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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暴力测量维度的初步建构 
The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M easurement Dimensions of the Youth Vio- 

lence in Sports 

石 岩 ，王 冰 

SHI Yan ，W ANG Bing 

摘要：依据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相关理论，在系统分析青少年体育暴力问题基础上，提出影响青少 

年体育暴力的主客观因素：个性特征、认知偏差、情绪效应和个性弱化是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 

的主观因素；情境因素(项目特点、竞争与攻击、比分差距、比赛结果和比赛规则)和社会因素(榜 

样作用、家庭引导、媒体感染、相关人员和机构影响)是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客观因素。采用 

质性研究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测量维度进行初步建构。青少年体育暴力由青少年体育暴力认 

知观念、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和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三个维度构成，其中，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 

观念维度包括面子主义、猜疑、敌意、不服、报复心理和怨恨 6个观测指标；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 

维度包括易怒、冲动和缺乏自制 3个观测指标；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维度包括言语暴力和身体 

暴力2个观测指标。在确定了青少年体育暴力测量维度后，阐述了《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的编 

制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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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youth violence in sports，the paper analyzed the rela— 

tive issues about youth violence in sports systematically．The subjec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bjectiv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put forward．．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cognitive deviation， 

emotional effect and personality weakening are its subjective influencing factors．And situational 

factors(project characteristics，competition and attack-score gap。competition result and rules) 

and social factors(model function。family guide，media infection，and the influence of related 

personnel and institutions)are its objective influencing factors．The measurement dimensions of 

youth violence in sports were constructed preliminarily by qualitative research，it consisted of 

youth violence cognitive belief，youth violence emotion and youth violence behavior．The youth 

violence cognitive belief in sports included face doctrine，suspicion，hostile，unconvinced，revenge 

and resentment．The youth violence emotion in sports included irritability，impulse and lacking of 

self-contro1．And the youth violence behavior in sports included verba1 violence and physical vio一 

1ence．Further more，based on the three measurement dimensions，the developing scale of youth 

violence in sport was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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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2年，某市育英学院与司法警官学院学生篮球赛起争 

执，致两校 1500多名学生互殴，据称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学生斗殴事件；2010年某市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因一队员犯 

规致伤对手，引发球员和球迷间群殴。从这些青少年暴力事件 

(表 1)来看，它们的发生和发展同体育暴力存在着一定关联，这 

就是“青少年体育暴力”。 

青少年体育暴力是体育暴力 、球场暴力低龄化趋势的延 

伸，所有年龄段的青少年运动员在不同的运动类型中都存在着 

欺侮、打架斗殴和犯罪等体育暴力行为， 并在近年逐渐呈一la 

升的趋势。国外调查显示 ：2005年，8个挪威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 1514名青少年中，有 3O 在运动中遭受过暴 力欺负行为 ； 

2006年，青少年受到的伤害大多发生在体育活动中，其中球场 

暴力占35．8X 2̈ ；2010年 ，青少年受到的意外伤害 53 来自运 

动伤害。嘲 

表 l 近年部分国内外青少年体育暴力事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青少年体育暴力事件的El益增多，相关问题已经引发国内 

外研究者的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0)一篇名为“Protec— 

ting Children from Violence in Sport：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的报告指出：目前对青少年体育暴力的 

研究多以青少年体育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为切入点，探讨家 

长、教练、裁判、同伴、媒体和管理者等对青少年实施的各种言 

语和身体的攻击性暴力行为，旨在保护青少年远离体育暴力之 

害 E4]国外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分析了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原因、 

形式、后果、风险因素及干预措施，Moesch Karin(2010)还对不 

同暴力行为和认知特点的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究他们与暴力行 

为有关的运动背景和心理变量。_5] 

在国内，王京琼(2008)首先探讨了青少年运动参与和暴力 

行为的关联，即正相关性 ，_6 这一观点同 Papaioannou(2004)提 

出的“青少年暴力行为同青少年运动参与呈正相关”l7 的观点 
一 致；另外，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类 

表 2 国内外主要青少年攻击暴力量表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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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内容、成因及对策，侧重于分析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现状、发 

展趋势及其危害性，以达到遏制其发展势态之效。 

攻击暴力问卷或量表(表 2)是目前相关调研中常用的测评 

工具，应用于暴力态度、暴力认知、暴力行为以及暴力人格等方 

面，但它们的的考评意图不针对体育领域，且尚未查阅到可直 

接测量青少年暴力的标准存在于体育运动中，对青少年体育暴 

力的流行率、规模或程度以及后果的有效评估也相对贫乏。f ] 

