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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贫困经历对大学生当前睡眠质量的影响ꎬ为缓解早期贫困负面影响提供思路ꎮ 方法　 采用

２ 阶段抽样方法ꎬ抽取芜湖地区 ５ 所大学的 ８７４ 名学生ꎬ使用社会经济地位量表、Ｌａｃｈｍａｎ 控制感量表等进行调查ꎬ所获数

据使用 ｔ 检验、分层回归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等方法进行分析ꎮ 结果　 有早期贫困经历大学生的睡眠质量(４.２４±１.４６)显著低

于普通大学生(４.７７±１.３２)( ｔ＝ ３.３７ꎬＰ<０.０１)ꎮ 学生睡眠质量更低( ｔ＝ ３.３７ꎬＰ<０.０１)ꎮ 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当前社会经济地

位后ꎬ个体的控制感可以削弱早期社会经济地位与睡眠质量的联系(β＝ －０.０８ꎬ９５％ＣＩ ＝ －０.１３ ~ －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早

期贫困经历对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有负向影响ꎬ个体的控制感可以减弱该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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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贫困经历对个体健康发展有长期的负面影

响ꎬ在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有更低的学业成绩、更弱

的认知能力、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和健康状况[１－２] ꎮ
为减轻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ꎬ研究者一方面分析早期

贫困影响长期健康的潜在机制ꎬ以期了解早期贫困产

生影响的过程ꎬ如 Ｎｏｂｌｅ 等[３]发现ꎬ贫困会影响儿童时

期大脑发展ꎬ进而影响认知能力ꎻ也有研究发现ꎬ负性

情绪是贫困导致健康问题的中介机制[４] ꎮ 另一方面ꎬ
研究者也分析减弱早期贫困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因素ꎬ
如有研究发现ꎬ社会支持可以减弱贫困对健康的影

响[５] ꎮ 本研究关注早期贫困经历与个体睡眠质量的

关系ꎬ同时也考察个体控制感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

用ꎬ为缓解大学生早期贫困负面影响提供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两阶段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４
月选取位于芜湖地区 ５ 所大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在
规模较大的 ３ 所大学各随机选取 ４ 栋宿舍ꎬ另外 ２ 所

大学各随机选取 ２ 栋宿舍ꎬ然后在各宿舍内部随机选

取若干寝室进行调查ꎮ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９００ 份ꎬ回收

８８７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８.５６％ꎻ将信息缺失 ３０％以上和有

趋势作答倾向的问卷加以剔除ꎬ获得有效问卷 ８７４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 １１％ꎮ 其中女生 ４８１ 名ꎬ男生 ３９３
名ꎻ年龄 １７ ~ ２７ 岁ꎬ平均(２０.７４＋１.５６)岁ꎮ 有效样本

中ꎬ没有人在受访期间因为疾病接受治疗或服用

药物ꎮ
１.２　 方法　 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员按照抽样要求进

入相应学生寝室ꎬ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ꎬ进行一

对一问卷调查ꎮ 调查对象完成问卷后ꎬ调查员对问卷

填写的完整性进行核对ꎬ并且赠送礼品ꎮ 调查内容包

括:(１)早期社会经济地位ꎮ 早期贫困经历有许多指

标ꎬ研究者常使用早期社会经济地位(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ＳＥＳ)指标[６] ꎮ 使用 Ｇｒｉｓｋｅｖｉｃｉｕｓ 等[７] 编制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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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测量早期社会经济地位ꎬ该量表包含 ３ 个项目ꎬ采用

７ 点计分(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７ 为非常同意)ꎬ分数越高

表示早期 ＳＥＳ 越高ꎮ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ꎬ
在学术界被广泛运用[８]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将早期 ＳＥＳ 在 ｘ－ｓ 以下的大学生

