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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京高校大学生面众恐惧状况及其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ꎬ为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支

持ꎮ 方法　 在南京市 ５ 所高校随机抽取 ５０ 个教学班级的 １ ２０４ 名在校大学生ꎬ采用面众恐惧量表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进

行调查ꎮ 结果　 不同父母亲教养重视程度大学生面试恐惧、上台恐惧、交流或团组恐惧、办事恐惧和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Ｆ父 值分别为 １３. ３８６ꎬ８. ４２１ꎬ１０. ４９２ꎬ１４. ８９１ꎬ１５. １２４ꎬＦ母 值分别为 １３. ８６２ꎬ１１. １４８ꎬ１２. ３４６ꎬ１４. ４１６ꎬ１６. ６１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积极民主类的父母教养方式下大学生拒绝与过度爱护的得分低于消极专制类学生ꎬ情感温暖得分高于消极专制类

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父 值分别为 ８１９.４２６ꎬ４９４.７５１ꎬ４５８.６３１ꎬｔ母 值分别为 ４５７.６８４ꎬ１７６.８１２ꎬ１ ０２７.４８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父母亲情感温暖对大学生面众恐惧及各维度起到负向预测作用ꎬ过度爱护对面众恐惧及各维度起正向预测作用ꎬ
拒绝对办事恐惧起正向预测作用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南京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面众恐惧

有重要影响ꎬ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可提高大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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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众恐惧是指在多人面前进行交流、陈述、面试、
讲解时ꎬ因缺乏一定的时间能力和经验ꎬ或者缺乏一

定的知识技能而表现出的情绪紧张、担忧、焦虑等ꎬ有
时还伴有与他人交流障碍、回避等表现[１] ꎮ 面众恐惧

给大学生的交流、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障碍ꎬ同时对身

心健康发展也产生较大影响[２－３] ꎮ 近年来ꎬ随着这一

问题在大学生群体中逐渐增多ꎬ学者们的研究论证也

在不断增多[４－５] ꎮ 如马燕等[６] 研究显示ꎬ家庭教养方

式与学生的交往障碍之间存在密切联系ꎮ 还有研究

显示ꎬ家庭父母的和谐关系与学生的认知和情绪存在

直接关联ꎬ同时间接影响学生的社交焦虑[７] ꎮ 本文以

南京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讨家庭父母教养方式

与学生面众恐惧之间的关系ꎬ为高校大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学校分布情况ꎬ选取南京市的 ５ 所高

校ꎬ每所高校随机抽取 １０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内全体大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１ ３４８ 名在校大学生ꎬ收回

有效问卷 １ ２０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９.３２％ꎮ 其中男生

６８４ 名ꎬ女生 ５２０ 名ꎻ大一年级学生 ６８７ 名ꎬ大二年级

学生 ５８４ 名ꎬ大三年级学生 ６７ 名(大四年级因面临毕

业或实习ꎬ未进行抽取调查)ꎮ 平均年龄为( ２１. １２ ±
１.４３)岁ꎮ

１.２　 方法 　 (１)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ꎬ由蒋奖等[８] 于

２０１０ 年翻译并修订而成ꎬ为简约式中文版父母教养方

式问卷ꎮ 该问卷共由 ４２ 个条目 ６ 个维度组成ꎮ 每个

条目根据调查者的具体情况从“从不”到“总是”分别

计 １ ~ ４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父母采取某种教养方式的

频率越高ꎮ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０.７５ ~ ０.８５ 之

间ꎬ重测信度为 ０.７２ ~ ０.８１ꎮ 同时添加了 １ 个父母自

评对子女的教养重视程度条目ꎬ分为非常重视、一般

和较少重视ꎮ (２)大学生面众恐惧调查问卷ꎬ由王洪

礼等[９] 于 ２０１１ 年修订编制ꎬ该量表共由 ３２ 个条目 ４
个维度组成ꎮ 根据测试者的情况选择“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得分越高ꎬ表明大学生

的面众恐惧状况越严重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９２２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３２ꎻ４ 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０.７４８ ~ ０.８７１ꎬ重测信度为 ０.６２５ ~ ０.７８５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５—７ 月ꎮ 问卷调查由经过培

训的教师指导学生填写ꎬ调查前向学生讲明调查的目

的和要求ꎮ 问卷当场填写ꎬ当场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 软件进行录

入ꎬ录入后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ꎬ
统计方法采用 ｔ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

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父母教养重视程度大学生面众恐惧状况　
结果显示ꎬ不同父亲与母亲教养重视程度大学生在面

