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亡 ７９８ 例(男性 ６９７ 例、女性 １０１ 例)ꎮ 男性死亡率

远高于女性ꎬ故应在学校、社区内针对重点人群加强

交通规则以及常见急救知识的学习[１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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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市高中生社会支持儿童期忽视与自伤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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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驻马店市高中学生社会支持在自伤行为和儿童期忽视间的中介作用ꎬ为更好地预防高中学

生自伤行为提供支持ꎮ 方法　 在驻马店市随机抽取 ４ 所中学的 ８６２ 名高中生进行社会支持问卷、自伤行为和童年期被忽

视问卷的调查ꎬ分析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中介关系ꎮ 结果　 高中男生自伤行为得分高于女生ꎬ城市高于乡村ꎬ非父母抚

养高于父母抚养ꎬ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ｔ 值为 ２.９８ꎬ－２.３５ꎬ－３.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社会支持与童年期忽视总分及各维度

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２.９８ꎬ２.３５ꎬ３.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自伤行为总分与童年期受忽视总分及各维度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
０.０１)ꎬ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 ｒ＝ －０.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社会支持在自伤和受忽视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占总效应的 ８.４２％ꎮ
结论　 儿童期忽视对自伤行为起到直接作用ꎬ同时通过社会支持对自伤行为也有间接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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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着高考的压力ꎬ加之正处于心

理和生理上发育的高峰阶段ꎬ极易出现各种不良的行

为或心理问题[１－３] 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高中阶段学生发

生自伤行为的比例较高ꎬ并且近年来发生比例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４－５] ꎮ 国外学者研究显示ꎬ个体在儿童期

如果受到忽视ꎬ极易在今后的青春发育期或成年期发

生各类不良情绪反应或行为[６] ꎮ 李田伟等[７] 研究显

示ꎬ较好的个体社会支持对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心

理行为起到积极作用ꎬ同时可以降低外倾性问题的发

生ꎮ 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因受经济发展水

平的制约ꎬ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有限ꎬ对心理健

康关注度不够ꎬ在当前精准脱贫的背景下ꎬ有必要对

该群体的身心健康予以关注ꎮ 本研究通过了解社会

支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中学生自伤行为和儿童期

受忽视之间的中介关系ꎬ为更好地预防高中学生自伤

行为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０ 月ꎬ在驻马店市采用方

便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４ 所高中作为调查点校ꎬ采用分

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每所高中以班级为单位ꎬ各年级

各随机抽取 ２ 个教学班级ꎬ共调查 ２４ 个教学班级 ８７９
名高中生ꎬ剔除破损、漏填、错填问卷后最终收回有效

问卷 ８６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 ０７％ꎮ 其中男生 ４３４
名ꎬ女生 ４２８ 名ꎻ高一至高三年级学生分别为 ３２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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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ꎬ２６５ 名ꎻ城市、乡村学生分别为 ３７６ꎬ４８６ 名ꎮ 被试

平均年龄为(１７.２３±１.４１)岁ꎮ 调查在自愿、同意、知情

的原则下进行ꎬ符合伦理学调查要求ꎬ得到黄淮学院

伦理审查机构的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社会支持问卷　 该问卷由叶悦妹等[８] 研究制

定ꎬ问卷由 １７ 个条目 ３ 个维度(客观支持、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组成ꎮ 每个条目根据调查者自身的实际

情况选择“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 分别记 １ ~ ５
分ꎮ 该量表各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 ~ ０.８８ꎬ量
表总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３ꎮ
１.２.２　 自我伤害问卷 　 采用冯玉等[９－１０] 修订的青少

年自我伤害问卷ꎮ 问卷由 １８ 个条目组成ꎬ主要测试调

查者的自伤行为程度ꎮ 自伤行为得分 ＝ 次数×伤害程

度ꎬ自伤次数采用 ４ 个等级评分ꎬ分别为 ０ 次 ＝ １ 级ꎬ１
次＝ ２ 级ꎬ２ ~ ４ 次 ＝ ３ 级ꎬ≥５ 次 ＝ ４ 级ꎬ伤害的程度也

采用 ５ 级评分ꎬ即无＝ １ 级ꎬ轻度＝ ２ 级ꎬ中度＝ ３ 级ꎬ重
度＝ ４ 级ꎬ极重度 ＝ ５ 级ꎮ 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２.３　 忽视问卷　 采用由杨世昌[１１] 研究编制的儿童

