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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汶川地震 ８ 年后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ꎬ为开展相关心理辅导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ＡＰＩＵＳ)对四川省灾区及非灾区中学生共计

４ ０６７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灾区中学生网络成瘾和网络成瘾边缘人数(１５６ꎬ９３ 人)均多于非灾区(１１３ꎬ６２ 人)ꎬ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的检出率(１２.３０％)高于非灾区(８.５６％)ꎬ灾区中学生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６ 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灾

区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２０ꎬ１０.１５ꎬ５.９０ꎬ３.７８ꎬ５.４０ꎬ６.１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灾区男中学生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 ６ 个维度的得分均

明显高于灾区女中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７.３５ꎬ５.４８ꎬ４.３１ꎬ５.１７ꎬ５.２４ꎬ８.８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灾区不同年级中学生在“突显度、心境

改变、消极后果”３ 个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４.２１ꎬ６.９０ꎬ１３.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离异家庭的灾区中学生在“戒

断症状、社交抚慰、消极后果”３ 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离异家庭中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３９ꎬ２.５９ꎬ２.９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
“社交抚慰、消极后果”２ 个维度上ꎬ灾区留守学生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１ꎬ３.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

论　 需要持续关注灾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ꎬ了解其网络心理需求ꎬ指导科学、健康地使用网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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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中日( ＪＩＣＡ) 合作四川大地震灾区心理援助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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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等重大灾害的发生会对受灾人员的身心健

康产生重大影响[１] ꎮ 其中ꎬ对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影响更为明显与持久[２－３] ꎮ 在震后不同时间里ꎬ灾
区中学生均存在明显的焦虑情绪[４－６] 、抑郁与创伤后

症状[７－１０] ꎮ 互联网给中学生学习与交往带来便利的

同时ꎬ也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１１] ꎮ 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ꎬ又称网络成瘾、问题性网络使用、过度网

络使用ꎬ指个体因过度使用网络而对其心理、 社会、
学习或工作功能所造成的损害[１２] ꎮ 研究发现ꎬ中学生

病理性网络的使用与人格特征[１３] 、压力[１４] 等多种因

素相关ꎮ 其中ꎬ抑郁被认为是对网络成瘾最有效的预

测变量[１５] ꎬ有研究指出抑郁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正

向预测作用[１６－１７] ꎮ 抑郁是震后青少年最常见消极心

理反应之一[１８] ꎮ 为此ꎬ本研究通过了解汶川地震 ８ 年

后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ꎬ为相关心理辅

导与干预的实施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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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６ 月间ꎬ根据分层整群抽样

原则ꎬ选取四川安县与绵竹(地震灾区)、安岳与成都

(非地震灾区)４ 个县市ꎬ７ 所学校年龄在 １３ ~ １８ 岁之

间的中学生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２５２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０６７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ꎮ 其中男生 ２ １４４ 名ꎬ女生

１ ９２３名ꎻ年级分布为初一 ７９１ 名ꎬ初二 １ １３３ 名ꎬ初三

１０２ 名ꎬ高一 １ １３３ 名ꎬ高二 ６８３ 名ꎬ高三 ２２５ 名ꎻ地区

分布为安县 ９９０ 名ꎬ绵竹 １ ０３６ 名ꎬ安岳 １ ００１ 名ꎬ成都

１ ０４０名ꎮ 问卷在取得学生知情同意的前提下ꎬ由项目

组成员进行指导ꎬ以班级为单位ꎬ采用匿名方式进行

填写ꎮ
１.２　 测量工具　 青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量表(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ＡＰＩＵＳ) [１９] ꎬ共
３８ 个项目ꎬ分突显性、心境改变、社交抚慰、耐受性、强
迫性上网 / 戒断症状、消极后果 ６ 个维度ꎮ 突显性指互

联网使用占据了用户思维与行为活动的中心ꎻ心境改

变指使用互联网来改变消极的心境ꎻ耐受性指互联网

用户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上网时间与投入程

度ꎻ社交抚慰指认为在网上交流要更舒适 、安全ꎬ依赖

互联网作为其社交的途径ꎻ强迫性上网指希望减少上

网时间ꎬ但无法做到 ꎬ并且对互联网有近似于强迫性

的迷恋ꎻ戒断症状指停止互联网使用会产生不良的生

理反应与负性情绪ꎻ消极后果指互联网使用对正常生

活产生了负面影响ꎬ主要关注由于上网所造成人际 、
健康和学业问题ꎮ 量表采用 ５ 点记分ꎬ项目平均得分

≥３.１５为 “网络成瘾群体”ꎬ项目平均得分≥ ３ 且<
３.１５分为 “网络成瘾边缘群体”ꎬ 平均得分<３ 为“网

络使用正常群体”ꎮ 总量表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９５ꎬ各分量表项目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１ ~ ０.９１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实测数据进行统计

与分析ꎮ 用率描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检出率ꎬ用(ｘ±
ｓ)描述各类条件下病理性互联网的使用情况ꎮ 运用 ｔ
检验比较灾区与非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