试恐惧、上台恐惧、交流或团组恐惧、办事恐惧和总分

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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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南京不同父母教养重视程度大学生面众恐惧得分比较(ｘ±ｓ)

父母 重视程度 人数 统计值 面试恐惧 上台恐惧 交流或团组恐惧 办事恐惧 总分
父亲 非常 ４８９ １９.７９±６.３６ １３.８９±５.０８ １９.１２±６.４８ １５.３６±５.７３ ６８.１５±２０.８７

一般 ４２１ ２０.７８±５.６５∗ １４.３５±４.７５ １９.９５±６.１８∗ １６.３６±５.５２∗∗ ７１.４４±１９.４１∗

较少 ２９４ ２３.４１±５.８６△△＃＃ １５.５７±４.８６△△＃＃ ２１.５６±６.４２△△＃＃ １７.９６±６.１７△△＃＃ ７８.５１±２０.６２△△＃＃

Ｆ 值 １３.３８６ ８.４２１ １０.４９２ １４.８９１ １５.１２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母亲 非常 ４９７ １９.７８±６.３４ １３.７５±４.９８ １８.９９±６.５２ １５.３６±５.７５ ６７.８８±２０.７８
一般 ４３２ ２０.８９±５.５４∗∗ １４.５２±４.７６∗∗ ２０.１４±６.０８∗∗ １６.５２±５.３９∗∗ ７２.０７±１９.１２∗∗

较少 ２７５ ２２.５２±６.１２△△＃＃ １５.７８±５.０１△△＃＃ ２１.７８±６.５６△△＃＃ １８.０２±６.４９△△＃＃ ７８.１１±２１.４６△△＃＃

Ｆ 值 １３.８６２ １１.１４８ １２.３４６ １４.４１６ １６.６１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与非常重视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与一般重视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与非常重视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显示ꎬ
父母教养方式中积极民主类的大学生过度保护与拒

绝得分低于消极专制类学生ꎬ而积极民主类的大学生

情感温暖得分高于消极专制类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面众恐惧得分比较　
结果显示ꎬ父母教养方式中消极专制类大学生的面众

恐惧各因子及总分均高于积极民主类大学生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面众恐惧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ꎬ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面众恐惧各维度及总

分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母亲和父

亲情感温暖与面众恐惧各维度及总分均呈负相关ꎬ母
亲和父亲过度爱护、拒绝维度与面众恐惧各维度及总

分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４ꎮ

表 ２　 南京不同类别教养方式大学生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得分比较(ｘ±ｓ)

父母 教养方式 人数 统计值 拒绝 情感温暖 过度爱护
父亲 积极民主 ６５４ ７.１１±１.３３ ２０.８９±３.８２ １４.２１±２.６３

消极专制 ５５０ １１.２７±３.３１ １５.８９±３.６２ １８.３３±３.４５
ｔ 值 ８１９.４２６ ４５８.６３１ ４９４.７５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母亲 积极民主 ７０６ ７.６８±１.５２ ２１.６７±２.７９ １５.５８±３.０３
消极专制 ４９８ １０.７１±３.０１ １６.０９±２.８９ １８.１５±３.３４

ｔ 值 ４５７.６８４ １ ０２７.４８７ １７６.８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３　 南京不同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面众恐惧得分比较(ｘ±ｓ)

父母 教养方式 人数 统计值 面试恐惧 上台恐惧 交流或团组恐惧 办事恐惧 总分
父亲 积极民主 ６５４ １９.８７±６.０６ １３.７３±４.９９ １９.１９±６.４７ １５.０４±５.４２ ６７.８３±２０.１１

消极专制 ５５０ ２１.７２±５.９５ １５.２５±４.７９ ２０.８５±６.２３ １９.１９±６.４７ ７７.０１±２０.３１
ｔ 值 －７.７８１ －５.０５２ －４.２４６ －７.７８２ －６.２４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母亲 积极民主 ７０６ ２０.２８±６.１１ １４.０５±５.０１ １９.４３±６.５７ １５.３１±５.５９ ６９.０７±２０.５４
消极专制 ４９８ ２１.２７±６.０１ １４.９７±４.８７ ２０.６６±６.１２ １７.６５±５.８４ ７４.５５±２０.１８

ｔ 值 －６.５６８ －２.９８２ －３.１４１ －６.５６８ －４.３１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４　 南京大学生父母教养

方式与面众恐惧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１ ２０４)