忽视问卷进行调查ꎬ问卷共由 ３８ 个条目ꎬ安全忽视、躯
体忽视、交流忽视、情感忽视 ４ 个维度组成ꎬ每个条目

根据测试者的情况选择“无” 到“总是” 分别记 １ ~ ４
分ꎮ 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ꎬ问卷的重测信

度和分半信度均较好ꎮ
由经过培训的教师依次进班对研究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ꎬ调查采用统一的指导语ꎬ问卷当场发放当场

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录入ꎬ完成后

再由另一组负责核实录入数据的准确性ꎮ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合理化处理和分析ꎮ ３ 个量表各

因子得分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积差

相关分析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双侧检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类别高中学生自伤行为状况　 调查结果显

示ꎬ高中男生自伤行为得分为(２３.３±８.４)分ꎬ女生为

(２１.９±１.１)分ꎬ男生高于女生ꎬ城市学生得分高于乡村

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９８ꎬ２.３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非父母抚养学生自伤行为得分为(２４.８±
８.７)分ꎬ父母抚养学生得分为(２２.６±７.４)分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ｔ＝ ３.９１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高中学生儿童期忽视、社会支持与自伤行为的相

关性　 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中学生社会支持与儿童期

忽视总分及各维度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ꎬ自伤

行为总分与儿童期忽视总分及各维度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ꎬ自伤行为与儿童期忽视总分呈负相关( ｒ
＝ －０.２４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类别高中学生童年期

忽视社会支持自伤行为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８６２)

变量　 　 　 　 　 安全忽视 交流忽视 躯体忽视 情感忽视
社会支

持总分

儿童期

忽视总分
交流忽视　 　 　 ０.０９∗

躯体忽视　 　 　 ０.１９∗∗ ０.４８∗∗

情感忽视　 　 　 ０.１０∗∗ ０.７８∗∗ ０.６４∗∗

儿童期忽视总分 ０.２７∗∗ ０.８３∗∗ ０.６７∗∗ ０.９０∗∗

社会支持总分　 －０.２０∗∗ －０.２２∗∗ －０.４４∗∗ －０.３４∗∗ －０.３１∗∗

自伤行为总分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４２∗∗ －０.２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高中学生社会支持在儿童期忽视和自伤行为间

的中介效应 　 依据温忠麟[１２] 的回归分析方法ꎬ对城

乡、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子女是否由父母抚养等人口

学分类变量进行控制ꎬ对社会支持在自伤行为和儿童

期忽视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ꎮ 第 １ 步ꎬ将高中学

生自伤行为作为因变量ꎬ采用强迫进入法引入方程ꎬ
再将受忽视作为自变量ꎬ采用逐步法引入方程ꎬ结果

显示ꎬ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ꎬ受忽视对自伤行

为起正向预测作用ꎮ 第 ２ 步ꎬ将社会支持作为因变量ꎬ
将人口学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ꎬ以受忽视为自变量ꎬ
结果显示ꎬ受忽视对社会支持有负向预测作用ꎮ 第 ３
步ꎬ将自伤行为作为因变量ꎬ人口学等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ꎬ以受忽视、社会支持作为自变量ꎮ 通过甘怡

群[１３]提出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程序进一步检验社会支持的中

介效应ꎬ以高中生自伤行为作为因变量ꎬ以人口学等

变量为控制变量ꎬ以忽视为自变量ꎬ将社会支持作为

中介变量进行分析ꎬ设置自抽样次数 ５ ０００ꎮ 结果显

示ꎬ儿童期忽视对自伤行为起正向预测作用ꎬ社会支

持对自伤行为起负向预测作用ꎬ受忽视对社会支持也

起到显著的预测作用ꎮ 社会支持在自伤和受忽视间

起部分中介效应ꎬ占总效应的 ８.４２％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中学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分析(ｎ＝ ８６２)

