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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其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的关系ꎬ为大学生自杀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杀态度问卷(ＱＳＡ)、自我意识量表(ＳＣＳ)和自我和谐量表(ＳＣＣＳ)ꎬ对方便抽取的广西 ６ 所高校 １ ２６６ 名全日

制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ꎬ对 ３ 个变量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ꎮ 结果　 大学生对自杀持矛盾或中立态度(总均分 ２.７６
±１.５２)ꎻ大学生自我意识测量结果符合五因子结构(χ２ ＝ ２１４.６２ꎬＰ<０.０１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ꎬＣＦＩ ＝ ０.９３ꎬＴＬＩ ＝ ０.９１)ꎻ大学生自杀

态度 ４ 个维度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及各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ꎬ自杀态度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指数良好(χ２ / ｄｆ ＝ ２.０１ꎬＧＦＩ＝ ０.９２ꎬＡＧＦＩ＝ ０.９０ꎬＮＦＩ＝ ０.９３ꎬＣＦＩ＝ ０.９３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ꎬ自我意识和自我和谐对大学生自杀态

度具有直接预测作用ꎮ 结论　 自我意识、自我和谐是大学生自杀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具有直接预测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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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研究均发现ꎬ自我和谐、生命意义感、性
别、民族、家庭关系、客观支持、生活满意度、抑郁和人

格特质等因素都影响自杀态度[１－２] ꎮ 本文以广西大学

生为研究对象ꎬ通过了解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其与自我

意识、自我和谐的关系ꎬ为大学生自杀的预防和干预

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抽取广西 ６ 所高校(综合性院校、财经院

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地方民族院校、工科院校)ꎬ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

象ꎮ 问卷调查前ꎬ告知调查对象相关事宜ꎮ 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发放问卷 １ ３７６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２６６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２.０１％ꎮ 其中男生 ６４９ 名ꎬ女生 ６１７ 名ꎻ大一学

生 ３４２ 名ꎬ大二学生 ３１４ 名ꎬ大三学生 ３２６ 名ꎬ大四学

生 ２８４ 名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调查ꎮ
１.２　 方法　 自杀态度问卷(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ＱＳＡ) [３]共有 ２９ 个题目ꎬ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的

认识(Ｆ１)、对自杀者的态度(Ｆ２)、对自杀者家属的态

度(Ｆ３)以及对安乐死的态度( Ｆ４) ４ 个维度ꎮ 以 ５ 级

评分作为评分标准ꎬ以完全赞同、赞同、中立、不赞同、
完全不赞同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最后计算各个维度的题目

均分ꎮ 该问卷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ꎬ稳定性好ꎬ具有

一定的表面效度、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３] ꎮ
自我意识量表(Ｓｅｌｆ￣ａ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ＳＣＳ) [４]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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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个题项组成ꎬ包括测量私我意识的 １０ 个题项、公我

意识的 ７ 个题项和社会焦虑 ６ 个题项ꎮ 测量时采用 ０
(非常不符合) ~ ４(非常符合)计分ꎮ 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ꎮ 对于自我意识ꎬ不同学者认为其因子

结构不同[４－５] ꎮ １９８７ 年 Ｍｉｔｔａｌ 等[６] 对自我意识进行研

究ꎬ支持 Ｂｕｒｎｋｒａｎｔ 等[７] 对私我意识的划分ꎬ并提出公

我意识也应该划分成 ２ 个因子即风格意识和外表意

识ꎬ认为自我意识是五因子结构:风格意识、外表意

识、自我反省、内部状态觉察和社交焦虑ꎮ
自我和谐量表 (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ｇｒｕ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ꎬＳＣＣＳ)由王登峰[７]编制ꎬ该量表共有 ３５ 个项目ꎬ
包含 ３ 个分量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

性、自我的刻板性ꎮ 自我和谐总分是自我与经验不和

谐、自我灵活性反向计分与自我刻板性 ３ 个分量表的

得分相加ꎬ总分越高ꎬ自我和谐程度越低ꎮ 量表的评

分办法采用 ５ 分制(１ ＝完全不符合、２ ＝比较不符合、３
＝不确定、４ ＝比较符合、５ ＝完全符合)ꎮ 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建立数据库ꎬ对数据

进行相关分析ꎬ运用 Ｓｔａｔａ / ＳＥ １２.０ 对自我意识量表的

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ꎬ运用 ＡＭＯＳ ７.０ 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 ＱＳＡ 得分 　 大学生自杀态度总均分为

(２.７６±１.５２)分ꎬ其中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对自杀

者的态度、 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和对安乐死的态度得

分分别为(３.１２±０.５２)(２.８１±０.４９) (２.５７±０.５９) (２.６１
±０.７２)分ꎮ
２.２　 大学生 ＳＣＳ 的因子结构　 由表 １ 可见ꎬ在不同因

子结构的拟合指数中ꎬ三因子结构和四因子结构对数

据的拟合度不好ꎬ五因子结构对数据的拟合度可以

接受ꎮ

表 １　 不同因子结构的拟合指数

因子结构 χ２ 值 ｄｆ 值 χ２ / ｄｆ 值 Ｐ 值 ＣＦＩ 值 ＴＬＩ 值 ＲＭＳＥＡ 值
三因子　 ５８９.９９ ７３ ８.０８ ０.００ ０.７３ ０.７０ ０.０８
四因子　 ４９２.３６ ６２ ７.９４ ０.００ ０.８２ ０.７６ ０.０８
五因子　 ２１４.６２ ５６ ３.８３ ０.００ ０.９３ ０.９１ ０.０４