况ꎬ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性别及家庭差

异ꎻ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

网使用的年级差异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灾区与非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检出率

结果显示ꎬ灾区网络成瘾个体和网络成瘾边缘个体

(１５６ꎬ９３ 人)均多于非灾区(１１３ꎬ６２ 人)ꎬ灾区病理性

互联网使用的检出率(１２.３０％)高于非灾区(８.５６％)ꎮ
２.２　 灾区与非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比

较　 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各维度得分均

显著高于非灾区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灾区与非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突显度 耐受性 戒断症状 心境改变 社交抚慰 消极后果
灾区 ２ ０２６ ２.４５±１.０１ １.９４±０.８２ ２.００±０.８６ ２.７９±１.０８ ２.０６±０.８９ １.８９±０.７０
非灾区 ２ ０４１ ２.３９±０.９９ １.６６±０.７４ １.８４±０.８１ ２.６５±１.１４ １.９１±０.８９ １.７５±０.６９
ｔ 值 ２.２０ １０.１５ ５.９０ ３.７８ ５.４０ ６.１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进一步对比结果发现ꎬ灾区男生在耐受性、戒断

症状、社交抚慰、消极后果上得分显著高于非灾区男

生( ｔ 值分别为 ６.６３ꎬ３.７１ꎬ３.４８ꎬ４.５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灾
区女生在社交抚慰和消极后果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灾

区女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１ꎬ３.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离异家

庭中ꎬ灾区学生耐受性和消极后果的得分显著高于非

灾区学生( ｔ 值分别为 ３.０４ꎬ２.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留守

家庭中ꎬ灾区中学生耐受性、戒断反应、心境改变、社
交抚慰、消极后果上得分均显著高于非灾区学生( ｔ 值
分别为 ４.４０ꎬ３.２２ꎬ２.４７ꎬ２.９６ꎬ２.６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灾区不同性别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　
结果显示ꎬ灾区男生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各个维度的

得分均明显高于灾区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灾区不同年级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　
灾区不同年级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在“突显度、
心境改变、消极后果” ３ 个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高一年级在“突显度”和“消极后果”
２ 个维度上的得分最高ꎬ初一年级在“心境改变”维度

得分最高ꎮ 见表 ２ꎮ
２.５　 灾区不同家庭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　
离异家庭的灾区中学生在“戒断症状、社交抚慰、消极

后果”３ 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离异家庭的中学生ꎬ
见表 ２ꎮ
２.６　 灾区是否留守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　
结果显示ꎬ在“社交抚慰、消极后果”２ 个维度上ꎬ留守

学生的得分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学生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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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灾区不同组别中学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状况得分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突显度 耐受性 戒断症状 心境改变 社交抚慰 消极后果
性别 男 １ ０１２ ２.６１±１.０８ ２.０１±０.８４ ２.０８±０.８８ ２.９１±１.０９ ２.１６±０.９０ ２.０３±０.７２

女 １ ０１４ ２.２８±０.８９ １.８１±０.７９ １.９２±０.８３ ２.６６±１.０７ １.９５±０.８８ １.７５±０.６６
ｔ 值 ７.３５ ５.４８ ４.３１ ５.１７ ５.２４ ８.８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初一 ７９１ ２.３４±０.９９ １.８５±０.７６ ２.０２±０.９１ ２.９５±１.０６ ２.０３±０.８５ １.８４±０.６６
初二 １ １３３ ２.３９±１.０６ １.９５±０.８６ ２.０３±０.９１ ２.９２±１.１０ ２.１２±０.９３ １.７６±０.６５
初三 １０２ ２.３６±１.０６ ２.０２±０.９２ ２.０４±０.９０ ２.５９±１.０６ ２.０９±０.９６ １.８８±０.８４
高一 １ １３３ ２.５４±０.９６ １.９０±０.８０ １.９９±０.８１ ２.７１±１.０７ ２.０２±０.８７ ２.００±０.７１
高二 ６８３ ２.２６±０.８６ １.７８±０.７３ １.８２±０.７６ ２.５６±１.０３ １.９５±０.８１ １.９１±０.７４

ｔ 值 ４.２１ ２.０４ １.５７ ６.９０ １.７３ １３.２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９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１

父母是否离异 是 ３４３ ２.５０±１.０７ １.９９±０.８９ ２.１２±０.９５ ２.８５±１.１７ ２.２１±１.０２ ２.０２±０.８０
否 １ ６８３ ２.４４±０.９９ １.９０±０.８１ １.９９±０.８４ ２.７８±１.０７ ２.０４±０.８７ １.８７±０.８９

ｔ 值 ０.９２ １.５５ ２.３９ ０.９７ ２.５９ ２.９０
Ｐ 值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１ <０.０１

是否留守 是 ４１７ ２.４０±０.９９ １.９８±０.８８ ２.０６±０.９３ ２.８７±１.１２ ２.１９±０.９５ ２.００±０.７６
否 １ ６０９ ２.４６±１.００ １.９０±０.８０ １.９８±０.８４ ２.７７±１.０８ ２.０３±０.８８ １.８６±０.８９

