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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性传播疾病( ＳＴＤ)认知及相关危险性行为间的关系ꎬ为学校开展性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利用自编调查问卷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对广州市 ６ 所高校 １ ０８７ 名大学生进行性传播疾病知识和

危险性行为的调查ꎮ 结果　 广州市大学生自报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１ １％(１２１ / １ ０８７)ꎬ男生(１５ ５％)高于女生(６ ９％)ꎮ 在

有性行为的人群中ꎬ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 ２１ ５％(２６ / １２１)ꎮ 排在前 ４ 位的是多个性伴侣(９ １％)、同性性行为(７ ４％)、金
钱性交易(５ ８％)、多人性游戏(５ ８％)ꎮ ２３ ６％(２５５ / １ ０８７)的学生报告曾有 ＳＴＤ 疑似症状ꎬ排在前 ４ 位的是生殖器瘙痒

(１６ ３％ꎬ１７７ / １ ０８７)、外阴分泌物增多( ８ ４％ꎬ９１ / １ ０８７)、排尿时灼痛( ６ ２％ꎬ６７ / １ ０８７)、生殖器皮肤破损( ３ ６％ꎬ３９ /
１ ０８７)ꎮ 危险性行为组人群 ＳＴＤ 知识得分低于对照组和相对低危组人群(Ｆ ＝ ３ ４８９ꎬＰ ＝ ０ ０３１)ꎬ且 ＳＴＤ 疑似症状发生率

高(χ２ ＝ ２７ ４６７ꎬＰ＝ ０ ０００)、安全套使用率低( χ２ ＝ ２４ ４３５ꎬＰ ＝ ０ ０００)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ꎬ生源地为港澳台学生

(ＯＲ＝ ３ ２５４ꎬ９５％ＣＩ＝ １ ０５８~ １０ ００８)、吸烟者(ＯＲ ＝ ８ ７７１ꎬ９５％ＣＩ ＝ ３ ４３０ ~ ２２ ４２８)、药物成瘾者(ＯＲ ＝ ５ ０６２ꎬ９５％ＣＩ ＝
１ ７１６~ １４ ９３２)更易发生危险性行为ꎮ 结论　 大学生中危险性行为现状不容乐观ꎮ 应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ꎬ提
升性传播疾病认知ꎬ降低危险性行为发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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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ＳＴＤ)是

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

的传染性疾病[１] ꎮ 近年来我国性病发病率逐年升高ꎬ
而发病年龄逐年降低ꎮ 文献研究发现ꎬ大学生婚前性

行为发生率为 ９ ５９％ ~ １５ ６５％[２－５] ꎬ并且存在一夜情、
多性伴、商业性行为等危险性行为[６] ꎬ从而增加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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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ＳＴＤ 的感染风险ꎮ 本研究以广州市大学生为例ꎬ
通过调查 ＳＴＤ 相关知识、性行为现状ꎬ剖析大学生群

体中高危性行为者的特点、ＳＴＤ 感染与相关危险性行

为间的关联ꎬ 为学校及有关部门开展性教育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６ 年 ３—５ 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广州市 ６ 所高校的在读本科生ꎮ 根据广州市高校分

布ꎬ选取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

范大学、广州外语学院、广东工业大学ꎬ兼顾年级与专

业均衡ꎬ共抽取 １ ２００ 名大学生ꎮ 收回问卷 １ １３２ 份ꎬ
回收率为 ９４ ３％ꎬ 有效问卷 １ ０８７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５ ４％ꎬ其中男生 ５４２ 名ꎬ女生 ５４０ 名ꎬ性别信息缺失

５ 人ꎮ
１.２　 方法　 参照文献[７－９] 设计调查问卷ꎬ调查内容包

括人口学特征、ＳＴＤ 知识(包括传播途径 ３ 题、ＳＴＤ 特

征 ５ 题、预防措施 ２ 题)、相关性行为及态度等ꎮ 学生

性病艾滋病知识共 １０ 题ꎬ总分 ２０ 分ꎮ 单选题答对得

２ 分ꎬ答错得 ０ 分ꎻ多选题全部答对得 ２ 分ꎬ答对部分

得 １ 分ꎬ完全答错得 ０ 分ꎮ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ꎬ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

