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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塔城地区牧区和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存在的差异ꎬ为该地区哈萨克族中

学生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塔城牧区和非牧区抽取各 １５ 所中学的共 １８ ９４６
名哈萨克族高中学生进行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ＭＭＨＩ－６０)问卷调查ꎬ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　 塔城地区哈萨克族中

学生心理状况表现良好的占 ５４.０６％ꎬ轻度心理问题的占 ３９.４９％ꎬ中度心理问题的占 ４.７９％ꎬ重度心理问题的占 １.６６％ꎻ牧
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状况在良好、轻度、中度、重度方面所占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牧区有

心理问题的哈萨克族中学生比例为 ５０.５０％ꎬ非牧区为 ４０.２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９８.９０ꎬＰ<０.０１)ꎻ初一至高三年级

中ꎬ牧区轻度、中度、重度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均高于非牧区ꎻ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心理量表总均分为(２.０５±０.５４)
分ꎬ非牧区为(１.９１±０.５４)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１７.７３ꎬ Ｐ<０.０１)ꎻ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孤独感体验明显强于非

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１１.５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新疆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与非

牧区相比相对较差ꎬ社会、学校和家长应共同关注牧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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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城位于新疆西北部ꎬ这里生活着包括汉族在内

的 ２５ 个民族ꎬ少数民族人口占 ３６％[１] ꎮ 该地区大部

分少数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２] ꎮ 游牧方式的生活决

定了在牧区的大部分哈萨克族高中学生均要在学校

寄宿ꎬ长期与父母分离同时集中于学校固定的空间

内ꎬ使得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势必发生一定的变化ꎮ
本研究对牧区哈萨克族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

行调查ꎬ并与非牧区学生进行比较ꎬ旨在为该地区哈

萨克族中学生健康成长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塔城地

区牧区即恰合吉牧场、甘家湖牧场、赛力克提牧场、萨
尔也木勒牧场、窝依加依劳牧场等 １５ 所中学中ꎬ根据

年级分层ꎬ抽取各年级全部哈萨克族学生为调查对

象ꎬ共发放问卷 １０ ９４３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０ ５２４ 份ꎻ在
塔城地区的塔城市、乌苏市、沙湾县等 １５ 所非牧区学

校根据年级分层ꎬ抽取各年级全部哈萨克族学生为调

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ꎬ共发放问卷 １０ ０４６ 份ꎬ收回有

效问卷 ８ ４２２ 份ꎻ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２０ ９８９ 份ꎬ收回

有效问卷 １８ ９４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０.２７％ꎮ 其中牧

区男生 ６ ３４１ 名ꎬ非牧区男生 ５ １２７ 名ꎬ合计 １１ ４６８
名ꎬ牧区女生 ４ １８３ 名ꎬ非牧区女生 ３ ２９５ 名ꎬ合计

７ ４７８名ꎻ初中生牧区 ５ ２４６ 名ꎬ非牧区 ５ ６００ 名ꎬ合计

１０ ８４６名ꎬ高中生牧区 ５ ２７８ 名ꎬ非牧区 ２ ８２２ 名ꎬ合计

８ １００名ꎻ平均年龄为(１５.１２ ± ２.４３) 岁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７ 月ꎮ
１.２ 　 方法 　 调查问卷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ｖｅｎｔｒｏ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ＭＭＨＩ－６０)和自编的人口学基本信息和孤独感问题组

成ꎮ ＭＭＨＩ－６０ 问卷由王极盛等[３] 编制ꎬ适合中国学

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ꎬ量表由 ６０ 个题目组成ꎬ
分为 １０ 个分量表ꎬ每个分量表由 ６ 个条目组成ꎮ 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ꎬ分别为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ꎮ 总均

分及分量表因子分在 ５ 分即判定为存在严重心理问

题ꎬ４ ~ ４.９９ 分判定为较严重心理问题ꎬ３ ~ ３.９９ 分判定

为中度心理问题ꎬ２ ~ ２.９９ 分判定为轻度心理问题ꎬ２
分以下为心理状况良好[４] ꎮ 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０.７１７ ~ ０.９０６ꎮ 孤独感问题评分和等级与 ＭＭＨＩ － ６０
一致ꎬ为调查者自身的体验ꎮ 自编的人口学基本信息