因而，构建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测量维度，用于编制可以评估和 

量化青少年体育暴力现状的量表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2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概念界定 

“青少年体育暴力”在国外研究中多用“Violence in Youth 

Sports”这一概念，如“About Violence in Youth Sports”(Steve 

Silverman，2010)等，是指以青少年体育活动为情境，以参与暴 

力的家长、教练和裁判等为主体，对青少年实施的各种暴 力行 

为，体育活动都是暴力的情境，即“Youth Violence in Sports”， 

是指在体育活动 中，青少年个体或群体对他人实施 的暴力行 

为。 

采用形式逻 辑“属 +种差 ”定 义法对青少 年体 育暴 力 

(Youth Violence in Sports)进行界定。首先 ，找到“属概念”，即 

“暴力”，是 以伤害他人身心、损害财物为 目的的强暴行 为；其 

次，利用“种差”指出暴力的主体和情境。暴力的主体，即青少 

年个体或群体，包括青少年学生、青少年运动员和社会流动青 

少年；体育情境，即通常人们认为的三大体育活动：竞技体育、 

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因此，可以将“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概念 

界定为：在体育活动情境中，青少年作为暴力的主体，以言语、 

身体动作等手段，蓄意对他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攻击性行 

为。 

根据体育活动的不同情境，将青少年体育暴力分为青少年 

竞技体育暴力、青少年学校体育暴力和青少年大众体育暴力三 

类。 

青少年竞技体育暴力是青少年在竞技体育运动 中发生的 

暴力行为。竞技体育具有竞争激烈性、近距离身体接触性、对 

抗性，当人的攻击本能通过运动宣泄，暴力行为的发生便成为 

可能。越高度专业化 的青少年运动员越可能过度使用规则允 



第 1期 

许外的暴力行为来伤害对手。[8]例如，2008年，美国纽约巴斯托 

青少年足球赛中，两队队员发生的集体斗殴事件。青少年还是 

球场观众暴力的主体，并扮演领导角色，如 1985年“5·19”和 

2002年“3·24”事件等。 

青少年学校体育暴力，是青少年学生在学校体育活动(学 

校体育竞赛、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课)中出现的 

不同程度的暴力行为，在有组织的体育竞赛和无组织的、自发 

的体育活动中较为常见。例如，2004年河北廊坊某中学，体育 

课 自由活动由打雪仗发展到三个班男生群架的暴力事件。 

青少年大众体育暴力，是相对于青少年竞技体育与青少年 

学校体育而言的，是青少年在大众体育活动中发生的暴力行 

为。大众体育范围较广、参与人群较多，青少年暴力的范围也 

随之扩大，若无统一的规则限制、合理的时间安排、同其他运动 

参与者的和谐相处等为前提条件，一旦冲突发生，暴力行为便 

很容易被点燃。例如，2011年吉林长春某家属区，两名高中生 

因打篮球发生碰撞引起纠纷，厮打后被砍杀致死。 

3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理论基础和影响因素 

3．1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理论基础 

目前可用于解释青少年体育暴力且较具影响力的理论有 ： 

本能论 (Sigmund Freud，1895)、宣泄理论 (Berkowitz，1972)等 

生物学理论；社会学习理论(Albert Bandura，1973)、挫折一攻击 

理论(John Dollard等 ，1939)、去个性化理论 (Lyon Festinger， 

1952)、认知理论(Burn，1980)等心理学理论；以及增值理论(Xi 

Semo，1962)、越轨社会学理论(皮艺军，2004)以及感染理论、会 

聚理论、突发规范理论等社会学理论。这些理论分别从多个层 

面解释了暴力的原始性、习得性、宣泄性以及暴力的激发与调 

节等。然而，对于暴力的理解，必须区分认知观念和情绪体验 

对暴力行为的直接解释。[91 

(1)认知观念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影响。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Crick＆ Dodge，1994)强调了青少年个体是通过社会认知观 