行现场调查ꎬ学生不记名自填问卷并当场收回ꎬ及时

审核、整理并剔除无效问卷ꎮ 调查问卷后附微信公众

号ꎬ于调查结束 ２ 周后公布问题答案ꎬ以便被调查者学

习了解ꎮ

考虑到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男女朋友固定性伴的

现象ꎬ根据有无性行为及其性行为特征ꎬ将研究对象

分为对照组(自报无性行为史)、危险性行为组(存在

金钱性交易、多人性游戏、肛交、同性性行为、多个性

伴侣 等 情 况 ) [７ꎬ１０] 和 相 对 低 危 组 ( 固 定 异 性 性

伴) [１１－１２] ꎮ 参考相关文献[１３－１５] ꎬ结合大学生特点ꎬ有
关变量定义如下:吸烟是指每周吸 １ 支以上ꎻ饮酒指过

去 ３０ ｄ 至少饮白酒 ２０ ｍＬ、果酒 １００ ｍＬ 或啤酒 ２５０
ｍＬꎻ药物成瘾史指到调查时ꎬ至少 １ 次使用过摇头丸、
镇静剂、冰毒、可卡因等毒品或未在医生的指导下擅

用过安定等镇静催眠类药物ꎮ
１.３　 统计处理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录入数据ꎬ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分析数据ꎮ 主要采用 χ２ 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方

法ꎮ 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１ ０８７ 名学生中ꎬ有 １２１ 人(１１ １％)
自报曾发生过性行为ꎬ男生( １５ ５％) 明显高于女生

(６ ９％)ꎮ 其中相对低危性行为发生率为 ８ ７％ (９５ /
１ ０８７)ꎬ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 ２ ４％(２６ / １ ０８７)ꎮ 在自

报发生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ꎬ有 ９３ ４％ (１１３ / １２１)报

告了初次性行为年龄ꎬ其中初次性行为年龄≤１４ 岁的

占 ７ １％(８ / １１３)ꎬ１５ ~ １８ 岁占 ２８ ３％(３２ / １１３)ꎬ≥１９
岁占 ６４ ６％(７３ / １１３)ꎮ
２.２　 不同性行为人群 ＳＴＤ 知识得分比较　 由表 １ 可

见ꎬ危险性行为组 ＳＴＤ 得分低于其他 ２ 组(Ｐ<０ ０５)ꎮ

表 １　 不同性行为大学生 ＳＴＤ 知识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传播途径 ＳＴＤ 特征 预防措施 总分
危险性行为组 ２６ ３.１２±１.６３ ５.５０±２.２８ ２.０８±１.２９ １０.６９±５.１５
相对低危组 ９５ ３.５１±１.４５ ６.６８±２.１１ ２.６３±０.９２ １２.８２±３.４２
对照组 ９６６ ３.３９±１.４３ ６.３９±２.３４ ２.５８±０.９７ １２.３６±３.５９
Ｆ 值 ０.７８３ ２.５３０ ３.６８１ ３.４８９
Ｐ 值 ０.４５６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１

２.３　 不同性行为大学生 ＳＴＤ 相关危险性行为态度比

较　 学生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 ２ ４％ꎬ男、女生分别为

３ ３％(１８ / ５４２)、１ ５％ ( ８ / ５４０)ꎮ 其中多个性伴侣的

有 １１ 人ꎬ同性性行为 ９ 人ꎬ金钱性交易 ７ 人ꎬ多人性游

戏 ７ 人ꎬ肛交 ６ 人ꎮ 在所有的危险性行为中ꎬ男、女生

均以多个性伴侣发生率最高ꎮ
有 ６９ ４％的大学生对同性性行为持中立和支持

态度ꎻ多数大学生对一夜情、多个性伴侣、金钱性交

易、多人性游戏持反对态度ꎬ但仍有一定比例表示中

立ꎬ表示支持的大学生分别占 ８ ３％ꎬ ６ ８％ꎬ ５ ５％ꎬ
４ ０％ꎮ 不同性行为大学生比较可发现ꎬ危险性行为组

对以上性行为的支持率均高于其他 ２ 组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不同人群 ＳＴＤ 疑似感染及性病检查情况比较　