在主要包括性别、年级、年龄、父母文化程度、学习情

况、是否牧区等条目ꎮ 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哈萨克族教

师指导学生进行填写ꎬ调查前向学生讲明调查目的及

要求ꎮ 调查问卷翻译为哈萨克语进行调查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处理ꎬ方法包括 ｔ 检验、χ２ 检验等ꎬ
α ＝ 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年级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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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比较　 塔城地区哈萨克族中学生总体心理状况良

好的占 ５４.０６％ (１０ ２４３ / １８ ９４６)ꎬ轻度心理问题学生

占 ３９. ４９％ ( １７ ４８２ / １８９４６)ꎬ 中度心理问题学生占

４.７９％(９０７ / １８ ９４６)ꎬ 重度心理问题学生占 １. ６６％
(３１４ / １８ ９４６)ꎮ 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总体比

较显示ꎬ在良好、轻度、中度、重度方面的人数比例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牧区有心理问题

的哈萨克族中学生人数比例为 ５０. ５０％ꎬ非牧区为

４０.２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９８. ９０ꎬＰ< ０. ０１)ꎮ
各年级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比较显示ꎬ初一

年级轻度、中度、重度心理状况的人数比例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初二和初三年级除中度

心理健康问题外ꎬ其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高一和高二年级在轻度和中度心理问题

方面人数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其他方面差异均有

统计学(Ｐ 值均<０.０５)ꎻ高三年级牧区与非牧区中学

生除中度心理健康问题外ꎬ其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初一至高三年级中ꎬ牧区轻度、
中度、重度心理问题的人数比例均不同程度高于非牧

区的人数比例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新疆塔城不同年级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构成比较

年级 牧区与非牧区 人数 统计值 良好
心理健康问题

轻度 中度 重度
初一 牧区 １ ７３２ ８４８(４８.９６) ７４６(４３.０７) ８７(５.０２) ５１(２.９５)

非牧区 １ ８０２ １ ０３８(５７.６０) ７０１(３８.９０) ６２(３.４４) １(０.０６)
χ２ 值 ２６.５０ ６.３５ ５.４８ ５０.８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初二 牧区 １ ８４６ ９６１(５２.０６) ７５１(４０.６８) ８４(４.５５) ５０(２.７１)
非牧区 １ ９７１ １ ２９３(６５.６０) ５９８(３０.３４) ７８(３.９６) ２(０.１０)

χ２ 值 ７２.３０ ４４.６２ ０.８２ ４８.２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初三 牧区 １ ６６８ ７９５(４７.６６) ７３８(４４.２４) ８６(５.１６) ４９(２.９４)
非牧区 １ ８２７ １ １３４(６２.０７) ６０４(３３.０６) ８８(４.８２) １(０.０６)

χ２ 值 ７３.１８ ４６.１２ ０.２１ ５１.３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高一 牧区 １ ７０３ ８１０(４７.５６) ７４７(４３.８６) ８９(５.２３) ５７(３.３５)
非牧区 ９４３ ４９９(５２.９２) ３９６(４１.９９) ４７(４.９８) １(０.１１)

χ２ 值 ６.９６ ０.８７ ０.０７ ２９.７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高二 牧区 １ ８４６ ９４１(５０.９８) ７６２(４１.２８) ９４(５.０９) ４９(２.６５)
非牧区 １ ０２４ ５８２(５６.８４) ３９２(３８.２８) ４９(４.７９) １(０.１０)

χ２ 值 ９.０８ ２.４６ ０.１３ ２５.１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高三 牧区 １ ７２９ ８５４(４９.３９) ７２８(４２.１１) ９７(５.６１) ５０(２.８９)
非牧区 ８５５ ４８８(５７.０８) ３１９(３７.３１) ４６(５.３８) ２(０.２３)

χ２ 值 １３.５３ ５.４６ ０.０６ ２０.５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合计 牧区 １０ ５２４ ５ ２０９(４９.５０) ４ ４７２(４２.４９) ５３７(５.１０) ３０６(２.９１)
非牧区 ８ ４２２ ５ ０３４(５９.７７) ３ ０１０(３５.７４) ３７０(４.３９) ８(０.０９)

χ２ 值 １９８.９０ ８９.３０ ５.１６ ２２７.０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性别和学段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

