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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亲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关系。 方法：以小学高年级为研究对象，对 520 名学生进行了欺

负问卷和依恋问卷的集体测量。 结果：亲子依恋安全性（尤其是母-子依恋安全性）与欺负、受欺负行为有显著负相

关，母子依恋对欺负、受欺负行为有显著预测性，双重安全依恋型儿童欺负、受欺负频率最低。 结论：母子依恋与儿童

欺负、受欺负行为有密切关系，但父子依恋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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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of 4-6th
graders. Methods: The tests about attachment and about bullying were administed to 520 students of grade 4, 5, and 6 in
four primary schools. Results: The children’s attachment security (especially child-mother attachment security) was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ttachment to mother was a predictor of victimization and bullying.
Children with two secure attachments had advantage over others. Conclusion: There is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ach-
ment to mother and bullying, victimization. But we can’t ignore the role of attachment to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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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负是指力量相对较强的一方故意对另一方重

复施加的攻击行为，包括身体、语言、心理等形式 [1]。
研究表明，欺负行为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有近 1/5 被调查的儿童卷入欺负/受欺负问题，欺负

问题无论是对受欺负者还是对欺负者都会造成一定

的心理问题，严 重 的 甚 至 导 致 自 杀 和 犯 罪[2]。
欺负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亲子依恋是

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迄今,研究者为探讨亲子依恋

与欺负行为之间的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但是还是存

在很多疑点和空白领域。首先，虽然大多数研究都发

现母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相关， 但还是有一些研究报

道了不一致的结果[3，4]。 另外，许多研究显示，父亲是

儿童社会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起着母亲无可替

代的作用 [5-7]；但是，以 往 对 于 亲 子 依 恋 与欺负问题

的研究，只局限于母子依恋的影响，很少论及父子依

恋的对欺负行为的影响。
因此， 为进一步明确母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关

系，并初步探讨父子依恋与欺负行为的关系，本研究

采用相关研究，系统考察了母子依恋、父子依恋与儿

童的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关系，希望能够对欺负行为

的解释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长沙市四所小学 4、5、6 三个年级各一

个班，共 12 个班，收回的问卷共 600 份，剔除无效问

卷之后共 520 份。
1.2 工具

1.2.1 依恋量表 亲子依恋关系的测量采用于海琴

修订的 Kerns Security Scale，共有十五个项目，由儿

童自评，分数越高，说明依恋安全水平越高。父、母问

卷各自独立，但问题内容相同，分别施测后得到儿童

对父、母各自的依恋安全性得分。
1.2.2 欺负量表 欺负行为的测量采用张文新等人

1999 年修订的 Olwews 儿童欺负量表小学版[8]。 其中

“本学期你在学校里、上学或回家的路上经常受欺负

吗”和“本学期你在学校里、上学或回家的路上经常

欺负其他同学吗” 两个题目是测查儿童欺负状况的

核心题目，题后附有“本学期没欺负过其他同学(或
没受过欺负)、只发生过一两次、时常发生、大约一周

一次、一周好几次”5 个选项，选项结果即表示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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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学期欺负他人和受欺负的发生频率。

2 结 果

2.1 亲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发生频率的相关分析

由表 1 可知，母子依恋、父子依恋与儿童欺负、
受欺负发生频率都有显著负相关， 其中母子依恋与

欺负、受欺负发生频率的相关极其显著。

表 1 欺负、受欺负发生频率与双亲依恋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儿童性别、年级和亲子依恋对欺负发生概率的