大学生中有 ４ 人被医疗机构明确诊断患有性病ꎬ其中

危险性行为组 ２ 人ꎬ相对低危组 ２ 人ꎮ 报告曾有 ＳＴＤ
疑似症状的有 ２５５ 人(２３ ６％)ꎬ前 ４ 位分别是生殖器

瘙痒 １７７ 人(１６ ３％)、外阴分泌物增多 ９１ 人(８ ４％)、
排尿时灼痛 ６７ 人 ( ６ ２％)、生殖器皮肤破损 ３９ 人

( ３ ６％)ꎮ 做 过 性 病 检 查 的 有 １０５ 人 ( １０ ０％)ꎮ
８２ ９％的学生认为自己感染 ＳＴＤ 的风险很低ꎮ 有危

险性行为组的 ＳＴＤ 疑似症状发生率、ＳＴＤ 身体检查

率、ＳＴＤ 感染风险均高于其他 ２ 组ꎮ 见表 ３ꎮ
２.５ 　 安全套使用情况 　 在有性行为的大学生中ꎬ
３７ ５％(４５ / １２１)报告每次性行为都用安全套ꎬ２９ ２％
(３５ / １２１)经常使用ꎬ２０ ０％(２４ / １２１)偶尔使用ꎬ１３ ３％
(１６ / １２１)从不使用ꎮ 其中危险性行为组安全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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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低于相对低危组(χ２ ＝ ２４ ４３５ꎬＰ ＝ ０ ０００)ꎬ危险性

行为组中有 ３８ ５％从不使用安全套ꎮ 不使用安全套

的主要原因是不舒服ꎬ占 ２７ ８％ꎮ

表 ２　 不同性行为组别大学生相关性行为态度构成比较

组别 态度 一夜情 同性性行为 多个性伴侣 金钱性交易 多人性游戏
危险性行为 支持 １１(４２.３) ９(３４.６) １３(５０.０) １０(３８.５) １０(３８.５)
(ｎ＝ ２６) 中立 １１(４２.３) １０(３８.５) １０(３８.５) １２(４６.２) １０(３８.５)

反对 ４(１５.４) ７(２６.９) ３(１１.５) ４(１５.４) ６(２３.１)
相对低危组 支持 １０(１０.５) １０(１０.５) ８(８.４) ８(８.４) ５(５.３)
(ｎ＝ ９５) 中立 ４１(４３.２) ６０(６３.２) ３４(３５.８) ２８(２９.５) ２０(２１.１)

反对 ４４(４６.３) ２５(２６.３) ５３(５５.８) ５９(６２.１) ７０(７３.７)
对照组 支持 ６８(７.１) １３４(１４.１) ５１(５.４) ４１(４.３) ２８(３.０)
(ｎ＝ ９６６) 中立 ２９０(３０.４) ５２１(５４.７) １８９(２０.０) １８４(１９.５) １３２(１４.０)

反对 ５９６(６２.５) ２９７(３１.２) ７０４(７４.６) ７２１(７６.２) １３２(１４.０)
合计 支持 ８９(８.３) １５３(１４.３) ７２(６.８) ５９(５.５) ４３(４.０)
(ｎ＝ １ ０８７) 中立 ３４２(３１.８) ５９１(５５.１) ２３３(２１.９) ２２４(２１.０) １６２(１５.２)

