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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的流行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学生自

杀行为的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运用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采用青少年健康调查问卷、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

表、儿童期虐待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等对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的 ６ １３９ 名中学生进行调查ꎬ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中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ꎮ 结果　 １ ２４１ 名(２０.２％)中学生在过去 １２ 个月里有过自杀意念ꎬ２５０ 名(４.１％)在过去 １２ 个

月里尝试自杀ꎮ 中学生自杀意念与女性、不住校、独生子女、吸烟、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系较差、存在校园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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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躯体虐待、性虐待、被躯体忽视、有抑郁症状、有睡眠障碍呈正相关(ＯＲ 值分别为 １ ５２ꎬ２ ２５ꎬ０ ５２ꎬ０ ４９ꎬ０ ４７ꎬ１ ７９ꎬ
２ １７ꎬ１ ９７ꎬ１ ９４ꎬ３ １４ꎬ１ ６６)ꎮ 结论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自杀意念较为普遍ꎬ教师和家长应高度重视ꎬ早期识别学生的

自杀风险ꎬ以减少自杀相关行为的发生ꎮ
【关键词】 　 自杀ꎻ精神卫生ꎻ自我伤害行为ꎻ学生ꎻ少数民族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４.２　 Ｇ ４４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７￣１０１７￣０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ＹＡＮＧ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ＬＵ Ｃｉｙ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Ｇａｎｇ ＧＵＯ Ｌａｎ ＬＩ Ｐｅｎｇｓ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ｉｙ￣
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ＤＳＲ－
ＳＣ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ＣＴＱ－Ｓ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６ １３９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 ２４１ ２０.２％ ｈａ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ａｎｄ
２５０  ４.１％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ｅｍａｌｅ ｎｏ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ａｖ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ｐｏｏｒ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ｂｕｓｅ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Ｒ＝ １.６７ １.６４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６７ ０.５８ ２.０６ ２.４５ ２.１２ １.６８ ２.８２ １.６２ .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Ｒ＝ １.５２  ｎｏ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Ｒ＝ ２.２５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ＯＲ ＝ ０.５２  ｐｏ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Ｒ ＝ ０.４９  ｐｏ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ｍａｔｅｓ ＯＲ＝ ０.４７  ｓｃｈｏｏ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１.７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ｂｕｓｅｄ ＯＲ＝ ２.１７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ｂｕｓｅｄ ＯＲ
＝ １.９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ＯＲ＝ １.９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ＯＲ＝ ３.１４  ｓｌｅｅ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ＯＲ＝ １.６６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ｅｌａｔ￣
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自杀行为是我国青少年危险行为的一类重要表

现ꎬ它不仅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ꎬ也是备受关注的

社会问题ꎮ 自杀在我国全人群伤害死因中排第 ２
位[１] ꎬ在 １５ ~ ３４ 岁的年轻人群中为第一大死因[２] ꎮ 中

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ꎬ在人际交往、情绪

调适等方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或问题ꎬ容易因各

种情绪障碍而发生自杀行为ꎮ 贵州地处西部ꎬ经济欠

发达ꎬ心理健康教育关注度较发达省份差ꎬ自杀行为

的发生率较东部地区高[３] ꎮ 为此ꎬ本研究对贵州省少

数民族地区自杀相关行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ꎬ分析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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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的影响因素ꎬ为今后有针对性

地开展中学生自杀行为的预防工作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两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选取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黔东南州凯里市 ２
个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按学校类型和比

例从每个市随机抽取 ４ 所普通初中、２ 所重点初中、２
所普通高中、２ 所重点高中及 ２ 所职业中学ꎬ共 １２ 所

学校ꎬ每所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级ꎬ被抽中班

级的所有学生均纳入调查ꎮ 共调查学生 ６ ２０９ 名ꎬ有
效调查人数 ６ １３９ 名ꎬ有效率为 ９８.８７％ꎮ 被试年龄 １１
~ ２１ 岁ꎬ平均年龄(１５.１６±１.７６)岁ꎬ其中男生 ２ ９８４ 名

(４８.６％)ꎬ女生 ３ １５５ 名(５１.４％)ꎻ民族构成依次为汉

族 １ ５１０ 名(２４.６％)ꎬ苗族 ２ ２５１ 名(３６.７％)ꎬ布依族

１ ４０６名( ２２. ９％)ꎬ侗族 ３９７ 名 ( ６. ５％)ꎬ水族 ２７９ 名

(４.５％)ꎬ其他少数民族 ２９６ 名(４.８％)ꎮ 知情同意书

１８ 岁及以上的学生由本人签署ꎬ１８ 岁以下者由家长或

法定监护人签署ꎻ研究已通过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伦理委员会审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对抽中的中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