因变量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Ｒ２ 值 ⊿ Ｒ２ 值 Ｆ 值
自伤行为 性别 －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１８∗∗ ３４.１３∗∗

生源地 ０.０５
是否父母抚养 －０.０３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０１
儿童期忽视 ０.４２∗∗

社会支持 性别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９∗∗ １８.３２∗∗

生源地 －０.０１
是否父母抚养 －０.０６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０４
儿童期忽视 －０.２９∗∗

自伤行为 性别 －０.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１∗∗ ３０.７３∗∗

生源地 ０.０５
是否父母抚养 －０.０４
是否独生子女 ０.０２
儿童期忽视 ０.３８∗∗

社会支持总分 －０.１２∗∗

　 注:∗∗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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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中男生在安全、交流、
情感忽视方面得分高于女生ꎬ而女生在客观支持和支

持利用方面的得分高于男生ꎮ 与年晶等[１４] 研究结果

一致ꎮ 可能是受到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子女思想的影

响ꎬ对男生的照顾和关注度低于女生ꎬ男生有相对更

为宽泛的生活环境ꎬ家长对其管理和教育较为宽松ꎻ
而家长对女生的情感和关注度较高ꎬ给予更多的照顾

和引导ꎮ 本研究中城市高中生在情感忽视和总分方面

得分高于乡村学生ꎬ城市学生的自伤行为得分也高于

乡村学生ꎬ与有关研究结论一致[１５] ꎮ 提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城市高中学生的心理和忽视问题值得关注ꎮ 在

是否独生子女方面高中学生在儿童期受忽视、社会支

持和自伤行为各维度间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与杨武悦等[１６]的研究结果不同ꎮ 可能因为调查地区、
对象存在一定差异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高中学生社会支持与忽视呈负相

关ꎻ自伤行为与忽视呈正相关ꎬ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ꎮ
与有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７] ꎮ 可能是家长在子女教育问

题上一味满足子女物质上的需求ꎬ而忽视了情感上的

关心和支持ꎬ一旦子女在生活和学习中出现了危险行

为或心理问题ꎬ家长若不能及时发现将对其未来的健

康成长带来巨大影响ꎮ 有关研究表明ꎬ有儿童青少年

期创伤经历的学生抑郁水平高于没有创伤经历的学

生ꎬ同时存在的自伤风险和意念均较高[１８] ꎮ 提示如果

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受到忽视将会使自伤行为发生的

风险增高ꎬ并且本研究也证明了儿童期受忽视对自伤

行为起正向预测作用ꎬ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对自

伤行为起正向预测作用ꎮ
社会支持能够弥补学生忽视、心理和情感上的消

极因素ꎬ也能帮助学生重新体验到安全感和周围带来

的关心和温暖ꎮ 高中学生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

快速时期ꎬ各项功能和认知还不完善ꎬ叛逆心理凸显ꎬ
给家庭父母带来较多的烦恼和困惑ꎮ 加之有些学生

生活在贫困地区ꎬ教育质量较低ꎬ心理健康教育较为

困乏ꎮ 但这一时期外界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将对子女

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ꎮ 当学生遇到困难时

父母给予及时的关心和教育将让子女体验到来自家

庭和父母的温暖ꎬ并且能够积极克服苦难、缓解自身

的心理压力ꎬ从而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ꎬ因此

良好的社会支持对自伤行为起负向预测作用ꎮ 也正

是社会支持在自伤和忽视行为间起到重要中介作用

的原因ꎮ 有研究显示ꎬ青少年得到的社会支持越高其

越能体验到较高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ꎬ消极情绪得

到释放ꎬ从而降低自伤行为的发生[１９] ꎮ
综上所述ꎬ针对儿童期社会支持在忽视与自伤行

为间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ꎬ建议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

家长、教师、社会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关心和支持ꎬ尤其

是在儿童时期应给予更多的关爱ꎬ避免忽视的发生ꎬ
对青少年出现的不良反映及时找出原因予以教育和

纠正ꎬ保障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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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中给予的帮助与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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