念引发行为的，个体对所面临的情境的认知观念是攻击暴力行 

为产生的基础。『1o_具有暴力倾向的青少年可能更倾向于将情境 

中某些不确定的信息误解为挑衅等不合理的认知观念，l1l_而激 

烈的体育运动往往更容易提供各种不确定的信息使青少年的 

认知观念出现偏差，从而引发暴力行为的发生。因此，青少年 

体育暴力的发生离不开青少年的认知观念这一关键因素，然而 

认知观念却并非决定暴力行为发生的唯一因素，这也正是社会 

信息加工理论所忽略的。 

(2)青少年暴力 的情绪反应。Leonard Berkowitz(1986)的 

认知新联合理论指出，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除了各种外部 

环境对其认知观念的暗示作用以外，还受到情绪的影响，如易 

怒、冲动、缺乏 自我控制等，l_】2]而体育本身的竞争性、对抗性对 

青少年情绪的控制也是一个挑战。该理论主要考察情绪反应 

以及暴力等攻击性行为的发生过程 ，这一过程起源于一件令人 

厌恶的事情，它刺激了导致愤怒的一系列反应，最终发展为对 

别人言语或者身体上的攻击。此外，该理论还提出了青少年暴 

力的行为表现，即言语或者身体上的攻击。因此，认为情绪是 

引起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刺激因素，而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是青 

少年体育暴力的直接表现形式。 

(3)青少年体育暴力的认知观念、情绪和行为三者关系。 

Anderson，Dill(2000)和 Bussman(2001)的一般攻击模式 

(GAM)是目前解释个体有关攻击性暴力情绪 、认知观念及其行 

为之间关系较为全面的理论。该理论避免了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和认知新联合理论所强调的认知或情绪对攻击暴力行为的 

主效应，而是从整体上揭示了个体或群体攻击暴力认知观念、 

攻击情绪和攻击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个体或群体在外部环 

境刺激的作用下，通过其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而产生的攻击暴 

力行为。[t3,143Anderson和 Dill(1998)还提出，情境和人格特质 

可通过影响个体当时的内部状态(认知观念、情绪和唤醒状态) 

及之后的评价和决策，共同影响攻击行为。D s,163因此，认为青少 

年暴力行为受青少年个体的认知观念和情绪制约，直接和间接 

的暴力行为依赖于这种暴力认知观念和情绪。_】 

综上所述 ，青少年体育暴力 的出现离不开青少年认知观 

念、情绪和行为的交互作用。 

3．2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影响因素 

总结前人已有研究发现 ，目前有关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影响 

因素涉及心理学、体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并可划分为主观因 

素和客观因素(图 1)。 

认知偏差 

情培效应 

个性弱化 

— 』  

图 1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影响因素 

3．2．1 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主观因素 

从心理学角度对青少年体育暴力问题进行分析发现，青少 

年存在个性特征明显、认知容易出现偏差、情绪效应明显、个性 

弱化等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主观因 

素。 

(1)个性特征。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裂变时期，先是生理 

上的突变，紧接着是心理上的变化。身体上体能增强，心理上 

独立意识增强，而生活中青少年的许多需要(如 自尊、独立、自 

我表现等)并不能一一满足，为实现这些需要，他们可能会去羞 

辱和恐吓对方以赢得信心，可能难以控制攻击、愤怒和沮丧的 

感觉(Dianne Heath，2009)，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上的矛盾极 

易尖锐化 ，而解决矛盾和对付这些强烈情绪最容易选择的手段 

便是“暴力”。Edgar Shields(1996)调查还发现 ，在对暴力的认 

同和行为表现方面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如男性较女性更经常使 

用暴力以展示阳刚之气 oo83 

(2)认知偏差。错误地感知对手的意图是青少年体育暴力 

认知偏差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青少年一旦发现对手企图伤害 

他们，他们便倾向于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 ]归因偏差是 

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偏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Dodge(1983)认 

为，青少年攻击行为的产生就在于青少年个体对他人行为的解 

释中存在归因偏差。[2 

(3)情绪效应。在情绪激动的状态下，人的理智程度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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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控制能力下降，攻击性增强，易导致在对抗性强或激烈的比 