ｔ 值 －０.９５ １.６５ １.４１ １.４４ ２.８１ ３.１６
Ｐ 值 ０.３５ 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相比非灾区ꎬ灾区中学生病理性互

联网使用更严重ꎬ他们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大ꎬ上网时

间更多ꎬ投入程度更大ꎬ由此带来的身体、情绪、人际

以及学业问题也更大ꎮ 关注灾区青少年心理健康应

该充分考虑互联网使用这一重要因素ꎬ考察青少年互

联网的使用状况ꎬ规范及引导灾区中学生科学使用网

络ꎬ是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ꎮ 心理辅导

可以从互联网的使用入手ꎬ改善灾区青少年的抑郁情

绪ꎮ 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社交抚慰”与“心境改变”２
个维度考察可以知道ꎬ灾区中学生改善消极情绪和人

际交往 ２ 个方面的网络使用动机更强ꎮ 在心理辅导中

需要引导灾区中学生使用合理的方式来管理和调节

自己的不良情绪ꎬ在家庭与学校中家长与老师需要为

他们营造安全、轻松、舒适的氛围ꎬ引导中学生进行现

实的人际交往ꎬ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宣传上可以适当

增加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的知识与技巧ꎮ
本研究中ꎬ灾区男生在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各个维

度的得分均明显高于灾区女生ꎬ灾区男生病理性互联

网的使用状况更加严重ꎮ 这一结果与大多数的研究

一致[２０－２１] ꎮ 本研究中ꎬ灾区男生在“社交抚慰”这一维

度上的得分明显高于非灾区ꎬ说明灾区男生的网络使

用动机与寻求网络人际交往密切相关ꎮ 因此ꎬ心理与

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关注灾区男生的互联网使用情

况ꎬ及时了解其心理需求ꎬ引导他们提高现实人际交

往能力ꎮ
本研究中ꎬ灾区初一年级学生在“心境改变”维度

得分最高ꎬ与相关研究的结果不一致[２２] ꎮ 本研究的结

果可能与取样有关ꎬ体现了灾区中学生网络使用的独

特性ꎮ 灾区学生有更多的消极情绪ꎬ并且更多地把互

联网作为缓解消极情绪的手段ꎮ 灾区高一年级学生

在“突显度”和“消极后果”２ 个维度上的得分最高ꎬ与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２３] ꎬ可能和高一的学习压力较少有

关ꎮ 本研究中ꎬ离异家庭的灾区中学生在“戒断症状、
社交抚慰、消极后果”３ 个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非离异

家庭中学生ꎬ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２３－２４] ꎮ 提示需要重

点关注来自离异家庭灾区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与网络

使用情况ꎮ 有研究指出ꎬ中学生网络成瘾者家庭亲密

度显著低于非网络成瘾者[２５] ꎬ本研究中ꎬ在“社交抚

慰、消极后果”２ 个维度上ꎬ留守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

非留守学生ꎮ 孤独感是离异和留守家庭青少年常见

的消极情绪[２６－２７] ꎬ来自离异家庭和留守家庭的灾区中

学生ꎬ在“社交抚慰”这一使用动机上的得分都明显较

高ꎮ 因此需要特别关注灾区来自此 ２ 类家庭中学生的

人际交往问题ꎬ 这些学生需要更多家人与朋友的

陪伴ꎮ
地震等灾害事件给当事人造成的心理伤害ꎬ其持

续时间可能为数周、数月乃至数年ꎬ一些人的心理恢

复往往需要 １０ ~ ２０ 年时间[２８] ꎮ 因此ꎬ灾区中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问题是一项长期工作ꎬ需要教育

和心理工作者有针对性的进行ꎬ同时把网络使用状况

作为考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ꎬ把了解学生的网

络心理需求ꎬ规范网络使用ꎬ作为心理辅导的重要

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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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却亚青[８] 的报道结论相符ꎮ 说明瑜伽练习有助于

改善女大学生的焦虑、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问

题ꎬ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ꎮ 可能是因为瑜伽并非竞技类

运动项目ꎬ女大学生在进行运动时不会产生明显的心

理压力ꎮ 瑜伽的冥想环节能够起到调节腺体分泌ꎬ舒
缓神经系统ꎬ减轻心理压力的作用ꎮ 另外ꎬ不同的瑜

伽体式能够充分锻炼到人体的各个关节、肌肉、骨骼ꎬ
配合腹式呼吸法有助于按摩内脏器官ꎬ促进身体排

毒ꎬ减轻不适感ꎬ改善女大学生的亚健康状态[９] ꎮ
综上所述ꎬ综合瑜伽干预方案能够有效改善女大

学生的身体形态ꎬ增加身体柔韧性及肌肉力量ꎬ增强

心肺功能ꎬ同时还对改善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

重要作用ꎬ应用优势显著ꎬ有重要的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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