行匿名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学校类

别等一般特征ꎻ家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

况等家庭相关情况ꎻ学习成绩、学习压力、与老师及同

学关系等学校相关因素ꎻ中学生暴力、自杀、睡眠、抑
郁症状、儿童期虐待等相关内容ꎮ
１.２.２　 测评及定义　 (１)自杀相关行为:包括自杀意

念和尝试自杀ꎬ调查对象在过去 １２ 个月内是否产生过

自杀的想法和是否尝试过自杀[４] ꎮ (２)儿童抑郁障碍

自评量表(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ＤＳＲ￣
ＳＣ) [５] :量表共有 １８ 个项目ꎬ采用 ３ 级评分ꎬ回答“没

有”到“经常有”分别计 ０ ~ ２ 分ꎻ量表总分≥１５ 分为存

在抑郁症状ꎮ 研究认为该量表可用于我国儿童抑郁

症状的评估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５] ꎮ 量表分半信度为

０.７２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ꎮ (３)暴力行为:暴力行

为存在定义为以下任一问题的回答是“ ≥３ ｄ” [６] ꎬ①
是否曾对 / 被别人打 / 踢 / 推 / 挤或关在屋里? ②是否

曾对 / 被别人恶意取笑? ③是否曾对 / 被别人开色情

玩笑或做色情动作? ④是否曾有意将 / 被别人排斥在

集体活动之外或孤立别人 / 被孤立? ⑤是否曾以其他

方式欺负其他同学 / 被其他同学以其他方式欺负?
(４)儿童期虐待问卷(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ꎬ ＣＴＱ － ＳＦ) [７] 中文版: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ꎬ内容效度检验分量表与总量表相关系数均>０.５ꎮ
共有 ２８ 个条目ꎬ分为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
感忽视和躯体忽视 ５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含 ５ 个条

目ꎮ 每个条目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ꎬ每个虐待分量表评分

５ ~ ２５ 分ꎬ总分 １２５ 分ꎮ 躯体虐待≥８ 分、情感虐待≥９
分、性虐待≥６ 分、躯体忽视≥８ 分和情感忽视≥１０
分ꎬ分别表示有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

视和情感忽视[８] ꎮ ( ５)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ＳＱＩ) [９] :测定对象近

１ 个月的睡眠质量ꎬ该量表有 ７ 个维度共 １８ 个条目ꎬ
每个维度按 ０ ~ ３ 级计分ꎬ累计得分为 ＰＳＱＩ 总分ꎬ总分

为 ０ ~ ２１ 分ꎬ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ꎮ 总分> ７
分ꎬ判断为有睡眠障碍ꎮ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ꎮ 用百分率或构成比进

行中学生自杀意念、尝试自杀的描述ꎻ采用 χ２ 检验探

讨自杀相关行为组间差异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自杀意念及尝试自杀的影响因素ꎬ统计学检验为双侧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　 本次调查的少数民族地

区有 １ ２４１ 名(２０.２％)中学生在过去 １２ 个月里有过

自杀意念ꎬ２５０ 名(４.１％)在过去 １２ 月里尝试过自杀ꎮ
不同民族中学生自杀意念、尝试自杀报告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中学生的自杀意念高

于男中学生(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民族及性别中学生自杀意念及尝试自杀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自杀意念

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尝试自杀

发生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民族 汉族 １ ５１０ ３４２(２２.６) ９.００ ０.１１ ６８(４.５) １.６７ ０.８９

苗族 ２ ２５１ ４３４(１９.３) ８９(４.０)
布依族 １ ４０６ ２７５(１９.６) ５１(３.６)
侗族 ３９７ ８４(２１.２) １７(４.３)
水族 ２７９ ４８(１７.２) １２(４.３)
其他 ２９６ ５８(１９.６) １３(４.４)

性别 男 ２ ９８４ ５２２(１７.５) ２６.６７ <０.０１ １１６(３.９) ０.５１ ０.４８
女 ３ １５５ ７１９(２２.８) １３４(４.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自杀相关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２.２.１　 自杀意念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

有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是 ＝ １ꎬ否 ＝ ２ )ꎬ以一般特征

(性别、吸烟)、学校相关因素(住校、学习压力、与老师

关系、与同学关系)、家庭相关因素(独生子女、儿童期

虐待)、抑郁症状、睡眠质量、暴力行为作为自变量ꎬ进
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吸烟、住
校、独生子女、学习成绩、与同学关系、与教师关系、抑
郁症状、睡眠障碍、暴力行为、躯体虐待、情感忽视和

性虐待是自杀意念可能的影响因素ꎮ 将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进一步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女性、不住校、独生子女、吸烟、学习压力较大、
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系较差、存在校园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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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躯体虐待、被性虐待、被情感忽视、有抑郁症状、 有睡眠障碍与中学生自杀意念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自杀意念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６ １３９)