赛中表现出不 良行为。青少年情绪易于激动，在受到外界的刺 

激时容易产生过激行为。情绪上的躁动与不安 ，在行为上表现 

出来，往往容易引发暴力行为。尤其是在竞争与对抗性极强的 

体育竞赛中，青少年情绪上的不稳定被充分激发出来，当这种 

不稳定性急剧变化并超出了他们 自身所能控制的范围时，暴力 

行为便很容易外显出来。 

(4)个性弱化。Simbado(1969)提出，个性弱化是队员失去 

个性，逐渐与团队的要求达到一致时出现的心理状态。失去同 
一 感或归属感以及个人责任感，便会促进攻击行为o[22]青少年 

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团队中的一部分，其行为方式要求与团队行 

为方式达到一致 ，一旦团队中有人与其他个人或群体发生冲突 

时，便会一拥而上，攻击和暴力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3．2．2 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客观因素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出现，不仅与青少年的主观因素有关， 

一 些客观因素同样会对青少年体育暴力产生影响。从体育学 

角度分析 ，青少年体育暴力离不开体育运动 的情境因素，如体 

育运动的项 目特点、竞争与攻击以及体育比赛中出现的比分差 

距 、比赛结果和比赛规则；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榜样作用、家庭 

引导、媒体感染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的影响构成了影响青少年 

体育暴力的社会因素。 

3．2．2．1 情境因素 

(1)项目特点。体育活动本身可能无害，但却可从本质上 

增加青少年的暴力值。[_2 因为体育项目本身所提倡的攻击性打 

法使得暴力在体育中的地位不可或缺，相互殴打、身体阻挡、故 

意犯规等临界暴力行为在篮球、橄榄球 、摔跤和拳击等对抗性 

项 目都是体育规则所允许的。̈2 ] 

(2)竞争与攻击。竞争情境是影响个体行为的一个关键因 

子 ，当个体过分强调比赛胜负时，个体就会执行不道德的行为。 

在运动情境中，欺骗、犯规和故意伤害对手的现象无处不在。Lz朝 

大量 研 究 证 明 (Deutsch，1949；Sherif，1969；Diab，1970； 

Berkowitz，1973)，竞争的倾向会导致攻击暴力的发生，因为竞 

争会助长参与者间的敌意，发展为敌对行为。攻击是大多数 比 

赛中的一个固有元素， 尤其是体育竞赛本身所特有的竞争 

性 ，难以避免对抗所致的攻击和暴力行为的出现。 

(3)比分差距。比分的差距对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具有一定 

的影响。当比分接近，判罚对决定最终的胜负有一定影响，因 

而暴力行为相对较少；当比分差距较大，此时的唤醒不明显，敌 

对情绪也不易被点燃，因而暴力行为同样不明显。只有处于这 

两个比分点之间时，暴力倾向和暴力行为才最容易出现。[ ]这 

对于想赢怕输意识强烈，重视结果的青少年而言，常常因不能 

容忍这样的比分差距而上演暴力。 

(4)比赛结果。比赛结果无非是关系输赢，输或赢在挫折 

水平上是有差异的。挫折一攻击理论认为，挫折水平较低则会 

表现出较为严重的攻击性行为倾向。l2 青少年对比赛结果的关 

注程度高于对比赛过程的重视，他们将比赛结果视为其形象、 

尊严和面子的维护或某些利益的获得。在此前提下，失利方通 

常要 比获胜方更容易出现暴力行为，把暴力作为其挽回尊严或 

发泄内心不满的最直接手段。 

(5)比赛规则。Ronald B．Woods(2011)提出，运动员在 比 

赛规则范围内被允许使用暴力且合法，这也正是其它场合所不 

允许且触及法律的，然而有时，一些运动员会为了干扰对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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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对方的节奏或发泄怨气抱着不被发现的想法故意犯规。__2 

3．2．2．2 社会因素 

(1)榜样作用。青少年英雄崇拜意识强烈 ，倾向于将其崇 

拜者作为榜样，甚至并对其错误的行为进行模仿，对暴力行为 

的模仿便是在消极负面的榜样作用下形成的，可以是对暴力的 

态度、动机以及行为方式和手段等进行模仿o[z8]Smith(1978)指 

出：青少年承认 ，他们在媒体 的作用下可以从一些运动员中学 

到暴力的技战术，且 6O 的青少年会将这些不合宜的技战术运 

用到他们的比赛当中。[2。 

(2)家庭引导。Shari Kuchenbecker(2000)认为：青少年体 

育暴力的上升，部分原因是因为家庭的观念发生了改变，一些 

家庭过分溺爱孩子 ，或者过分强调孩子的胜利，把孩子培养成 
一 种处处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导致他们为了赢得比赛胜利 