作为经历早期贫困的个体ꎬＳＥＳ 在 ｘ＋ｓ 的大学生作为

无经历早期贫困的个体ꎮ (２)当前社会经济地位ꎮ 虽

然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和早期 ＳＥＳ 有中等程度相

关ꎬ但两者关注的核心内容并不相同[９] ꎮ 本研究使用

Ｇｒｉｓｋｅｖｉｃｉｕｓ 等[７]构建的量表测量受访者当前社会经

济地位ꎬ该量表包含 ３ 个项目ꎬ７ 点计分方式(１ 为非

常不同意ꎬ７ 为非常同意)ꎬ得分越高表示当前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ꎮ 此量表信度和效度良好ꎬ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ꎮ (３)控制感量表ꎮ 控制感是

反应个体坚韧性的指标[１０] ꎬ可以缓解外部压力给个体

身心健康带来的影响[１１] ꎮ 本研究使用 Ｌａｃｈｍａｎ 等[１２]

编制的量表测量个体的控制感ꎬ该量表包含 ４ 个项目ꎬ
使用 ７ 点计分法(１ 为非常不同意ꎬ７ 为非常同意)ꎬ分
数越高表示控制感越强ꎮ 此量表有较好的信、 效

度[１３] ꎬ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１ꎮ
(４)睡眠质量评价ꎮ 使用 Ｂｕｙｓｓｅ 等[１４] 编制的项目来

测量受访者的整体睡眠质量ꎬ即请受访者对最近 １ 个

月的睡眠质量进行整体评价ꎮ 参考 Ａｌｌｅｎ 等[１５]研究者

的做法ꎬ本研究要求调查对象使用 ７ 点计分量表(１ 表

示非常差ꎬ７ 表示非常好)进行自我评价ꎬ较高分数表

示较好的睡眠质量ꎮ 此外ꎬ本研究也收集了受访对象

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是否正在接受疾病

治疗等信息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将数据录入至 Ｅｘｃｅｌ 文件ꎬ核对检查

后再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进行分析ꎮ 首先进

行一般的描述分析和相关分析ꎬ然后使用 ｔ 检验比较

有无早期贫困经历的大学生在睡眠质量上的差异ꎬ最

后使用分层回归的方法结合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对控制感

的调节作用进行考察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睡眠质量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大学生的

睡眠质量得分为(４.３８±１.３５)分ꎬ处于中等水平ꎮ 睡眠

质量与早期 ＳＥＳ、当前 ＳＥＳ 和控制感均呈正相关( ｒ 值

分别为 ０.１０ꎬ０.１２ꎬ０.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早期 ＳＥＳ 和当

前 ＳＥＳ 亦呈正相关( ｒ ＝ ０.５６ꎬＰ<０.０１)ꎬ但早期 ＳＥＳ 和

当前 ＳＥＳ 与控制感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

别为 ０.０２ꎬ０.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有无早期贫困经历个体睡眠质量的比较　 有无

早期贫困经历的大学生在睡眠质量上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ｔ ＝ ３.３７ꎬＰ<０.０１)ꎬ即早期经历贫困的大学生睡

眠质量(４.２４±１.４６)比无早期贫困经历的大学生(４.７７
±１.３２)更低ꎮ
２.３　 控制感在早期贫困经历对个体睡眠质量影响的

调节作用　 在 ｔ 检验基础上使用分层回归方法构建 ４
个模型:模型 １ 以睡眠质量为因变量ꎬ加入人口学变量

(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ꎬ并以此为比较的基准ꎮ
模型 ２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早期 ＳＥＳ 和控制感ꎬ主
要分析早期 ＳＥＳ 的主效应ꎮ 模型 ３ 在模型 ２ 基础上引

入早期 ＳＥＳ 和控制感的交互作用ꎬ以考察控制感是否

可以缓解早期 ＳＥＳ 对睡眠质量的效应ꎮ 模型 ４ 在模

型 ３ 的基础上加入当前 ＳＥＳꎬ了解在控制当前 ＳＥＳ 的

情况下ꎬ模型 ３ 的结果是否会再次出现ꎬ从而评估模型

３ 结果的稳健性ꎮ 为减轻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ꎬ按
照方杰等[１６]推荐的方法ꎬ本研究对早期 ＳＥＳ、控制感