因素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０.５１ ０.０８ ４７.４９ <０.０１ １.６７(１.４４ ~ １.９３)
住校 否 ０.５０ ０.０８ ４３.７６ <０.０１ １.６４(１.４２ ~ １.９０)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０.１８ ０.０８ ５.２６ ０.０２ ０.８４(０.７２ ~ ０.９７)
吸烟 否 －０.３３ ０.１１ ９.０５ <０.０１ ０.７２(０.５８ ~ ０.８９)
学习压力 一般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７９ ０.９７(０.７５ ~ １.２４)

较大 ０.４０ ０.１３ １０.０３ <０.０１ １.４９(１.１７ ~ １.９１)
与同学关系 一般 －０.５８ ０.２２ ６.９６ ０.０１ ０.５６(０.３６ ~ ０.８６)

较好 －０.５４ ０.２２ ６.０２ ０.０１ ０.５８(０.３８ ~ ０.９０)
与教师关系 一般 －０.２３ ０.１６ １.９３ ０.１６ ０.８０(０.５８ ~ １.１０)

较好 －０.４０ ０.１７ ５.３９ ０.０２ ０.６７(０.４８ ~ ０.９４)
躯体虐待 是 ０.９０ ０.１８ ２４.１０ <０.０１ ２.４５(１.７２ ~ ３.５１)
性虐待 是 ０.７５ ０.１５ ２５.５２ <０.０１ ２.１２(１.５８ ~ ２.８３)
情感忽视 是 ０.５２ ０.１０ ２８.７９ <０.０１ １.６８(１.３９ ~ ２.０２)
睡眠障碍 是 ０.４８ ０.０８ ３５.４９ <０.０１ １.６２(１.３８ ~ １.９０)
抑郁症状 是 １.０４ ０.０８ １８４.９１ <０.０１ ２.８２(２.４３ ~ ３.２７)
暴力行为 是 ０.７２ ０.１０ ５６.３６ <０.０１ ２.０６(１.７０ ~ ２.４８)

２.２.２　 尝试自杀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

尝试自杀作为因变量(是 ＝ １ꎬ否 ＝ ２)ꎬ以一般特征(性

别、吸烟)、学校相关因素(住校、学习压力、与老师关

系、与同学关系)、家庭相关因素(独生子女、儿童期虐

待)、抑郁症状、睡眠质量、暴力行为作为自变量ꎬ进行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吸烟、学习

压力、住校、与同学关系、与教师关系、抑郁症状、睡眠

障碍、暴力行为、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是自杀

可能的影响因素ꎮ 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进

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女性、吸烟、不
住校、学习压力较大、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系较

差、存在校园暴力行为、被躯体虐待、被性虐待、被躯

体忽视、有抑郁症状、有睡眠障碍与中学生尝试自杀

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尝试自杀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６ １３９)

因素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０.４２ ０.１５ ８.０３ ０.０１ １.５２(１.０４ ~ ２.０３)
住校 否 ０.８１ ０.１５ ２８.７３ <０.０１ ２.２５(１.６８ ~ ３.０３)
吸烟 否 －０.６５ ０.１８ １３.５０ <０.０１ ０.５２(０.３７ ~ ０.７４)
学习压力 一般 ０.７５ ０.３４ ５.００ ０.０３ ２.１２(１.１０ ~ ４.１０)

较大 １.０２ ０.３３ ９.５１ <０.０１ ２.７８(１.４５ ~ ５.３４)
和同学关系 一般 －１.０７ ０.２９ １３.３１ <０.０１ ０.３４(０.１９ ~ ０.６１)

较好 －０.７５ ０.２９ ６.６１ ０.０１ ０.４７(０.２７ ~ ０.８４)
和老师关系 一般 －０.５１ ０.２４ ４.７３ ０.０３ ０.６０(０.３８ ~ ０.９５)

较好 －０.７１ ０.２７ ６.９０ ０.０１ ０.４９(０.２９ ~ ０.８４)
躯体虐待 是 ０.７７ ０.２４ １０.７８ <０.０１ ２.１７(１.３７ ~ ３.４３)
性虐待 是 ０.６８ ０.２２ ９.４１ <０.０１ １.９７(１.２８ ~ ３.０３)
躯体忽视 是 ０.６６ ０.１５ １８.９９ <０.０１ １.９４(１.４４ ~ ２.６１)
睡眠障碍 是 ０.５１ ０.１５ １１.１７ <０.０１ １.６６(１.２３ ~ ２.２４)
抑郁症状 是 １.１４ ０.１５ ５５.１６ <０.０１ ３.１４(２.３２ ~ ４.２４)
暴力行为 是 ０.５８ ０.１６ １２.６２ <０.０１ １.７９(１.３０ ~ ２.４２)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在