而不择手段。此外，父母对暴力行为的支持和鼓励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激励青少年参与暴力行为。Ds] 

(3)媒体感染。暴力信息充斥着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的各个 

角落，电影电视、新闻、体育比赛、游戏等经常可见暴力内容的 

存在，它在媒体的作用下被毫不掩饰地渲染。如暴力游戏会误 

导青少年的认知模式，唤醒青少年的攻击本能，诱发并强化青 

少年暴力行为，教会青少年暴力行为方式，让其更容易发生侵 

略性的行为、更加暴力；l29]又如暴力现象在电视转播的赛事中 

比比皆是 ，运动员的暴力打法因其攻击性而受到一些青少年球 

迷的追捧 。L24j 

(4)相关人员和机构影响。裁判的失误或误判可直接刺激 

青少年暴力情绪或暴力行为的发生和变化。教练在比赛 、训练 

过程中将某些攻击和暴力手段作为比赛的战术，促使青少年学 

会暴力行为的方式以及对暴力行为的应用。一些青少年运动 

员暴力行为的发生离不开领导或组织管理机构给他们带来 的 

压力，暴力行为的发生往往是对体育竞争力造成压力的释放。 

4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测量维度 

4．1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质性研究 

4．1．1 访谈对象 

以目的抽样中的标准抽样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访谈对象， 

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之余与其接洽，征得其同意后进行访谈。参 

加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为 8名青少年学生，男性 7名、女性 1名， 

年龄范围 12—29岁(表 3)。 

表 3 受访者基本资料及访谈工作记录 

4．1．2 访谈程序 

在进行正式访谈之前，先进行预访谈 ，从某高校篮球场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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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征得其同意后进行访谈，为正 

式访谈确定访谈重点和范围、访谈技巧和方法 ，并对访谈资料 

进行初步分析和整理，。 

正式访谈于 2012年 7月对 8名青少年进行一对一的深度 

访谈，访谈前告知受访者研究会对其信息保密。研究者根据预 

访谈的访谈提纲，尽量以开放式语句了解受访者的主观感受， 

并做好录音和访谈笔记，以便减少信息的遗漏。访谈内容包括 

受访者基本信息、在体育活动中参与暴力的青少年的想法或观 

念情况如何、情绪状况如何以及言语和肢体表现如何。 

4．1．3 编码信度检验 

研究者对助手进行开放编码一致性培训后，对访谈信息进 

行编码，统计两名编码者对每个文本文件中各节点上出现的频 

次，以计算各个节点中编码信息发生的总频次、一致数等。 

利用归类一致性指数及编码的信度 系数检验两位编码者 

信度。归类一致性指数，是指对编码归类的相同数目占到归类 

总数的百分比，即 CA一2×S／(T1+ T2)，S表示编码者归类一 

致数，T1、T2表示每人的编码总数；编码信度系数公式为：R一 

(nX平均相互同意度)／[1+(n一1)×平均相互同意度]，其中 

n表示编码人数，平均相互同意度一2×M／(N1+N2)，M、N1、 

N2同S、T1、T2。 

表 4 归类一致性指数及编码信度系数一览表 

由表 4结果可以看出，归类一致性指数在 0．641--0．739之 

间，总归类一致性指数为 0．683，编码信度系数值在 0．781—0． 

850之间，总体编码信度系数为 0．812，符合编码一致性要求。 

4．1．4 访谈结果 

将访谈者的所有录音逐句转换成 WORD格式文本资料录 

入电脑 ，并核对是否同录音内容一致 。后将所有被试的访谈 内 

容导人质性分析软件 QSR NVivol0，输入 自由节点并归纳和概 

念化形成 l1个二级编码树节点，最后形成概括化的3个以频数 

为基础的核心编码一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青少年体育暴 

力情绪和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表5)。 

根据质性研究结果分析可以看出，青少年体育暴力可分为 

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及青少年体育 

暴力行为三个方面，其中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由面子主 

义、猜疑、敌意、不服、报复心理和怨恨构成；青少年体育暴力情 

绪由易怒、冲动和缺乏自制标构成；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由言 

语暴力和身体暴力构成。 

表 5 青少年体育暴力编码信息列举一览表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编码个数) 

