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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动机特征及其与担任意愿的关系ꎬ为班级心理委员的选拔及相应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的完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方案的开展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赣州市 ４ 所高校一、二年级 ４６３ 名班级心理委员ꎬ
采用自编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及意愿调查问卷和自编选择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影响因素问卷进行调查ꎮ 结果　 绝大多数

班级心理委员担任的目的是“对心理学感兴趣(６０.４８％)”和“喜欢帮助别人(５９.６１％)”ꎻ男、女生担任意愿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ｔ＝ ０.６０７ꎬＰ>０.０５)ꎻ有、无精神 / 心理障碍的亲朋好友班级心理委员在担任愿望程度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
３７２ꎬＰ<０.０５)ꎻ助人愿望、倾听、自我实现、人际关系、主观幸福感、尊重需要 ６ 个题目自我评分与担任班级心理委员意愿的

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５３ꎬ０.１５６ꎬ０.２６９ꎬ０.１５４ꎬ０.１５９ꎬ０.１３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自我实现和利他行为自评分数

高ꎬ担任班级心理委员意愿更强(β 值分别为 ０.１８４ꎬ０.２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最主要的动机可能为

助人愿望和自我实现ꎮ 班级心理委员的培训和选拔应侧重于心理学兴趣培养、人际沟通训练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服务ꎻ动机ꎻ回归分析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２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０７￣１０７２￣０４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ｍｏｎｇ ４６３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ｎａｎ∗  ＷＥＮ Ｙｉｙｕａｎ ＴＡＮＧ Ｈｏｎｇ.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Ｇａｎ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４１０００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４６３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Ｇ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 ｍｏｓｔ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６０.４８％ ａｎ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ｏｔｈｅｒｓ ５９.６１％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ｗ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ｔ＝ ０.６０７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
ｅｌｓ ｔ＝ １.０８４ Ｐ>０.０５ ａｎｄ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ｈａｖｅ ａ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ｆｒｉｅｎｄ ｔ＝ －２.３７２ Ｐ<０.０５ .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ｅｓｔｅｅｍ ｎｅｅｄ ｒ＝ ０.２５３ ０.１５６ ０.２６９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９ ０.２０８ Ｐ<０.０１  Ｔｈｅ ｌｅｖ￣
ｅｌ ｏｆ ｔｏ ｂｅ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
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ｏｒ 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ｄｅｓｉｒｅ ｏｆ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ｏ ｂｅ ａ ｃｌａｓ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ｓｅｌ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ｅｔｃ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班级心理委员是班级负责协助学校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的班委成员ꎬ主要工作是在班级开展心理知识

科普宣传、处理班级内简单心理问题、提高班级同学

心理健康意识以及协助心理健康教师开展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ꎬ在班级心理健康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但因该职位特点ꎬ心理委员工作的开展存在角色不

清、工作积极性不高ꎬ甚至职位形同虚设等问题[１] ꎮ
因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ꎬ部分人认为心理咨询属于

“奇妙而相当古怪”的职业[２] ꎮ 有观点认为ꎬ从事心理

咨询与治疗工作的职业动机多为“喜欢帮助别人”“控

制欲与亲密感的获得” “自我实现”ꎬ甚至是“自恋满

足” [３－６] ꎮ 目前ꎬ我国已有关于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

员的从业动机、伦理和班级心理委员胜任模型、培训

及教育等相关研究[７－１１] ꎬ甚至有观点认为班级心理委

员因自身心理障碍、人际关系问题而担任班级心理委

员[１２] ꎮ 为此ꎬ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以赣州市高校班

级心理委员为研究对象ꎬ以获得其担任心理委员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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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原因ꎬ以期为班级心理委员的选拔及相应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的完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方案的开展提

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赣南医学院、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理工

大学、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４ 所高校一、二年级班级

心理委员为研究对象ꎮ 经被试知情同意后向其发放

调查问卷ꎬ共发放问卷 ４９５ 份ꎬ回收问卷均为有效问

卷ꎬ有效率为 １００％ꎮ 在问卷第一题“你选择担任心理

委员的目的”多选题数据录入过程中ꎬ凡选项中包括

“被教师指派” “希望担任班干锻炼自己ꎬ但其他班干

位置无空缺”或其他原因中涉及非主动、自愿担任心

理委员工作内容的被试认定其为非主动承担班级心

理委员工作ꎬ不纳入后续研究ꎮ 共得有效被试 ４６３ 名ꎬ
平均年龄(１８.８１±１.００)岁ꎮ 其中赣南医学院(医学院

校)被试 １２３ 名ꎬ赣南师范学院(师范院校)１５０ 名ꎬ江
西理工大学(工科院校)１３０ 名ꎬ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高职院校)６０ 名ꎻ男生 ２１６ 名ꎬ女生 ２４７ 名ꎻ本科生