心理量表得分比较 　 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心

理量表总均分为 ( ２. ０５ ± ０. ５４) 分ꎬ非牧区为 (１.９１ ±
０.５４)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７.７３ꎬＰ<０.０１)ꎮ哈萨

克族牧区男生心理量表各因子得分均高于非牧区男

生ꎬ各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初中、高中阶段的牧区哈萨克族女生各因子得分均高

于非牧区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孤独感体验比较

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中体验到孤独感的占

６４.９２％ꎬ其中中度和重度孤独感的哈萨克族中学生占

３０.１２％ꎮ非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体验到孤独感的为

５５.７５％ꎬ其中中度和重度孤独感的学生占 ２５. ８１％ꎮ
秩和检验结果显示ꎬ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孤独

感体验明显强于非牧区中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１１.５９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中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期ꎬ这一

阶段的学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处于逐渐成

熟的过渡时期[５－７] ꎮ 这一阶段中学生的心理方面发展

并不成熟ꎬ常表现为不稳定、多变、快速、复杂等情

况[８－１０] ꎮ 多项研究显示ꎬ当前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问题面临严峻形势ꎬ有 １０％ ~ ３０％的青少年出现不同

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１１－１３] ꎮ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

与家庭的支持、和睦、家长教育等存在密切关系ꎬ家庭

也是青少年情感的重要依托ꎬ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

到基础的作用[１４－１６]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新疆塔城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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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中学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占 ５０.５０％ꎬ而非

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为 ４０.２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牧区哈萨克族

中学生长期生活在较为封闭的草原环境中ꎬ与外界的

联系相对较少ꎬ出现心理问题时往往以消极的心态去

对待ꎬ加之自身心理调节能力差ꎬ极易造成心理问题ꎮ
其次ꎬ牧区哈萨克族家庭一般父母常年过着游牧生

活ꎬ部分学生走读ꎬ与同学之间的沟通较少ꎻ还有大部

分学生寄宿在学校ꎬ缺乏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ꎬ出现

问题时不能及时的教育和疏导ꎬ极易造成心理问题ꎮ
另外ꎬ因哈萨克族家庭父母一般文化程度较低ꎬ父母

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ꎬ缺乏教育意

识和理念ꎬ导致对子女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关怀ꎮ 相

反ꎬ生活在非牧区的哈萨克族中学生多数为走读ꎬ出
现心理问题时可以及时与父母进行沟通和交流ꎬ降低

了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概率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来自家

庭的关怀能够较好地影响家庭成员ꎬ提高生活质量ꎬ
尤其是家庭子女的情绪健康等[１７－２０] ꎬ该结论也充分证

实了本研究结果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新疆塔城牧区与非牧区哈萨克族

中学生不同性别和不同学段间 ＭＭＨＩ－６０ 心理健康量

表各因子及总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且牧区哈萨

克族中学生的心理量表总均分高于非牧区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ꎮ 进一步说明当前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ꎮ
对孤独感的调查发现ꎬ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孤

独感强于非牧区哈萨克族学生ꎮ 有研究显示ꎬ青少年

的孤独感与自身的抑郁、焦虑、自杀行为等心理方面ꎬ
呈现正相关ꎬ同时有严重孤独感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均较差[２１－２３] ꎮ 综上所述ꎬ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有

较强的孤独感体验ꎬ并且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ꎮ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ꎬ结合新疆各方面实际ꎬ改变

塔城牧区哈萨克族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需要一个长

期的努力过程ꎬ具体应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第一ꎬ教
育行政部门应加大对牧区教育资金的投入ꎬ加强师资

队伍的培训ꎬ让牧区学校教师采取正确的教育引导措

施和方法ꎬ提高自身综合能力ꎮ 第二ꎬ有条件的牧区

学校应配备专职的生活指导教师和心理咨询师ꎬ生活

指导老师可以在学生学习以外的时间扮演家长的角

色积极引导学生正确的生活方式和全方位的关心和

关注ꎻ针对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应及时给予心理干预

和治疗ꎮ 第三ꎬ作为牧区学生家长ꎬ应在休牧期给予

家庭子女更多的关心和关爱ꎮ 第四ꎬ作为牧区学生的

班主任教师ꎬ除关注学生的学习外ꎬ应更加关注学生

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对出现问题的学生应及时与家长进

行沟通ꎬ保障牧区学生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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