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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等心理健康指标的影响因素ꎬ为保障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

健康提供支持ꎮ 方法　 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儿童抑郁量表、社会支持评定等量表ꎬ对随机抽取的乌鲁木齐市 ７８６ 名维

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生抑郁得分高于女生( ｔ ＝ ２.７９ꎬＰ<０.０１)ꎻ农民工子弟学校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得分为(１２.５５±６.８３)分ꎬ公立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为(１２.２４±６.６５)分ꎬ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ｔ＝ １.７３ꎬＰ>０.０５)ꎮ 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占总效应的 ２８.４６％ꎮ 结论　 社会支持能直接

影响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抑郁ꎬ同时也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影响抑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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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ꎬ外
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ꎬ随之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ꎬ尤
其是对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１－２] ꎮ 流动儿童群体

的不断增多引起了各部门的重视ꎬ因受到家庭父母的

关注时间较少ꎬ同时生活在经济条件较差、周围环境

较为复杂的贫民区ꎬ势必产生负面影响ꎬ造成心理抑

郁、自闭、受到歧视、社会适应不良等[３－４] ꎮ 研究显示ꎬ
较好的社会支持对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起

积极作用[５－６] ꎮ 抑郁也是流动中小学生常见的情绪障

碍ꎬ其出现往往带来学习成绩的下降ꎬ同时与自杀行

为密切相关[７－８] 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维吾尔族流动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ꎬ为更好的促进其健康成长提

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

学校分布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２ 月随机选取 ３ 所中学和小

学ꎬ共 ６ 所学校ꎬ每所学校随机抽取 １ 个年级的 ４ 个

班ꎮ 共抽取 ６ 所学校的 ２４ 个班的 １ １２７ 名维吾尔族

中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０２４ 份ꎬ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８６％ꎬ其中公立学校流动中小学

生 ２１４ 名ꎬ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中小学生 ５７２ 名ꎬ乌鲁

木齐市本地中小学生 ２３８ 名ꎮ 流动学生中ꎬ男生 ４６２
名ꎬ女生 ３２４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３.０２±１.４７)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由杜

建政等[９]翻译修订而成ꎬ该量表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评分ꎬ
即完全不同意记到完全同意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量表共

包含 １０ 个项目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０.７８ꎮ
１.２.２ 　 儿童抑郁量表 　 儿童抑郁量表由 Ｋｏｖａｃｓ 于

１９８１ 年编制ꎬ由 ２７ 个项目组成ꎬ包括情感缺乏、负性

情绪、低自尊、低效感、人际关系等 ５ 个分量表ꎮ 每个

项目计分分别为 ０ ~ ２ 分ꎬ对应偶尔、总是、经常ꎬ其中

有 １３ 个项目为反向计分ꎬ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程度越

高ꎮ 根据 Ｔｉｍｂｒｅｍｏｎｔ 等[１０] 的研究结果ꎬ将得分≥１９
分判定为抑郁症状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

为 ０.８５ꎮ
１.２.３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本调查使用的社会支持

评定量表是在 １９８６ 年肖水源编制的原量表的基础上

修订而成[１１] ꎬ修订的条目为第 １０ 条即对于团体组织

活动中结合维吾尔族宗教习惯ꎬ加入了相关宗教组织

这一类型ꎮ 修订后的量表共由 １０ 个项目组成ꎬ分为主

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 ３ 个维度ꎮ 本研究

中因调查对象为中小学生ꎬ根据调研组专家讨论ꎬ修
改并删除了部分条目ꎬ使其适合于维吾尔族中小学生

的实际情况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信度为 ０.７６ꎮ
１.３　 调查方法　 调查者由经过培训的维吾尔族教师

组成ꎬ采用维吾尔语讲明调查的目的及要求ꎬ调查采

用现场调查、现场收回的方式进行ꎮ 调查问卷均翻译

为维吾尔语进行调查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进行双录

入ꎬ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统计方法包括

方差分析、ｔ 检验、χ２ 检验等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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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及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
女生除在客观支持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外ꎬ其他各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ＳＤ 多重比较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小学生

流动时间在>３ 年的中小学生在社会支持、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上得分均高于流动时间≤３ 年

的 ２ 组流动中小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０.０１)ꎮ流动时间 １ ~ ３ 年的学生核心自我评价得分最

低ꎬ与 > ３ 年学生相比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１)ꎮ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流动时间 人数 统计值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核心自我评价
性别 男 ４６２ ３５.２８±６.６３ １８.１１±３.３８ ９.４３±２.９４ ７.７２±２.２１ ３.６５±０.６５

女 ３２４ ３６.５３±６.８２ １８.７４±３.４９ ９.５４±２.８８ ８.３２±２.２２ ３.６７±０.６９
ｔ 值 －２.５６ －２.５２ －０.５２ －３.７４ －０.４１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５１ ０.００ ０.７０

流动时间 / 年 <１ １６８ ３３.６６±６.７１＃＃ １７.０３±３.３７＃＃ ８.９２±２.８５＃＃ ７.４４±２.３８＃＃ ３.５８±０.７９
１~ ３ ２９６ ３３.３４±５.５３＃＃ １７.６２±３.１８＃＃ ８.７６±２.５９＃＃ ７.２１±２.０９＃＃ ３.４６±０.５９＃＃

>３ ３２２ ３６.４３±６.５６ １８.５９±３.４２ ９.６８±２.８５ ８.１５±２.１６ ３.７１±０.６６
Ｆ 值 ２１.７４ １３.７１ ９.４５ １５.１７ １０.８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与流动时间>３ 年比较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特征维吾尔族中小学生抑郁情况比较　 维