３８７ 名ꎬ专科生 ７６ 名ꎻ大一学生 ３８３ 名ꎬ大二学生 ８０
名(因考虑学业、就业压力等因素ꎬ本次调查未涉及本

科大三及以上、专科大二及以上心理委员ꎬ且全部大

二心理委员为班级重新推选的新担任心理委员)ꎮ 全

部调查对象均无朋辈心理咨询经验ꎬ但均已参加 ２ 期

以上各类心理委员培训、沙龙ꎬ包括心理健康含义、常
见心理障碍识别、朋辈辅导等相关知识培训ꎬ对班级

心理委员职位特点、要求、规则及心理辅导、心理健

康、心理障碍等知识有所了解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一般资料调查表　 包括被试性别、年龄、专业、
班级、学历、年级、是否独生子女、自评家庭经济情况、
性格特点、是否单亲家庭、是否有心理咨询经历、是否

有精神或心理障碍亲朋好友、是否有童年创伤性事件

经历等ꎮ
１.２.２　 自编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及意愿问卷 　 借

鉴相关研究成果[１０]编制调查问卷ꎬ共 ３ 道题目ꎮ 第一

题为多选题ꎬ询问被试选择担任心理委员的目的ꎮ 另

外 ２ 道题目为被试在 １０ 点量表上评价自己对心理学

的喜欢程度和未来进一步深造从事心理健康、心理咨

询与治疗工作的愿望( １ ＝ 非常不想到 １０ ＝ 非常渴

望)ꎬ以 ２ 道题目自评分数之和为衡量被试选择担任

班级心理委员的愿望程度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４ꎮ
１.２.３　 自编选择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影响因素问卷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５ꎬ１０ꎬ１３] 编制调查问卷ꎬ用以调查被

试选择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动机和个人经历ꎬ根据个

人经历坎坷、职业回报、利他、家庭环境、人际和谐等

因子共编制 １４ 道题目ꎬ所有题目均为 １０ 点量表(１ ＝
完全不符合~ １０ ＝ 完全符合)ꎮ 但因大学生社会经历

有限、思想相对单纯、理想化程度较高、入学前学业以

外经历有限等原因ꎬ回收后的问卷有 ６ 道题目“天花

板效应”(题目有一定倾向性ꎬ普遍得分较高)及“地板

效应”(题目有一定倾向性ꎬ普遍得分较低) [１４] 明显ꎬ
如“我之前的经历坎坷”“我喜欢支配别人”“我经常遭

受挫折”等ꎬ删除 ６ 道题目后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０.７３７ꎮ
８ 道题目分别代表“家庭环境”“利他”“职业榜样”“自

我和谐”“人际和谐”“倾听愿望”“求助意愿”和“追求

卓越”ꎮ
１.３　 施测程序　 在取得心理委员同意后ꎬ于心理委员

培训时发放问卷ꎬ由培训教师担任主试ꎬ采用标准统

一的指导语ꎮ 要求被试独立完成问卷ꎬ匿名作答ꎬ当
场回收ꎬ问卷作答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行数据录入、处理

与统计分析ꎬ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ｔ 检验、相关

及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目的和愿望程度 　 ４６３ 名主

动、自愿担任班级心理委员者的目的主要为“对心理

学感兴趣” (２８０ 名ꎬ６０.４８％)、“喜欢帮助别人” (２７６
名ꎬ５９.６１％)、“获得他人尊重” (１２２ 名ꎬ２５.６３％)ꎮ 但

也有少数被试因曾患有心理疾病而选择担任班级心

理委员(６ 名)ꎮ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愿望程度得分为

(１３.７８±３.２８)分ꎮ 男、女生班级心理委员在担任愿望

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３. ６９ ± ３. ４３)ꎬ( １３. ８７ ±
３.１４)ꎬｔ ＝ ０.６０７ꎬＰ>０.０５]ꎻ不同院校班级心理委员担

任愿望方面ꎬ除医学院校与师范院校( １３. ３８ ± ２. ８０ꎬ
１４.３４±３.３７)外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５６４ꎬＰ<
０.０５)ꎻ有、无精神 / 心理障碍亲朋好友者在担任愿望程