反对 ６４４(５９.９) ３２９(３０.７) ７６０(７１.４) ７８２(７３.４) ８６０(８０.８)
χ２ 值 ５６.３９６ １１.７５０ １０５.６６０ ８１.３６７ １０３.５６９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３　 不同性行为大学生 ＳＴＤ 疑似感染及性病检查情况比较

组别 人数
有 ＳＴＤ

疑似症状

做过 ＳＴＤ
身体检查

有 ＳＴＤ
感染风险

危险性行为组 ２６ １７(６５.４) ５(２０.０) １４(５３.８)
相对低危组 ９５ ２６(２８.０) １６(１７.６) １４(１５.２)
对照组 ９６６ ２１２(２２.０) ８４(９.１) １５３(１６.２)
χ２ 值 ２７.４６７ ９.４６６ ２５.５５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６　 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２.６.１　 单因素分析 　 相关性行为发生情况在不同性

别、宗教信仰、民族、生源地、是否药物成瘾、吸烟、饮
酒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男生、有宗教信仰、少数民

族、药物成瘾者、吸烟者、饮酒者的危险性行为发生率

均高于其他组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组别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组别 人数 危险性行为 相对低危组 对照组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５４２ １８(３.３) ６６(１２.２) ４５８(８４.５) ２０.３６０ ０.０００

女 ５４０ ８(１.５) ２９(５.４) ５０３(９３.１)
宗教信仰 无 ９４８ １９(２.０) ８６(９.１) ８４３(８８.９) ６.０７０ ０.０４８

有 １２８ ７(５.５) ９(７.０) １１２(８７.５)
民族 汉族 ９９３ ２０(２.０) ８６(８.７) ８８７(８９.０) ９.４９３ ０.００９

少数民族 ８１ ６(７.４) ８(９.９) ６７(８２.７)
生源地 内地 １ ０２３ ２０(２.０) ９３(９.１) ９１０(８９.０) １７.７６９ ０.０００

港澳台 ５９ ６(１０.２) ２(３.４) ５１(８６.４)
药物成瘾 有 ３６ ９(２５.０) １(２.８) ２６(７２.２) ３２.９７４∗ ０.０００

无 １ ０４６ １７(１.６) ９４(９.０) ９３５(８９.４)
吸烟 是 １１７ １５(１２.８) ２５(２１.４) ７７(６５.８) ９０.７５２ ０.０００

否 ９６０ １１(１.１) ６９(７.２) ８８０(９１.７)
饮酒 是 ６８５ ２１(３.１) ７７(１１.２) ５８７(８５.７) １７.９３８ ０.０００

否 ３９１ ５(１.３) １７(４.３) ３６９(９４.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ꎮ

２.６.２　 多因素分析　 用似然比前进法筛选因素ꎬ分别

对高危性行为组和相对低危组与对照组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港澳台、吸烟、有药物成瘾史的

学生更容易发生危险性行为ꎻ男生、吸烟、饮酒的大学

生更易发生性行为ꎮ 见表 ５ ~ ６ꎮ

表 ５　 大学生危险性行为组与对照组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参照组 Ｂ 值 Ｓｘ 值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生源地　 内地　 １.１８０ ０.５７３ ４.２３７ ０.０４０ ３.２５４(１.０５８~ １０.００８)
吸烟　 　 不吸烟 ２.１７１ ０.４７９ ２０.５５２ ０.０００ ８.７７１(３.４３０~ ２２.４２８)
药物成瘾 无成瘾 １.６２２ ０.５５２ ８.６３４ ０.００３ ５.０６２(１.７１６~ １４.９３２)

　 注:因变量赋值为高危性行为组＝ １ꎬ对照组＝ ０ꎮ

表 ６　 大学生性行为相对低危组与对照组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参照组 Ｂ 值 Ｓｘ 值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生　 ０.５６２ ０.２５１ ５.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１.７５５(１.０７３~ ２.８６９)
吸烟　 不吸烟 １.１１７ ０.２７８ １６.２０８ ０.０００ ３.０５６(１.７７４~ ５.２６５)
饮酒　 不饮酒 ０.７５３ ０.２８６ ６.９５７ ０.００８ ２.１２４(１.２１４~ ３.７１９)