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男生抑郁得分(１３.２４±６.７６)分高于

女生(１１.８５±６.９７)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７９ꎬＰ<
０.０１)ꎮ 农民工子弟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抑

郁得分为(１２.５５±６.８３)分ꎬ公立学校维吾尔族流动中

小学生的抑郁得分为(１２.２４±６.６５)分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ｔ＝ １.７３ꎬＰ>０.０５)ꎮ 流动时间 １ ~ ３ 年的学生抑郁

得分(１４.０６±６.７３)高于<１ 年和>３ 年学生得分(１３.１２
±７.３４ꎬ１２.１５±６.６９)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６.０４ꎬＰ
<０.０１)ꎮ维吾尔族农民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本地维

吾尔族中小学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 ２１. ８５％
(１２５ / ５７２)ꎬ１６.８２％(３６ / ２１４)ꎬ１３.０３％(３１ / ２３８)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８９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相关性及中介效应分析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

生抑郁与社会支持、支持利用度及核心自我评价间均

呈负相关ꎬ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

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７８６)

变量 抑郁 社会支持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社会支持 －０.５１
主观支持 －０.４８ ０.８６
客观支持 －０.３１ ０.７６ ０.４１
支持利用度 －０.４１ ０.７３ ０.５２ ０.３４
核心自我评价 －０.５６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２８ ０.３６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采用 Ａｍｏｓ ６.０ 进行社会支持对抑郁的效应检验

(社会支持作为潜变量ꎬ抑郁作为显变量)ꎬ结果显示ꎬ
社会支持对抑郁的路径系数为－０.６５(Ｐ<０.０１)ꎻ建立

中介效应模型后采用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对效应值的

置信水平进行检验ꎮ 社会支持通过核心自我评价对

抑郁的间接效应为－０.１８(Ｐ<０.０１)ꎬ社会支持对抑郁

的直接效应为－０.４７(Ｐ<０.０１)ꎮ 因此ꎬ核心自我评价

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ꎮ 社会支持

对抑郁的总的效应为[ －０.４７＋０.５５×( －０.３４)] ＝ －０.６６ꎬ
核心自我评价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２８. ４６％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不同因素间的中介模型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女生

的抑郁得分较男生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与尹星

等[１２－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与男、女生特有的性格

特质及宣泄方式存在差异有关ꎮ 受到传统观念的影

响ꎬ维吾尔族女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得到周围朋友、同
学、父母的关心高于男生ꎬ因此在受到心理挫折时能

及时向周围亲人进行倾述ꎬ容易找到宣泄或倾述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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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途径ꎻ而维吾尔族男生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立性ꎬ
遇到问题时不愿与周围亲人进行倾述ꎬ长此以往ꎬ势
必会导致与周围朋友、亲人交流较少ꎬ遇到困难时习

惯自己解决ꎬ因此极易导致负性情绪的发生ꎬ对自身

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ꎮ 另外ꎬ维吾尔族信奉伊斯

兰教ꎬ长期以来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

较为深远ꎮ
不同流动时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社会支持

及核心自我评价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流动中小

学生在城市的生活时间较短ꎬ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

立ꎬ与父母每天的交流时间较少ꎬ加之周围环境的陌

生ꎬ极易导致自尊及自我评价水平较低ꎮ 本研究中ꎬ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抑郁水平及检出率最高的为

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中小学生ꎬ其次为公立

学校的流动中小学生及本地中小学生ꎬ与蔺秀云等[１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流动学

生一般家庭条件较差ꎬ父母从事的多为简单的体力劳

动ꎬ文化水平一般较低ꎬ同时工作较忙ꎬ与孩子接触交

流的时间较短ꎻ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家庭条件相对

较好ꎬ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ꎬ因此造成公立学校

流动中小学生抑郁水平及检出率较农民工子弟学

校低ꎮ
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是核心自

我评价ꎬ占总效应的 ２８.４６％ꎮ 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直

接影响流动中小学生的抑郁水平ꎬ另一方面社会支持

可以通过影响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人格特征ꎬ从
而间接的影响抑郁水平ꎮ 当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

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ꎬ表明该流动中小学生拥有较多

的精神和物质支持ꎬ人格的发展状况较好ꎬ抑郁水平

则较低ꎻ反之ꎬ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ꎬ对自身及周围的

控制能力较差ꎬ做出消极的反应ꎬ从而进一步加重个

体的抑郁水平ꎮ
因此ꎬ今后在对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干

预过程中ꎬ除了在各方面给予流动中小学生广泛的社

会支持以外ꎬ还应注意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１５] ꎮ 一方

面ꎬ作为流动中小学生的父母ꎬ应投入更多的时间与

孩子多交流、多沟通ꎬ及时了解孩子的思想动态ꎬ做到

及时关注并有效的予以处理解决[１６－１７] ꎮ 另一方面ꎬ除
了家庭父母因素外ꎬ作为流动中小学生的教师ꎬ更应

发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ꎬ积极疏导流动中小学生

的心理问题ꎬ对流动中小学生出现的异常行为应引起

足够的关注和重视ꎮ 另外ꎬ流动中小学生家长应经常

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ꎬ及时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现ꎬ了
解孩子的学习及心理状况ꎬ配合学校教师做好孩子的

教育工作[１８－１９] ꎮ 当然ꎬ除了家庭和学校因素影响流动

中小学生的成长外ꎬ孩子生活的周围其他环境也应予

以关注ꎮ 总之流动中小学生作为当前的弱势群体之

一ꎬ需要社会各界对他们的支持和关注ꎬ以保障这一

弱势群体的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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