度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２８ ± ３. ８０)ꎬ( １３. ８７ ±
３.２３)ꎬｔ ＝ －２.３７２ꎬＰ<０.０５]ꎮ 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
专业、学历层次、是否有心理咨询经历、是否单亲家

庭、是否有留守经历、是否有童年创伤性事件的班级

心理委员在担任愿望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２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与个人经历 　 ４６３ 名主

动、自愿担任班级心理委员者的动机与个人经历方面

题目得分情况见表 １ꎮ
２.３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个人经历与愿望程度的

关系　 ４６３ 名主动、自愿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担任愿

望程度与动机和个人经历 ８ 道题目相关情况见表 ２ꎮ
以班级心理委员担任愿望程度为因变量ꎬ以与担任班

级心理委员愿望程度呈正相关的 ６ 道题目评分为自变

量ꎬ采用逐步筛选法建立多元回归方程ꎬ结果“非常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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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主动帮助别人”和“更喜欢追求卓越的成就而不是

经济或个人利益回报”自我评分对担任心理委员愿望

程度得分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β 值分别为０.１８４ꎬ
０.２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累计解释率为 ９.９％ꎮ

表 １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与个人经历得分(ｘ±ｓꎬｎ ＝ ４６３)

题目 得分
家庭环境氛围较好ꎬ与父母及其他兄弟 ７.９５±２.０２
　 姐妹等亲属关系和谐
非常喜欢主动帮助别人 ７.２２±１.８１
希望能够成为他人敬佩、学习的对象 ７.１４±２.００
总是觉得很幸福 ７.０５±２.０２
人际关系非常好 ７.０３±１.６２
相对于做演讲者ꎬ更喜欢倾听他人交流 ６.８４±２.３０
希望能够经常得到他人的鼓励 ６.８１±２.１２
更喜欢追求卓越的成就而不是经济或个人利益回报 ６.３３±１.９４

表 ２　 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动机

个人经历与担任愿望程度的相关性( ｒ 值ꎬｎ ＝ ４６３)

题目
班级心理委员

担任愿望程度
家庭环境氛围较好ꎬ与父母及其他兄 ０.０８９
　 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和谐
非常喜欢主动帮助别人 ０.１５４∗∗

希望能够成为他人敬佩、学习的对象 ０.１３０∗∗

总是觉得很幸福 ０.１５９∗∗

人际关系非常好 ０.１５４∗∗

相对于做演讲者ꎬ更喜欢倾听他人交流 ０.１５６∗∗

希望能够经常得到他人的鼓励 ０.０８８
更喜欢追求卓越的成就而不是经济或个人利 ０.２６９∗∗

　 益回报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ꎬ绝大多数担任班级心理委

员学生最初目的为对心理学感兴趣、喜欢帮助别人或

希望通过与人交流锻炼自己能力ꎬ与之前研究结论相

似[１５] ꎮ 本研究发现ꎬ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动机和个人

经历主要为童年良好的家庭关系、个体强烈的助人愿

望、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较高主观幸福感等因素ꎬ
与选择心理咨询师最初动机的研究相似[１０] ꎮ 同时ꎬ本
次调查中ꎬ自愿、主动担任班级心理委员的调查对象