２.３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的相关　
由表 ２ 可见ꎬ大学生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识与风格意

识、外表意识、内部状态觉察、自我意识总分及自我灵

活性呈正相关ꎬ与自我反省、社交焦虑、自我经验不和

谐及自我和谐总分均呈负相关ꎻ对自杀者的态度与风

格意识、外表意识、自我反省、内部状态觉察、社交焦

虑 、自我意识总分、自我经验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及

自我和谐总分均呈正相关ꎬ与自我的灵活性呈负相

关ꎻ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与风格意识、外表意识、自我

反省、内部状态觉察、自我意识总分、自我的刻板性及

自我和谐总分均呈正相关ꎬ与社交焦虑及自我的灵活

性均呈负相关ꎻ对安乐死的态度与外表意识、社交焦

虑及自我和谐总分均呈正相关ꎬ与自我反省、内部状

态觉察、自我意识总分、自我经验不和谐及自我灵活

性均呈负相关ꎮ

表 ２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

自我意识自我和谐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２６６)

因子
对自杀行为

性质的认识

对自杀

者的态度

对自杀者

家属的态度

对安乐

死的态度
风格意识 ０.０７∗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１
外表意识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０２∗

自我反省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０２∗

内部状态觉察 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０５∗ －０.０８∗

社交焦虑 －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４∗

自我意识总分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３∗

自我经验不和谐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４∗∗

自我的灵活性 ０.１０∗ －０.３１∗∗ －０.３５∗∗ －０.１７∗

自我的刻板性 －０.０４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０４
自我和谐总分 －０.１６∗∗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的结构方

程模型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ꎬ本研究假设自我意识、
自我和谐是大学生自杀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ꎬ能预测

大学生自杀态度ꎮ 采用最大似然法ꎬ多次对模型进行

拟合和修正ꎬ得出的模型稳定合理ꎮ 拟合指数 χ２ / ｄｆ ＝
２.０１ꎬＧＦＩ ＝ ０.９２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０ꎬＮＦＩ ＝ ０.９３ꎬＣＦＩ ＝ ０.９３ꎬ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ꎮ 数据表明模型拟合度较好[８] ꎬ说明结

构方程模型稳定合理ꎬ具体标准化路径状况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自杀态度与自我意识自我和谐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对自杀现象持矛盾或中立

态度ꎬ与关素珍等[９] 研究结果一致ꎮ 大学生面临着各

种各样的困惑和难题ꎬ学业艰巨且就业无望、渴望友

情却与舍友矛盾重重、不满现状又无从改变ꎬ问题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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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力增大ꎬ会造成大学生心理失调ꎬ遇到挫折时可

能会出现不恰当的应对方式或者过激行为ꎬ最终走向

自杀ꎮ 由于受到一些不良文化的影响ꎬ个别大学生认

为生命是自己的ꎬ生和死是自己的权利和自由ꎬ对生

命没有正确的认识ꎮ 需要高校积极普及心理健康知

识并进行生命观教育ꎬ根据不同的对象因材施教ꎬ必
要时进行个别辅导ꎬ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生命观ꎮ

相关分析发现ꎬ大学生自杀态度与自我意识、自
我和谐相关有统计学意义ꎬ与肖霞英[１] 的研究一致ꎮ
大学生需要认识了解自己及自己的经历ꎬ对自己的认

识以及所做的每件事和每一种经历都会成为自我经

验的一部分ꎬ自我经验协调时ꎬ人格就不断完善ꎻ当现

实经历与经验不协调时ꎬ就会质疑自己ꎬ久之使人格

发展受阻ꎬ心理健康也会受损害ꎮ 能正确客观认识自

己、自我和谐的大学生对自杀更倾向于否定态度ꎮ 因

此ꎬ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和自杀预防教育时ꎬ高校

教师要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和谐教育ꎬ帮助

正确认识自己ꎬ并让自己内部经验协调一致ꎮ 结构方

程模型显示ꎬ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和谐对自杀态

度有预测作用ꎬ能正确认识自己和自我经验和谐的大

学生能更好认识所处的环境并适应环境ꎬ对生活和生

命有正确的认识ꎬ更珍惜和热爱生命ꎬ建立的模型稳

定合理ꎬ说明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自我和谐在预防心

理障碍和心理疾病方面起重要作用ꎮ 正确认识自己

是心理健康成长的基础ꎬ自我和谐的人心理才会更健

康ꎮ Ｒｏｇｅｒｓ[１０] 认为ꎬ自我和谐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

志ꎬ自我与经验之间的不和谐是心理障碍的重要原

因ꎬ而心理障碍又是自杀的诱因之一ꎮ 选择自杀的大

学生往往自我意识模糊ꎬ或者自我经验不和谐ꎬ没有

正确的生命观ꎮ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引导大学生

正确认识自我ꎬ并学会调整自我ꎬ让自己内部经验和

谐统一ꎬ促进自我不断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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