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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广西高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ꎬ为学校及政府部门制

定相关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问卷ꎬ通过网络邀请对广西

２８ 所高校 ６９ ７８３ 名在读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ꎮ 结果　 高校学生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晓总分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下心理反应的乐观、恐惧、逃避、求助、战斗因子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５ꎬ－０.０１ꎬ－０.０６ꎬ－０.０３ꎬ０.２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性别因素对 ５ 个因子均有影响(Ｚ 值分别为－１３.６７ꎬ－２.０５ꎬ－１３.３１ꎬ－７.１５ꎬ－２４.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学历层次高的学

生及医学生在因子比较中具有“乐观高、逃避低”的认知行为特点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在恐惧、逃避、求助因子

中ꎬ自身活动受限的学生(β 值分别为 ０.３８ꎬ０.３８ꎬ０.４２)和居住地有感染病例的学生(β 值分别为 ０.１４ꎬ０.０６ꎬ０.１５)均高于其

他组别ꎬ而居住地有感染病例学生乐观因子呈现负向保护作用(β＝ －０.１０)(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科普

宣传教育ꎬ提高学生对疫情的知晓度及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ꎬ引导正向认知ꎬ塑造正向行为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ꎬ为疫情过

后有序复学做好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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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立项研究重点课题项

目(２０１４ＭＳＺ０１７)ꎮ
【作者简介】 　 符国帅(１９９３－　 )ꎬ男ꎬ安徽蚌埠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医学心理学与行为医学ꎮ
【通讯作者】 　 唐峥华ꎬＥ￣ｍａｉｌ:３２９１２６２３５＠ ｑｑ.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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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起ꎬ湖北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ꎬ并蔓延至全国多个省市ꎬ引起国际社会广泛

关注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国家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甲类进行管理[１] ꎮ 随着

疫情的发展ꎬ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２] ꎬ多地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３] 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世

界卫生组织宣布ꎬ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ｏｒｏｎａ 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ꎮ 疫情时值

我国春节ꎬ大学生大部分返回家中ꎬ为配合防疫举措ꎬ
全国各地高校响应号召ꎬ纷纷出台文件加强疫情期间

学生的管理ꎮ 为了解高校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的应对状况ꎬ本研究对广西高校学生的认知和行

为反应展开研究ꎬ为高校有关部门采取针对学生健康

的精准防控策略提供依据ꎮ

７０３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广西省在读高校学生ꎬ其中本科院校

１２ 所ꎬ专科院校 １６ 所ꎬ年龄为 １６ ~ ２９ 岁(学历覆盖大

专、本科、硕士及以上)ꎮ 研究共发放问卷 ７２ ０００ 份ꎬ
回收 ７１ ４４８ 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６９ ７８３ 份ꎬ有效应答率

为 ９７.６％ꎮ 人数来源最多省份学生现居地前 ５ 位依次

为广 西 ( ５８ ７００ 名ꎬ ８１. ９２％)、 北 京 ( ３ ２０７ 名ꎬ
４.４７％)、广 东 ( ２ ０８８ 名ꎬ ２. ９１％)、 湖 南 ( ９２４ 名ꎬ
１.２８％)、贵州(７３３ 名ꎬ１.０２％)ꎮ 本调查经过广西高校

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批准(伦理学审查批号:２０２０ －
０２０１ＬＬＳＣ)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问卷基于微信、ＱＱ 及网页链接发

送ꎬ采用滚雪球抽样法邀请学生[４] ꎬ并在问卷星平台

线上填写ꎮ 为获取更多有效问卷ꎬ以区分更多异质性

的研究对象ꎬ使样本抽样更具可信度ꎮ 一级种子将问

卷转发给广西某医科大学学生填写ꎻ二级种子通过广

西高校心理健康联盟 ＱＱ 工作群ꎬ邀请广西区内各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自愿参加并邀请各

自在校学生自愿填写ꎻ三级种子请已作答学生转至朋

友圈滚动邀请(转发至朋友圈填写电子问卷时有学

校、学号、年级的划分ꎬ学号填写不符合要求的系统自

动删除ꎬ后期人工录入数据库时再次核对ꎬ保证了人

群的有效性)ꎮ 问卷填写时间设定为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 月 ４ 日ꎮ
１.２.２　 调查工具　 (１)一般情况调查表ꎮ 内容包括一

般人口学特征(性别、专业、民族、学历、现居地情况)
和“ＣＯＶＩＤ－１９”知晓情况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知晓情况共 ６
题ꎬ采用 ４ 级评分方式ꎬ以“非常不清楚” ~ “非常清

楚”作答ꎬ分别计 １ ~ ４ 分ꎮ (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心理反应问卷[５] ꎬ对认知行为题目进行赋分ꎬ其中认