自评分数最高的是“生活的家庭环境氛围较好ꎬ与父

母及其他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和谐”ꎬ也从另一个角

度论证家人的激励对选择心理咨询工作起着重要的

作用[１０] ꎮ 但是ꎬ本次调查未发现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存

在童年创伤性经历、控制他人的欲望或坎坷的经历ꎬ
与选择成为心理咨询师的“负伤的治疗者““人际卷

入”等动机和经历存在较大差异[５ꎬ１３] ꎬ甚至最初编制

调查问卷时设计了相关题目ꎬ在施测后这些题目多出

现天花板效应或地板效应ꎬ无法达到研究目的ꎮ 原因

可能在于我国长期关于精神心理障碍宣传的缺失及

社会对心理障碍的偏见ꎬ同时因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起

步较晚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ꎬ心理咨询与治疗普及率

较低ꎮ 而国内大学低年级学生生活经历有限ꎬ入校前

相关知识匮乏ꎬ对有心理问题的同学是否适宜担任心

理健康教育者、是否有利于矫正自身心理问题等方面

思考不多ꎬ因此ꎬ国外关于完善自我、自我促进ꎬ使自

我更好的成长等从事心理咨询的动机在我国班级心

理委员中较少ꎮ
本研究表明ꎬ追求自我实现和利他行为对担任班

级心理委员意愿有促进作用ꎬ与选择成为心理咨询师

动机研究类似[１３] ꎬ但也存在差异ꎬ如回报(如物质)和

自我成长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１０] ꎮ 说明担任班级心

理委员的同学期望通过与人交流、帮助别人及通过担

任心理委员满足尊重的需要ꎬ实现自我ꎮ 本研究最重

要的启示在于ꎬ不能以心理咨询师、临床心理治疗师

的选择动机、个人经历来制订班级心理委员选拔规则

和考核方案ꎬ更不能依照心理咨询师的培训、督导方

案来要求最初目标为兴趣、精神追求ꎬ而非以此为职

业目的的班级心理委员ꎬ其培训、选拔更应侧重于心

理学兴趣培养、人际沟通训练ꎬ而不能将培训重点放

在心理障碍识别与诊断、共情能力或心理咨询技术ꎮ
本研究虽然在班级心理委员担任意愿、动机与个

人经历方面取得一些成果ꎬ但依然存在很多不足ꎮ 首

先ꎬ本次调查未能严格随机抽样ꎬ调查对象仅为非经

济发达地区的普通本、专科院校班级心理委员ꎬ未涉

及“２１１”“９８５”等学校或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班级心理

委员ꎬ未能考虑经济因素、学业因素对担任班级心理

委员意愿的影响ꎻ其次ꎬ未开展长期追踪ꎬ未考虑班级

心理健康工作开展后以及长期培训对担任意愿的影

响ꎻ最后ꎬ本研究工具过于简单ꎬ同时调查结果也不排

除霍桑效应(意识自己被观察而改变自己行为的倾

向)的影响ꎮ 计划在未来开展如下研究:第一ꎬ长期追

踪调查班级心理委员担任意愿ꎻ第二ꎬ如有可能ꎬ在本

研究基础上ꎬ编制担任班级心理委员影响因素量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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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和 ３.５％) [７] 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小学生、肥
胖、大家庭 / 其他类型家庭、步行 / 骑自行车上学、违反
交通规则次数较多、学校无专人维护校周交通秩序、
校内人行道和车辆通行道路不分开、所乘校车有超载
情况的学生更倾向于发生交通伤害ꎮ 小学生发生交
通伤害的风险最高ꎬ其次为初中生ꎬ高中生最低ꎬ与封
永昌等[１２]在中学生中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可能与较小
年龄的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有
关[１３] ꎮ 提示未来对小学生安全教育和交通伤害的预
防应给予更多的关注ꎮ 肥胖是导致交通伤害的危险
因素ꎬ国外其他学者亦有报道肥胖能增加意外伤害风
险[１４－１５] ꎮ 可能是肥胖增加了骨关节的负荷ꎬ导致移动
速度变慢ꎬ容易受伤ꎮ 调查发现ꎬ与别人开车送上学
比ꎬ步行、自己骑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工具等均能增加
交通伤害发生风险ꎻ随着违反交通规则次数的增多ꎬ
发生交通伤害的风险增大ꎮ 其他研究亦报道ꎬ学生骑
车上学发生交通伤害的风险高于步行上学者ꎬ步行者
又高于坐校车上学者[１６] ꎮ 此外ꎬ既往调查也显示ꎬ路
上打闹行为是交通伤害发生的危险因素[１７] ꎮ 世界卫
生组织“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 ２０１５”表明ꎬ行人、骑
自行车者和骑摩托车者占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一
半[１] ꎮ 因此ꎬ提高行人道路交通安全意识ꎬ严格遵守
交通法律法规ꎬ不准未满 １２ 岁的儿童单独在道路上骑
自行车ꎬ为行人在道路上提供安全便捷的措施ꎬ将有
利于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校
内人车道分开、专人维护校周秩序都是道路交通伤害
的保护因素ꎬ而校车超载是危险因素ꎮ 我国校车运营
年限不长ꎬ许多人交通安全意识不足ꎬ没有意识到校
车所搭乘的对象是缺乏足够安全防护能力的未成年
人ꎬ使得校车安全存在隐患[１８] ꎮ

综上所述ꎬ深圳市学生道路交通伤害不容忽视ꎬ
个人行为、交通方式、学校及周边安全、校车状况等均
可能影响交通伤害的发生ꎮ 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小学
生认知水平有限ꎬ缺乏足够的安全防护能力ꎬ学校、家
长、社会需更加重视对其交通伤害的预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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