4．2 青少年体育暴力测量维度的确定 

在理论释义和质性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青少年体育 

暴力的三个测量维度：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青少年体育 

暴力情绪和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 

4．2．1 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 

“认知观念”是个体面对 自身和外界刺激产生的想法 

(thought)和观念(belief)，对情绪和行为的产生起关键作用。 

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是指青少年因其自身内部及体育活 

动内外部环境的不同刺激等诱发事件，而导致情绪和行为发生 

变化的想法和观念。 

在青少年攻击和暴力的认知观念方面，根据国内外已有攻 

击和暴力量表，如 Buss& Perry(1992)攻击问卷(AQ)及修订 

版等 ，总结出攻击和暴力维度或观测指标：敌意、猜疑、恶意、消 

极、报复、大胆、多疑等。[3o3 

结合质性研究结果，将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维度下的 

观测指标确定为：敌意、猜疑、不服、报复心理、面子主义、怨恨 

六个观测指标。其中，敌意是指对他人的一种敌对心态，意图 

伤害他人而使自己获益；猜疑是一种主观臆想，指歪曲别人好 

意，并认为他人想对其不利的错误观念，_31]它倾向于将错误归 

因于外部环境或他人(即外归因)，而反对别人，反对合作。归 

因理论认为，如果某个体把伤害归因于伤害者的个人因素，而 

非归因于情境因素，那么，其愤怒程度和行为表达则会更为强 

烈；[3。]不服是一种内心的抗拒，拒绝服从；报复是指对他人给予 

的伤害常记于心，只要有机会就报复的心态；l_】 ]报复心理具有 

指向性 ，对象明确，带有敌意；面子主义是个人对其尊严或名声 

的努力挽回或维护的心理状态；怨恨是认为外界环境对 自己不 

公平，自己却无力改变现状而引发埋怨与恨 的一种认知偏 

差。_3l_Arnold LeUnes&Jack R Nation(2002)认为，体育运动 

可以营造相互依赖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旦出现拖累队友 

的糟糕表现，必定会遭到队友的怨恨o[zz] 

总之，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是青少年在体育活动中对 

面子的维护、对结果的不服气、对他人的怀疑 ，认为全世界都与 

他作对、心存怨恨，认为只有报复才能满足内心的平衡，并认为 

伤害他人就能获益的想法或观念，而这些观念更容易导致暴力 

行为的发生。在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中，面子主义是中国 

最为典型的代表，如“如果比赛输了，那多没面子啊，赢 了才会 

脸上有光”；“如果队友被人欺负了，那必须得上啊，那可是关系 

到我们全队的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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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 

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是指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在体育运 