知反应涉及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乐观和恐惧 ２ 个

因子ꎬ行为反应涉及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逃

避、战斗及求助 ３ 个因子ꎬ共 １８ 题ꎬ采用顺序量表 ４ 级

评分方式ꎬ以“完全没有” ~ “非常明显” 分别计 １ ~ ４
分ꎬ参照 ＳＣＬ－９０ 的因子分计算方法[６] ꎬ即因子分 ＝组

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 / 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数ꎬ
因子分≥２ 分为阳性ꎮ 本次测试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３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１ꎬ信、效度较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相同 ＩＰ 地址只能作答 １ 次ꎮ 问卷所

有条目全部填写完毕方可提交ꎬ网络问卷后台自动监

测每份问卷的答题时长ꎬ答题时长< １２０ ｓ 的视作废

卷ꎬ保证数据可靠性ꎮ
１.４　 统计方法　 以问卷星系统导出信息资料ꎬ并经过

人工核对筛选建立数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ꎮ 采用秩和检验、线性相关与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分析ꎬ单因素分析中两组间

比较采用的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知晓情况 　 以选项作答情况分析

可得ꎬ９５.６％的受访学生知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一

种传染病ꎬ９３.３％了解目前疫情现况ꎬ８７.５％知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ꎬ９１.６％知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病的主要症状ꎬ９２.１％知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传播途径ꎬ７８.２％知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普通感冒

症状的差别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校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晓情况分布(ｎ ＝ ６９ ７８３)

题目 非常不清楚 比较不清楚 比较清楚 非常清楚
您知道它是一种传染病吗 ２ ２２９(３.２) ８５４(１.２) １６ ６０１(２３.８) ５０ ０９９(７１.８)
您了解目前的疫情吗 ２ ０２２(２.９) ２ ６８３(３.８) ３４ ８７１(５０.０) ３０ ２０７(４３.３)
您了解其潜伏期吗 ２ ５８７(３.７) ６ １１６(８.８) ２５ ８７８(３７.１) ３５ ２０２(５０.４)
您了解其主要症状吗 ２ １６５(３.１) ３ ７０６(５.３) ３２ ８４８(４７.１) ３１ ０６４(４４.５)
您了解其传播途径吗 ２ １８０(３.１) ３ ３９７(４.９) ２９ ８３３(４２.８) ３４ ３７３(４９.３)
您知道如何区别其与普通感冒症状吗 ２ ７８８(４.０) １２ ４５８(１７.９) ３２ ７０８(４６.９) ２１ ８２９(３１.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高校学生 ＣＯＶＩＤ－１９ 知晓情况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下心理反应的相关关系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发现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 知晓总分与事件认知的乐观与恐惧因子和

行为反应的逃避、求助、战斗因子的相关均有统计学

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５ꎬ－０.０１ꎬ－０.０６ꎬ－０.０３ꎬ０.２８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３　 高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的单因

素分析　 以男、女性别划分和以居住地是否有感染病

例划分ꎬ两组在 ５ 个因子的阳性率之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以民族划分ꎬ组间在 ５ 个因子

之间差异均无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以是否

医学专业划分ꎬ除求助因子外其余 ４ 个因子组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以学历划分ꎬ除恐惧

因子外其余 ４ 个因子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ꎻ以活动是否受限划分ꎬ除战斗因子外ꎬ其余

４ 个因子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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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组别高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问卷各因子阳性率比较

变量 人数 统计值 乐观 恐惧 逃避 求助 战斗
性别 男 ２１ １７０ １３ ９６５(６６.０) ５ ６５０(２６.７) ５ ７６５(２７.２) ４ ６３７(２１.９) １７ ４９３(８２.６)

女 ４８ ６１３ ３４ ５８５(７１.１) １３ ３４０(２７.４) １０ ９６４(２２.６) ９ ４９８(１９.５) ４３４１５(８９.３)
Ｚ 值 －１３.６７ －２.０５ －１３.３１ －７.１５ －２４.３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民族 汉族 ４５ ５１８ ３１ ７０６(６９.７) １２ ３７７(２７.２) １０ ８４５(２３.８) ９ ２５３(２０.３) ３９ ７８７(８７.４)
少数民族 ２４ ２６５ １６ ８４４(６９.４) ６ ６１３(２７.３) ５ ８８４(２４.２) ４ ８８２(２０.１) ２１ １２１(８７.０)

Ｚ 值 －０.６５ －０.１８ －１.２５ －０.６５ －１.３８
Ｐ 值 ０.５１ ０.８６ ０.２１ ０.５１ ０.１７

专业 医学 ８ ００３ ５ ７６２(７２.０) ２ ０６２(２５.８) １ ６８３(２１.０) １ ６３５(２０.４) ７ １１５(８８.９)
非医学 ６１ ７８０ ４２ ７８８(６９.３) １６ ９２８(２７.４) １５ ０４６(２４.４) １２ ５００(２０.２) ５３ ７９３(８７.１)