和当前 ＳＥＳ 进行了中心化处理ꎮ 在回归系数显著性

检验基础上ꎬ本研究还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对回归系数

９５％ＣＩ 进行考察ꎬ重复抽样次数设定为 １０ ０００ 次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早期贫困经历对大学生体睡眠质量影响分层回归分析(ｎ ＝ ８７４)

变量
模型 １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模型 ２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模型 ３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模型 ４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β 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７(－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０６(－０.１１~ ０.０１)
性别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０９ －０.０１(－０.２１~ ０.１４)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２(－０.２２~ ０.１３)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２(－０.２３~ ０.１２)
早期 ＳＥＳ 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１０(０.０３~ ０.１６) ∗∗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１１(０.０４~ ０.１８) ∗∗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６(－０.０２~ ０.１５)
控制感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５(０.０９~ ０.２７) ∗∗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５(０.０９~ ０.２６) ∗∗ ０.１８ ０.０４ ０.１４(０.０９~ ０.２６) ∗∗

早期 ＳＥＳ×控制感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０.１３~ －０.０１) ∗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８(－０.１３~ －０.０１) ∗

当前 ＳＥＳ ０.０８ ０.０４ ０.０８(－０.０１~ ０.１７) ∗

Ｒ２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５
Ｆ 值 ２.２４ １４.２２∗∗ ５.５０∗ ４.２４∗

　 注:∗Ｐ<０.０５ꎻ∗∗Ｐ<０.０１ꎮ

　 　 在模型 １ 中ꎬ年龄和性别无法显著预测大学生的

睡眠质量ꎬＲ２ 值也只有 ０.５％ꎮ 在加入早期 ＳＥＳ 和控

制感后(模型 ２)ꎬ模型的 Ｒ２ 值变为 ３.７％ꎬＦ 检验发现

ΔＲ２ 值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早期 ＳＥＳ 对睡眠质

量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１)ꎬ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得到的 ９５％ＣＩ

不包含零ꎬ再次证明早期贫困对睡眠质量的效应ꎬ即
经历早期贫困( ＳＥＳ 较低) 的个体睡眠质量较低ꎮ 模

型 ３ 在模型 ２ 基础上加入了早期 ＳＥＳ 和控制感的交互

作用ꎬ２ 个模型 ΔＲ２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
同时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也显著(Ｐ<０.０５)ꎬ并且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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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中不包含零ꎬ表明控制感在早期贫困经历和睡眠质

量之间起着调节作用ꎮ 为了考察模型 ３ 获得结果的稳

健性ꎬ本研究在基础上加入当前 ＳＥＳ(模型 ４)ꎬ结果基

本与模型 ３ 相似ꎬ尤其是早期 ＳＥＳ 和控制感的交互作

用依然有统计学意义ꎬ９５％ＣＩ 中也不包含零ꎬ说明即

使考虑当前 ＳＥＳ 的情况下ꎬ控制感也可以缓解早期贫

困经历对睡眠质量的影响ꎮ
为分析控制感如何调节早期社会经济地位与睡

眠质量的联系ꎬ本研究使用了简单斜率检验ꎬ即将控

制感为 ｘ＋ｓ 以上的称为高控制感组ꎬ在 ｘ－ｓ 以下的称

为低控制感组ꎬ比较 ２ 组中早期 ＳＥＳ 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ꎬ结果显示ꎬ在低控制感组中ꎬ早期 ＳＥＳ 可以预测睡

眠质量(β ＝ ０.２５ꎬｔ ＝ ３.０２ꎬＰ<０.０１)ꎻ在高控制组中ꎬ早
期 ＳＥＳ 对睡眠质量的预测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 β ＝
－０.０３ꎬｔ ＝ －０.４１ꎬＰ>０.０５)ꎮ 根据结果绘制的交互效应