　 注:因变量赋值为相对低危组＝ １ꎬ对照组＝ ０ꎮ

３　 讨论

性病艾滋病是全球范围内影响青少年健康的主

要疾病之一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广州市大学生性行

为发生率与 ＳＴＤ 患病率都处于较低水平ꎮ 说明广东

省高校的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取得一定成效ꎬ有效遏

制了 ＳＴＤ 在大学生中的快速蔓延与发展ꎮ 其中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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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生率为 １１ １％ꎬ与 ２０１０ 年李博等[８] 和 ２０１５ 年李

玲等[９]对广东省高校调查的 １３ ３％和 ９ ５９％相比ꎬ大
学生性行为发生率历年相对稳定ꎻ而与 ２００９ 年梁志

江[１６]对全国 ７ 城市高校调查的 １５ ６５％和 ２０１５ 年刘

志浩等[１７]对南京市调查的 １０ ７％相比ꎬ广州市大学生

性行为发生率与全国其他地区水平相当ꎬ可能是因为

大学生来自全国各地ꎬ受到出生地文化影响较大ꎬ并
且大学生与社会接触较少ꎬ受到外界影响较小ꎮ 在有

性行为的人群中ꎬ有 ３ ３％报告曾被诊断过患有性病ꎬ
略高于 ２００７ 年马瞧勤等[１８]报道的 １ ５％和 ２０１３ 年张

秋梅报道的 ３ ０％[１９] ꎮ 提示 ＳＴＤ 确实已经在大学生

群体中存在了ꎬ应引起学校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 大学生危险性行为发生率为

２ ４％ꎬ存在着性行为方式多样、性伴侣个数不固定等

现象ꎬ对性传播疾病的控制提出很大挑战ꎮ 有性行为

人群中ꎬ男男性行为( ＭＳＭ)发生率高达 ７ １％ꎮ 有研

究表明ꎬ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性病患病率约 １０％ꎬＨＩＶ 感

染率约 ４ ６％ꎬ远远高于全人群水平[２０－２１] ꎮ 本次调查

的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中有 ５０％发生过异性性行为ꎬ在
无保护状态下会增加性病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

播的风险[２２] ꎮ 青年人是艾滋病高发人群ꎬ中国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 ５０％以上为 １５ ~ ２９ 岁的青年[２３] ꎮ 我国青

年学生疫情增长迅速ꎬ全国学生感染者超过百人的省

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５ 个增长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０ 个[２４] ꎮ 男男性

行为是艾滋病在大学生中传播的主要途径[２５] ꎬ因此探

索包括男男性行为在内的危险性行为人群的特征对

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的干预有重要意义ꎮ
心理和社会因素是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键