Ｚ 值 －５.０１ －３.０９ －６.５６ －０.４１ －４.６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８ <０.０１

学历 大专 ４４ ３００ ２９ ８６４(６７.４) １２ ０６５(２７.２) １１ ３７９(２５.７) ８ ８１０(１９.９) ３７ ７７６(８５.３)
本科 ２４ ６９５ １８ ０６１(７３.１) ６ ７２４(２７.２) ５ ２０２(２１.１) ５ １７８(２０.９) ２２ ４０６(９０.７)
硕士及以上 ７８８ ６２５(７９.３) ２０１(２５.５) １４８(１８.８) １４７(１８.７) ７２６(９２.１)

Ｚ 值 １２.７３ １.１７ １９７.５７ １２.７３ ４４２.３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５６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活动是否受限 是 １ ８５５ １ ２４８(６７.３) ６５０(３５.０) ５９６(３２.１) ５１１(２７.５) １ ６１４(８７.０)
否 ６７ ９２８ ４７ ３０２(６９.６) １８ ３４０(２７.０) １６ １３３(２３.８) １３ ６２４(２０.１) ５９ ２９４(８７.３)

Ｚ 值 －２.１８ －７.６８ －８.３４ －７.９２ －０.３６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７２

居住地是否有 是 ３４ ２０２ ２３ ３９０(６８.４) ９ ７９６(２８.６) ８ ４２５(２４.６) ７ ３２０(２１.４) ２９ ７３３(８６.９)
　 感染病例 否 ３５ ５８１ ２５ １６０(７０.７) ９ １９４(２５.８) ８ ３０４(２３.３) ６ ８１５(１９.２) ３１ １７５(８７.６)

Ｚ 值 －６.６７ －８.３１ －４.０１ －７.３９ －２.７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阳性率 / ％ꎮ

２.４　 高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的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乐观、恐惧、逃避、求助、战斗

５ 个因子是否为阳性(是＝ １ꎬ否 ＝ ０)为因变量ꎬ将单因

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子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

(性别:女＝ ０ꎬ男＝ １ꎻ专业:非医学 ＝ ０ꎬ医学 ＝ １ꎻ学历:
大专＝ ０ꎬ本科 ＝ １ꎬ硕士及以上 ＝ ２ꎻ自身活动是否受

限:是＝ １ꎬ否 ＝ ０ꎻ居住地是否有感染病例:是 ＝ １ꎬ否 ＝
０)并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ꎬ分析可知ꎬ认知维度的乐观因

子影响因素为性别、学历、专业和知晓总分、居住地是

否有感染病例ꎻ认知维度的恐惧因子影响因素为性

别、专业和知晓总分、自身活动是否受限、居住地是否

有感染病例ꎻ行为维度逃避因子的影响因素为性别、
专业、学历与知晓总分、自身活动是否受限、居住地是

否有感染病例ꎻ行为维度求助因子的影响因素为性

别、知晓总分、学历、自身活动是否受限、居住地是否

有感染病例ꎻ行为维度战斗因子的影响因素为性别、
知晓总分和学历(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高校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反应各因子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６９ ７８３)

自变量
乐观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恐惧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逃避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求助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战斗

β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２０ ０.８２(０.７９~ ０.８５) ∗ －０.０４ ０.９６(０.９３~ １.００) ∗ －０.２２ １.２４(１.２０~ １.２９) ∗ ０.１６ １.１７(１.１２~ １.２２) ∗ －０.４８ ０.６１(０.５９~ ０.６５) ∗

专业 ０.０８ １０.８１(１.０３~ １.１４) ∗ －０.０８ ０.９２(０.８７~ ０.９７) ∗ －０.１４ ０.８７(０.８２~ ０.９２) ∗ ０.０３ １.０３(０.９８~ １.１０) ０.０４ １.０５(０.９７~ １.１３)
知晓总分 ０.０５ １.０５(１.０５~ １.０６) ∗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９９~ １.００) ∗ －０.０２ ０.９８(０.９７~ ０.９８) ∗ －０.０１ ０.９９(０.９９~ １.００) ∗ ０.１１ １.１２(１.１１~ １.１３) ∗

学历 ０.２６ １.３０(１.２５~ １.３４) ∗ ０.０１ １.０１(０.９８~ １.０４) －０.２２ ０.８０(０.７７~ ０.８３) ∗ ０.０８ １.０８(１.０５~ １.１３) ∗ ０.４９ １.６３(１.５５~ １.７１) ∗