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控制感对早期 ＳＥＳ 和睡眠质量关系的调节作用

３　 讨论

早期贫困不仅意味着物质资源较少和生活环境

较差ꎬ还意味着较多的生活压力和负性情绪ꎬ所以早

期贫困经历会带来一系列生理、心理和社会问题[１７] ꎮ
当前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早期贫困经历的长期负

面影响ꎬ并对潜在机制进行探索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控

制年龄、性别和当前 ＳＥＳ 的情况下ꎬ早期贫困经历仍

然可以影响个体成年后的睡眠质量ꎬ即经历早期贫困

的个体有更差的睡眠质量ꎬ 与国外的研究结果相

似[１８] 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前期关注早期贫困经历和成人

时期睡眠质量的研究ꎬ大部分使用父母学历度量早期

社会经济地位[１９] ꎮ 本研究表明ꎬ主观测量的早期社会

地位也有相似的效应ꎬ说明早期贫困经历影响成人睡

眠质量具有稳健性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个体的控制感在

早期贫困经历和睡眠质量之间起着调节作用ꎬ即个体

的控制感可以减弱早期贫困经历对个体睡眠质量的

消极影响ꎬ进一步证明控制感可以缓解压力环境对个

体健康的影响ꎮ 此外ꎬ控制感是否可以减少早期贫困

带来的其他问题ꎬ值得未来研究进行深入探讨ꎮ

早期贫困对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有负面影响ꎬ提示

政府和社会不仅需要关注当前贫困的大学生ꎬ也需要

关注那些经历早期贫困的大学生ꎮ 同时ꎬ教育工作者

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ꎬ也需要关注他们的身心

健康ꎮ 由于控制感在早期贫困和大学生睡眠质量之

间起着调节作用ꎬ因此学校和其他机构在对经历早期

贫困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时ꎬ可以考虑从提升控制感

入手ꎬ提高他们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掌控意识及能

力ꎬ从而削弱早期贫困带来的长期负面效应ꎮ
本研究有一些局限性:(１)本研究使用的是横断

面的调查ꎬ不是追踪数据ꎬ因此很难做出因果推断ꎬ未
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纵向研究设计ꎬ并且控制更多其

他影响因素(如人格变量、心理健康)的作用ꎮ (２)本

研究的测量工具也有一定的局限性ꎬ比如对睡眠质量

是一种主观测量ꎬ未来可以使用新技术对个体的睡眠

质量进行客观评价ꎮ (３)本研究仅关注了控制感这一

调节变量ꎬ未来可以将社会支持类的变量和反应个体

坚韧品质的变量纳入分析ꎬ考察这些因素是否可以缓

解早期贫困的长期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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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会对身体产生焦虑[１８] ꎮ 如果持续体验到这种焦

虑ꎬ个体就会产生体像烦恼ꎮ
多元回归分析得出ꎬ体育锻炼是自我客体化影响

体像烦恼的调节变量ꎬ即锻炼量低的女大学生自我客

体化对体像烦恼的预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ꎬ而锻炼量

高的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对体像烦恼的预测作用无

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体育锻炼可以有效改善自我客体

化对体像烦恼的影响ꎮ Ｐｒｉｃｈａｒｄ 等[１９] 研究发现ꎬ运动

可以有效改善女性对身体意象的消极评价ꎮ 提示运

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可有效降低体像烦恼的发生ꎮ
各高校要加强对女大学生锻炼活动的科学引导ꎬ传授

一些科学的瘦身原理和方法ꎬ增加她们对锻炼的兴

趣ꎬ从而提高锻炼水平ꎬ减少体像烦恼的发生ꎮ
研究证实女大学生自我客体化影响体像烦恼的

过程受到体育锻炼的调节ꎬ对高校开展预防体像烦恼

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但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首先ꎬ
只抽取了本科院校ꎬ研究结果外推需谨慎ꎻ其次ꎬ未对

可能影响自我客体化与体像烦恼之间关系的其他变

量进行研究ꎻ最后ꎬ本研究只关注了女大学生ꎬ以后的

研究中要增加对男大学生体像问题的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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