因素ꎬ本研究发现ꎬ有药物成瘾史、吸烟史的被调查者

高危性行为发生率更高[２６] ꎬ提示高校学生高危性行为

发生与物质成瘾行为有一定的相关性ꎮ 与内地学生

相比ꎬ港澳台地区的学生更易发生危险性行为ꎬ可见

社会文化对高校学生的性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ꎮ 因

此学校和相关部门应该针对高危人群的特征重点进

行教育ꎮ 分析发现ꎬ危险性行为组人群 ＳＴＤ 知识水平

低ꎬ性态度开放ꎮ 从疑似症状发生率与性病相关身体

检查率可以侧面反映 ＳＴＤ 感染率可能较高ꎬ但是安全

套的使用率却很低ꎮ 因此高校性教育在提高知识水

平的基础上还应增加“性安全教育”ꎮ 本次样本含量

相对较小ꎬ后续的研究会继续增加样本含量ꎬ进行进

一步验证ꎮ
指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ꎬ降低危险性行为

的发生率ꎬ必须要积极转变性教育理念和观念[２７] ꎮ 充

分了解学生的需求ꎬ如构建网络平台ꎬ开展网上咨询

和谈心工作ꎬ充分保护学生的隐私ꎮ 同时学校应该加

强性教育课程的开发力度、师资培训力度、设立考核

制度ꎬ发挥学校主阵地的作用[２８] ꎬ同时还要依靠家庭

和社会的共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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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认知模式”的机制密切相关ꎬ内观者通过对父母、
亲人、朋友的回忆ꎬ感受到被爱、被给予ꎬ改善不良认

知ꎬ最终使情绪变得稳定[９－１０] ꎮ ＮＣＴ 是检讨自己在以

往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ꎬ比较自身对他人的非理性

认知和他人对自己的关爱两者间的差异和原因ꎬ并进

行自我分析ꎬ纠正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不良心态ꎬ从
而更容易容纳他人及被他人容纳ꎬ使人际关系问题得

到解决[１１] ꎮ 另外ꎬＮＣＴ 能使内观者掌握换位思考ꎬ多
角度看问题的方法ꎬ纠正不切实际、不理智的非理性

信念ꎬ帮助内观者更客观地认识自我ꎬ领悟来自各个

方面的支持ꎬ促进情感平衡ꎬ从而使自我认知失调问

题得到解决[１２] ꎮ
研究发现ꎬ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医学生对未来职

业定位的迷茫和对自我发展的担心ꎬＮＣＴ 干预过程

中ꎬ内观者随着正性情感的启动ꎬ对未来的担心和迷

茫逐渐减轻ꎮ ＮＣＴ 对心身症状也有改善ꎬ医学生的心

身问题主要表现在饮食睡眠方面ꎬ经过心理干预ꎬ内
观者的情绪得到改善ꎬ 相应的躯体不适也得到解

决[１３－１４] ꎮ 另外ꎬ由于经济困难和学习困难等对医学生

来说是客观存在的ꎬ虽然 ＮＣＴ 无法改变现实存在的问

题ꎬ但能改变内观者看待事物角度ꎬ增加自我接纳感ꎬ
减少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ꎬ从而更加有效地应对这

些现实问题ꎮ
多因素分析显示ꎬ女生疗效优于男生ꎬ可能因为

女生情感细腻、内心活动丰富ꎬ且更能遵守心理干预

的时间和内容要求ꎬ容易从 ＮＣＴ 中体会温暖和感动ꎬ
洞察自身的非理性认知ꎮ 另外ꎬ家庭经济困难的医学

生心理治疗效果较好ꎬ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集

中在人际关系敏感、适应困难、自我认知失调与情绪

问题方面ꎻ经过心理干预ꎬ他们调整了认识问题的角

度ꎬ能更客观地评价自身与他人ꎬ改善自我认知失调ꎬ
缓解人际关系敏感ꎬ更好地融入环境ꎬ降低消极情

绪[１２] ꎮ 父母之间关系较好、与父母的关系较好和父母

身体健康的内观者心理干预效果较好ꎮ 手册完成情

况好、出勤率高的医学生干预效果较好ꎬ说明接受心

理干预的时间与疗效呈正相关ꎮ 足够的心理干预时

间能使内观者暂时放下现实中的烦恼ꎬ在内观情境中

进行多角度、深层次思考ꎬ打破“我执”ꎬ修正认知偏差

和固有的行为模式[１５] ꎮ
本研究在调查医学生心理问题的基础上ꎬ采用内

观认知疗法进行大样本干预研究ꎬ充分证实了内观认

知疗法的有效性[１６] ꎬ并为该疗法的应用和推广提供了

基础和经验ꎮ 由于条件限制ꎬ本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医

学生ꎬ在以后的研究中ꎬ可以进一步扩大范围ꎬ并延长

随访时间以明确该疗法的远期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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