动这一特殊情境下的情绪反应，即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 

验、认知评价、生理唤醒和行为表现。体育运动被人们普遍作 

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手段 ，尤其是在激烈的体育竞赛中，但当这 

种情绪的宣泄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情绪的负面效应便会导致攻 

击和暴力的发生和升级。l2 

Buss等(1957)认为，“攻击性包括易怒、冲动、敌对、愤怒攻 

击等因素，攻击性是这些因素的综合结果”。口1_】结合质性研究 

的结果，将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维度确定为易怒、冲动和缺乏 

自制三个观测指标。Gary Chapman(2009)提出，易怒是指容易 

产生愤怒的情绪，即容易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愉快的情感或情 

绪，是由于感到受伤害或侮辱而产生的与人敌对的情绪 ；蚓 冲 

动是思想不受理性控制的、强烈的情绪体验，通常表现为行为 

前无计划性，不计后果；缺乏 自制是指个体不能对其情绪进行 

很好地控制，抑制冲动和怒气。青少年有时候会难以控制其攻 

击的欲望，以及强烈的愤怒和沮丧的感觉，在此情况下，他们便 

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来应付这种强烈的情绪情感。 

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强调的是青少年容易产生愤怒的情 

绪，冲动，却又不能很好地控制负面情绪和行为。其中，易怒是 

青少年在体育活动最常见的情绪表现，尤其是在其遭到不公平 

的对待后，如“在 自认为很重要的时候被人干扰了就很容易生 

气”；“稍有不顺就容易发火”。 

4．2．3 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 

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是青少年在体育运动中，以殴打、侮 

辱、破坏或者其他手段蓄意对他人造成身体、心理或财产上的 

损害，妨碍了体育活动的正常进行，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且 

行为具有明显的攻击性。 

总结国内外攻击暴力量表中的攻击暴力行为测量指标发 

现，以往研究多以口语攻击、动作攻击、身体攻击、外显攻击、内 

隐攻击、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等指标来测量攻击或暴力行为。 

结合前期质性研究的结果，将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维度确定为 

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两个观测指标。其中，言语暴力指以语言 

攻击为早期阶段，之后逐渐升级 ，表现为言语恐吓、恶意诽谤、 

辱骂、谩骂等，引起他人心理伤害的攻击行为；身体暴力，即对 

他人身体的攻击行为，表现为推搡、殴打以及使用工具进行攻 

击，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身体暴力较言语暴力而言，后果最 

为严重，可直接造成参与者的伤亡。 

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较全面地概括了青少年体育暴力行 

为的主要表现，包括对青少年对他人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攻击与 

口头攻击。 

5 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编制 

在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青少年体育暴力 

的 3个维度(即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青少年体育暴力情 

绪和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以及 11个观测指标(即敌意、猜疑、 

不服、报复心理、面子主义、怨恨、冲动、缺乏自制、易怒、身体暴 

力、言语暴力)，并采用心理测量范式 自编封闭式《青少年体育 

暴力量表》，拟对青少年体育暴力进行测量，以对其现状进行评 

估和量化。 

编制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的条目：一方面，引用国内外攻 

击和暴力量表的相关条 目；另一方面，根据质性研究的访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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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建立条 目库 ，并根据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维度和理论基础确定 

各维度及观测指标下的条 目，以青少年体育暴力行为维度为例 

(表 6)。采用 Delphi法请心理学、体育学等相关方面的专家和 

老师对项 目的选择和描述进行评价后，根据研究的内容及量表 

各维度的含义，判断各条 目是否能反映出想要测 出的含义，将 

语义不清、描述不恰当、有歧义的项 目进行修改和删减。 

表 6 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暴力行为条目 

青少年体育暴力的测评采用 Likert自陈量表五点计分，即 

“完全符合”记 1分、“基本符合”记 2分、“偶尔符合”记 3分、“基 

本不符合”记 4分、“完全不符合”记 5分。这种计分方式一方面 

可以反映出所测量概念的潜在特征，也可体现所测概念在结构 

强度和方向上的差异。 

将《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对青少年学生和青少年运动员 

进行小规模预测，并对所测数据进行项 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 

析，通过检验题项问的相关性和内部一致性改进初测量表。首 

先通过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检验是否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之后根据因素分析的原理 ，对量表条 目作主成分分 

析及斜交旋转生成特征根大于 1的三个因素，并求 出各因素可 

以解释的变异量，删除鉴别力不佳、特征值小于 1及因素负荷 

量小于 0．40的不适合条 目。经过对条 目进行修改和调整，最 

终形成正式的《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为检验量表的维度和 

结构，研究使用 AM()s6．0软件做青少年体育暴力结构方程模 

型。并对青少年人群进行大规模施测，通过验证性 因素分析对 

《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因子结构的拟合优度进行验证，最后确 

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6 小结 

6．1 青少年体育暴力是指在体育活动情境中，青少年作为暴 

力的主体，以言语、身体动作等手段，蓄意对他人的身心健康造 

成伤害的攻击性行为。 

6．2 根据体育活动不 同情境划分青少年体育暴力，分为青少 

年竞技体育暴力、青少年学校体育暴力和青少年大众体育暴 

力。 

6．3 个性特征、认知偏差、情绪效应和个性弱化是影响青少年 

体育暴力的的主观因素；而影响青少年体育暴力的的客观因素 

包括情境因素和社会 因素，其中，项 目特点、竞争与攻击 、比分 

差距、比赛结果和比赛规则是情境因素，榜样作用、家庭 引导、 

媒体感染以及相关人员和机构影响是社会因素。 

6．4 通过质性研究确定青少年体育暴力的三个测量维度 ：青 

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青少年体育暴力情绪和青少年体育暴 

力行为。青少年体育暴力认知观念维度由面子主义、猜疑、敌 

意、不服、报复心理和怨恨 6个观测指标构成；青少年体育暴力 

情绪维度由易怒、冲动和缺乏 自制 3个观测指标构成；青少年 

体育暴力行为维度由言语暴力和身体暴力 2个观测指标构成。 

6．5 以理论研究和质性研究为基础，根据青少年体育暴力的 

测量维度和观测指标，阐述了可用于测量和评估青少年体育暴 

力现状的《青少年体育暴力量表》编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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