回归分析

将欺负、受欺负的发生频率分为两类：是或否，
分别表示欺负和受欺负事件发生过和没有发生过两

种情况。在统计过程中将本学期未发生过作为“否”，
只发生过一两次、时常发生、大约一周一次、一周好

几次作为“是”。以欺负、受欺负是否发生的概率为因

变量，以儿童的性别、年龄、亲子依恋为协变量或预

测变量，运用 Enter 法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

如表 2 所示。表 2 显示，母子依恋与年级对儿童的受

欺负概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母子依恋越安全，儿童

受他人欺负的情况越少；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

受他人欺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 母子依恋和性别对

儿童欺负他人的行为影响较大，母子依恋越安全，儿

童欺负他人的情况越少； 同时男生欺负他人的情况

比女生更严重。

表 2 欺负、受欺负发生概率对性别、

年级和亲子依恋的回归分析

2.3 父—子、母—子依恋的联合作用

为了考察父—子、母—子依恋的联合作用，我们

首先用聚类法将母—子、 父—子依恋依据其各自维

度及其总分上的得分情况分别划分为两类， 将得分

低的一类命名为非安全组， 得分高的一类命名为安

全组 （t 检验证明两组差异显著， 聚类分析是有效

的）。 然后，进一步将父—子、母—子依恋各自的安

全、 非安全型分类组合成四种家庭依恋类型， 即安

全—安全型、(母)安全—(父)非安全型、(母)非安全—
(父)安全型、(母)非安全—(父)非安全型。 对不同家庭

依 恋 类 型 进 行 多 组 非 参 数 检 验 K (K Independent
Sample)，结果显示，四种家庭依恋类型儿童在受 欺

负、欺负发生频率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3)。 进一步

对儿童欺负、 受欺负发生频率进行四种家庭依恋类

型两两之间的独立组非参数检验(2 Independent Sam-
ple)，结果表明儿童受欺负发生频率的差异主要存在

于双重安全型儿童与母亲非安全—父亲安全型、双

重非安全型儿童之间。 双重非安全型的儿童受欺负

频率最高，双重安全型儿童受欺负频率最低。儿童欺

负他人的差异主要存在于双重安全型儿童与母亲非

安全—父亲安全型、双重非安全型中儿童之中，双重

安全型儿童欺负他人的发生频率最 低， 母亲非安

全—父亲安全型儿童欺负他人的频率最高。 见表 3。

表 3 四种亲子依恋类型儿童欺负、

受欺负发生频率的差异检验

3 讨 论

3.1 母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的关系

母子依恋安全水平与欺负、 受欺负发生频率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逻辑回归证明，母子依恋安全性对

欺负、受欺负行为有显著的预测性。 说明，母子依恋

安全性影响儿童的欺负、受欺负行为，母子依恋越不

安全的儿童越有可能卷入欺负和受欺负行为， 这与

以往大多 数 研 究 是 一致的 [9-12]，支持 Tory 和 Sroufe
提出的欺负产生原因的“依恋理论”，即儿童早期与

照看者之间形成的依恋类型影响着儿童将来处理人

际关系的“内部工作模式”(IWM)。 在婴儿期形成的

不安全的 IWM，可能会使儿童以后在学校里产生不

安全和焦虑的行为从而导致欺负、受欺负的发生[9]。
3.2 父子依恋与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关系

父子依恋与欺负、 受欺负行为之间也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父子依恋安全水平越高，儿童欺负、受欺

负的可能性越少。但是逻辑回归分析中，父子依恋对

儿童欺负受、欺负的预测性没有到达显著水平，在儿

童的欺负、受欺负行为方面，母子依恋的预测作用比

父子依恋的预测作用更大。这可以解释为：在一般的

家庭中， 母亲与父亲相比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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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的精力，由于长时间地与儿童相处，母亲与儿

童建立了更为密切的依恋关系，由此，母子依恋的安

全水平也更能反映儿童欺负和受欺负状况。 关于两

种亲子依恋作用大小的问题， 历来人们倾向于母子

依恋的决定性， 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父子依恋更加

重要， 目前认为比较合理的观点是父母依恋关系的

相对不同预测性,与所评估、研究的儿童不同生活领

域、社会性作用范围有关[13]。
3.3 父子、母子依恋的联合作用

双重安全依恋儿童其卷入受欺负和欺负行为的

频率均显著低于双重不安全依恋和母非安全—父安

全型儿童。由此可以看出，与父母建立双重安全依恋

关系对于儿童来说是最受益的， 而与双亲关系均不

安全的儿童和母非安全—父安全型儿童损失是比较

惨重的，这与对小学高年级儿童的友谊质量、社会焦

虑研究以及对婴幼儿情绪活动、 社会能力及自我肯

定方面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3，14]。 这提示我们，母子

依恋和父子依恋的安全性对于儿童来说都很重要，
二者都能达到安全水平是最理想的， 但母子依恋的

安全性是不可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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