自身活动是否受限 －０.０５ ０.９５(０.８６~ １.０５) ０.３８ １.４６(１.３２~ １.６０) ∗ ０.３８ １.４６(１.３２~ １.６１) ∗ ０.４２ １.５２(１.３７~ １.６９) ∗ ０.１０ １.１１(０.９６~ １.２８)
居住地是否有感染 －０.１０ ０.９１(０.８８~ ０.９４) ∗ ０.１４ １.１５(１.１１~ １.１９) ∗ ０.０６ １.０６(１.０２~ １.１０) ∗ ０.１５ １.１６(１.１２~ １.２１) ∗ －０.０４ ０.９６(０.９２~ １.００)
　 病例

　 注:∗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为一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ꎬ
是一种较强的应激源ꎬ不同学生表现出不同的应激反

应和心理问题[７]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高校学生虽然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有一定的知晓ꎬ但仍有少部分尚不清楚

其潜伏期、主要症状、传播途径以及与普通感冒症状

的差别ꎬ说明高校学生对有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ꎬ 但

由于专业差异、知识累积和受教育层次的不同ꎬ 认识

上还存在一定差距ꎮ 知晓总分与事件认知中的乐观

因子、行为反应中的战斗因子呈正相关ꎬ认知维度的

乐观因子包含此次疫情暴发后学生对于该事件的信

心ꎬ战斗行为是因面对疫情而采取的积极的应对方

式ꎬ很大程度上与现阶段科普宣传积极有效的做法有

关ꎮ 知晓总分与事件认知中的恐惧因子、行为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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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因子呈负相关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所致突发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可能出现重大心理危机[８－９] ꎮ 高校学生正处

于从青年期向成人期转化的过渡时期ꎬ不仅生理和心

理不成熟ꎬ自我约束、自我调节、自我控制力也有待提

高[１０] ꎮ 知晓越高的学生认知行为越趋向于正向ꎬ呼吁

各高校组织专业教师向学生科普介绍“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增强正确认知ꎬ塑造正向行为ꎮ

此次疫情中学生群体的性别因素对认知行为的 ５
个因子均有影响ꎬ与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时期认知调查一

致[１１－１３] ꎮ 其中女生在恐惧、逃避、战斗因子倾向性均

高于男生ꎬ可能女生较男生在面对此次疫情事件时更

为敏感ꎮ 从学历层次看ꎬ恐惧因子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原因可能是学生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毫无准备ꎬ加
之部分地区采取封闭式隔离措施ꎬ不同学历的学生对

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恐惧ꎬ
但总体而言学历越高的学生乐观性越高、战斗性越

强ꎬ可能受教育水平影响ꎬ该群体学生可从各种渠道

获取 “ＣＯＶＩＤ－１９”相关知识ꎬ对疫情认识更为深刻和

理智ꎮ 总体来看ꎬ医学类学生对疫情的乐观因子高、
恐惧因子低、逃避因子低ꎬ可能与其掌握知识的专业

性有关ꎬ使得该群体学生可以更加科学合理看待此次

疫情ꎬ有较为正向的认知和行为ꎬ鼓励其他非医学专

业学校通过各种渠道加强科普宣传教育ꎮ 自身活动

受限和居住地有感染病例的学生恐惧、逃避、求助因

子得分更高ꎬ居住地有感染病例的学生乐观因子得分

更低ꎮ 可能与该时间段各地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隔

离措施有关ꎬ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的学生群体因为活

动范围突然受限ꎬ使得其在短时间内未能适应ꎮ 现居

地有感染病例的学生ꎬ担心未知的疫情会波及自己及

亲友ꎬ表现出明显的恐惧、逃避、求助的认知行为反

应ꎮ 建议学校有关负责人对于该类学生及时进行心

理疏导ꎮ
人们从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

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ＳＡＲＳ) 到 Ｈ１Ｎ１ 流感再到此次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ꎬ逐渐认识到此类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对躯

体健康有损害ꎬ也逐步认识到对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

性ꎮ 疫情的暴发威胁着我国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ꎬ对
于高校中的学生群体而言ꎬ及时有效的筛查和干预至

关重要[１４] ꎮ 各地高校贯彻教育部文件精神纷纷延迟

开学ꎬ在家隔离期间建议高校组织开展线上心理服务

工作ꎬ对有需要心理咨询的学生及时进行疏导和干

预ꎬ同时鼓励学生开展自我关怀教育ꎮ 心理学研究表

明ꎬ对自身实施自我关怀可以产生诸多的益处[１５] ꎮ 比

如可以增强情绪智力和身体免疫能力、改善人际关

系、更多的关心他人ꎬ提高自我意识和整体生活满意

度ꎬ也有助于降低焦虑、抑郁及压力和创伤带来的影

响[１６] ꎮ 高校应当有针对性开展科普教育和认知行为

干预ꎬ增强正确认知ꎬ塑造正向行为ꎬ从而帮助学生渡

过在家隔离的特殊时期ꎬ继而维护高校学生群体的心

理健康ꎬ为疫情过后有序复学做好准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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