男生的欺

负行为常常被认为是勇敢的或者有力量的，而女生

表现出过多的欺负行为则容易被认为是刻薄的缺乏

教养的，因此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采取欺负的方式

解决人际冲突。此外，网络欺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

异，从初一到高二，年级越高，网络欺负行为发生率

越高。Festl 和Quandt也在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结

果[24]。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

长，青少年开始意识到直接的欺负行为与社会规范

不符，为了免受惩罚以及维护自己的形象，个体会更

多的釆用间接的形式进行欺负[25]。但这种发展趋势

到高三年级开始发生转变，在本研究中，高三年级的

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显著少于高一和高二。其中可

能有发展的原因，如心智变得更理性平和，也有外界

环境的原因，如面临高考。

本研究发现，攻击信念在日常的暴力暴露和青

少年网络欺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表明日常

的暴力暴露能够通过增加攻击信念以引发更多的网

络欺负行为。这一结果与传统攻击行为的相关研究

一致 [7]，说明传统攻击行为的相关理论同样适用于

网络欺负行为。社会信息加工模型为这一中介机制

的形成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强调外部事件

对认知模式的触发作用，认为一个长期暴露于暴力

之中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认可攻击行为的问题解决

方式，更愿意相信攻击行为是合理的，因而也就更容

易忽视攻击的消极后果[26]。相比传统的攻击行为，

网络欺负由于匿名性和便捷性等特点，不用直接去

感知被欺负者的痛苦，受到攻击信念的影响可能更

大。

本研究发现，性别对攻击信念中介效应的调节

显示在后半路径，具体表现为，相比女生，攻击信念

对男生的网络欺负行为有更明显的预测作用。换句

话说，即使攻击信念一样，男生仍然会表现出比女生

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这说明在从认知转化为行为

这一过程中，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这可能根源

于男女生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例如，男性的睾酮水

平约为女性的7-8倍，由于对睾酮的代谢更快，男性

的睾酮产量约为女性的 20倍，而且研究发现，睾酮

与攻击行为的相关虽然不是很高，但这种关系确实

存在[18]。当然，原因也可能不这么简单，由于男生和

女生在具体的攻击行为上也有性别差异，如男生可

能更多地参与到身体和言语攻击中，女生更多地参

与到关系攻击中，且不同的攻击行为影响因素又有

所不同[27]，而本研究并没有将网络欺负行为做更为

精细的分类，因此难以考察其中的区别。这是未来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以网络欺负为因变量

年级c0

暴力暴露c1

性别c2

暴力暴露×性别c3

以攻击信念为因变量

年级a0

暴力暴露a1

性别a2

暴力暴露×性别a3

以网络欺负为因变量

年级c0’

暴力暴露c1’

性别c2’

暴力暴露×性别c3’

攻击信念b1

攻击信念×性别b2

β

0.07
0.49

-0.10
-0.19

0.07
0.31

-0.08
-0.13

0.05
0.37

-0.08
-0.12
0.44

-0.19

t

2.99**
6.94***

-4.30***
-2.71**

2.80**
4.21***

-3.18**
-1.78

2.29*
5.39***

-3.63***
-1.77
6.22***

-2.79**

R2

0.13

0.05

0.19

F
59.03***

22.87***

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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