过去 １２ 个月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２０.２％ꎬ尝试自杀的

发生率为 ４.１％ꎮ 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的发生率高于

国内研究(自杀意念发生率 １７.７％、尝试自杀发生率

２.７％) [３] ꎬ提示该地区中学生自杀行为问题较为严重ꎬ
应当引起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足够重视ꎮ 女生自杀行

为的发生率比男生高ꎬ与国内研究一致[１０] ꎬ可能与女
生心理、性格较男生脆弱ꎬ承受力较男生低ꎬ较依赖和

较敏感等有关ꎬ也可能与女生与男生解决问题方式不

同有关ꎮ 以往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自杀意念和

尝试自杀的发生率高于汉族学生[１１] ꎬ考虑主要受民族

文化和性格约束的影响ꎬ但本研究并未发现不同民族

间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不

同民族的学生处在同一地域ꎬ所接受的知识一致ꎬ少
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文化、特色发生变化有关ꎬ具体待

扩大样本量进行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中学生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受

不住校、独生子女、吸烟、与教师关系较差、与同学关

系较差、存在校园暴力行为、被躯体虐待和性虐待、被
情感忽视、有抑郁症状、有睡眠障碍因素的影响ꎮ 不

住校的学生没有经规范化的校园管理ꎬ易受到社会不

良事件的影响ꎮ 独生子女具有固执、好强、孤独和情

绪不稳定等人格特点ꎬ易产生抑郁等不良情绪[１２] ꎬ与
自杀行为密切相关ꎮ 且现在家庭大多数是独生子女ꎬ
他们承载着父母、社会的希望ꎬ多数会感受到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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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ꎬ当无法应对学习和心理压力时ꎬ就可能采取自

杀的方式解决问题[１３] ꎮ 吸烟的中学生可能更具有逆

反心理ꎬ更倾向于寻求刺激和冒险ꎬ提示对中学生进

行心理干预时ꎬ应要求其戒烟ꎬ以利于健康成长ꎮ 研

究发现ꎬ在过去 １ 个月中平均每天的吸烟量是影响中

学生自杀的因素[１４] ꎮ 与教师、同学关系较差的中学生

比与教师、同学关系较好的中学生更易发生自杀行

为ꎬ提示教师、同学关系在中学生的成长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ꎬ教师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ꎬ促进师生间的

交流ꎬ帮助其克服不良情绪ꎮ 存在校园暴力的青少年

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１５] ꎬ这可能与他们不

能和同学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关ꎬ在没有得到帮助的情

况下ꎬ容易导致自杀等过激行为的发生ꎮ 同时ꎬ校园

暴力与吸烟有关且吸烟与暴力行为共同存在于中学

生中[１６] ꎮ 儿童期被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忽视等均

是中学生自杀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ꎬ在多个国内

外研究中得到证实[１７－１９] ꎮ 儿童期遭受虐待的儿童心

理敏感ꎬ承受能力差ꎬ而且随童年期虐待种类数量增

加ꎬ中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率也增加ꎮ 熬夜或睡眠不

足会增加中学生自杀意念或患抑郁的风险[２０] ꎬ中学生

睡眠不足会对心理认知功能和神经认知功能产生不

良影响[２１] ꎬ睡眠质量较差的人更容易出现自杀相关行

为ꎮ 睡眠障碍是自杀相关行为的危险因素ꎬ且自杀行

为发生风险随 ＰＳＱＩ 得分增加而升高ꎮ 国内外研究发

现ꎬ睡眠障碍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２－２３] ꎬ有睡眠障

碍的学生精神、学习会受到影响ꎬ导致负面情绪的产

生ꎬ若不及时采取措施ꎬ可能加速自杀相关行为的发

生ꎮ 自杀行为发生不是单因素作用的结果ꎬ是一个长

期积累的过程ꎬ且自杀行为与各因素间存在交互作

用ꎬ提示对自杀相关行为进行干预时ꎬ要多方位、全面

考虑家庭、学校、心理社会因素对中学生的影响ꎮ
综上所述ꎬ中学生的自杀相关行为是多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ꎬ学校、家庭、社会要共同行动起来ꎬ预防

为主ꎬ密切配合ꎮ 首先ꎬ以学校为基地ꎬ面向全体学生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ꎬ并配合生命教育、压力－情绪管

理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ꎮ 其次ꎬ家长应多与孩子沟

通ꎬ给予更多的温暖与帮助ꎬ不要给孩子施加学习压

力ꎬ避免自杀行为的发生ꎮ 最后ꎬ应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ꎬ促进中学生的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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