父母教养方式 面试恐惧 上台恐惧
交流或

团组恐惧
办事恐惧 总分

母亲情感温暖 －０.１５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３
母亲过度爱护 ０.０７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２ ０.１７１ ０.１３１
母亲拒绝 ０.１０６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３ ０.２０９ ０.１５５
父亲情感温暖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５３
父亲过度爱护 ０.１１３ ０.１２４ ０.１２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４
父亲拒绝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３ ０.２２８ ０.１４６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５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面众恐惧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父、母亲教养方式各维度为自变量ꎬ以面众恐

惧各维度及总分为因变量ꎬ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父亲与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对面众

恐惧及各维度起负向预测作用ꎬ过度爱护对面众恐惧

及各维度起正向预测作用ꎬ同时父亲与母亲的拒绝对

办事恐惧起到正向预测作用ꎬ并且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父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的学

生面众恐惧程度较低ꎬ反之则较高ꎬ与姜山等[１０]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进入大学生活后ꎬ
面临着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ꎬ脱离了父母的直接管理

和教育ꎬ在生活和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各类困难ꎮ 对子

女教育非常重视的父母会经常与子女进行沟通和交

流ꎬ积极引导学生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ꎬ同
时也会积极与学校教师沟通ꎬ共同做好学生在大学期

间的生活和学习引导工作ꎬ在该过程中学生学会了与

别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ꎬ同时获得了来自家庭和学校

老师的温暖和鼓励ꎬ当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会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去面对ꎬ提高了自身的信心ꎬ同
时也敢于表现自己[１１] ꎮ 相反ꎬ对学生的学习很少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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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长ꎬ一旦学生在学校遇到困难时缺乏父母的关心

和支持ꎬ导致面对困难不知所措ꎬ常采取较为消极的

处理方式回避或者逃避困难和问题ꎬ长此以往导致学

生出现孤独、寡言、封闭自己的现象ꎬ因此这类学生的

面众恐惧较为严重ꎮ

表 ５　 南京大学生父亲与母亲教养方式对面众恐惧的回归分析(ｎ＝ １ ２０４)

因变量 自变量
父亲教养方式

Ｒ 值 Ｒ２ 值 Ｆ 值 Ｂ 值 Ｂａｔａ 值 ｔ 值
母亲教养方式

Ｒ 值 Ｒ２ 值 Ｆ 值 Ｂ 值 Ｂａｔａ 值 ｔ 值
上台恐惧 情感温暖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２ １７.２６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２９ －４.２２４∗∗ ０.１８１ ０.０３３ １７.８３１∗∗ －０.１８６ －０.１４９ －４.８９５∗∗

过度爱护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９ ３.９４５∗∗ ０.１４２ ０.０９８ ３.２０９∗∗

面试恐惧 情感温暖 ０.１６５ ０.０２８ １４.７７９∗∗ －０.１６５ －０.１２１ －３.９７２∗∗ ０.１６９ ０.０２９ １５.３９２∗∗ －０.２３１ －０.１５１ －４.９６５∗∗

过度爱护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９ ３.５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５∗

办事恐惧 拒绝 ０.２６７ ０.０７１ ２６.８０６∗∗ ０.２７３ ０.１４６ ３.７２５∗∗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１ ２６.８０４∗∗ ０.２３２ ０.１０９ ３.１０１∗∗

情感温暖 －０.１６９ －０.１２９ －４.２０６∗∗ －０.２２２ －０.１５２ －４.８３３∗∗

过度爱护 ０.１４３ ０.０８９ ２.３２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１３ ３.３３５∗∗

交流或团组恐惧 情感温暖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９ １５.７６１∗∗ －０.１６７ －０.１１６ －３.８１５∗∗ ０.１８２ ０.０３４ １８.０５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４ －４.７５２∗∗

过度爱护 ０.２１６ ０.１２２ ３.９９２∗∗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６ ３.４７５∗∗

总分 情感温暖 ０.２１３ ０.０４６ ２５.０７１∗∗ －０.６７８ －０.１４８ －４.９０４∗∗ ０.２１９ ０.０４９ ２６.６７９∗∗ －０.９１５ －０.１７７ －５.８８６∗∗

过度爱护 ０.８４７ ０.１４９ ４.９４６∗∗ ０.７３６ ０.１２３ ４.０７２∗∗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通过聚类分析ꎬ将南京高校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

分为积极民主和消极专制 ２ 种类型ꎬ结果显示ꎬ不同父

母教养方式类型南京高校大学生的面众恐惧各因子

及总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其中积极民主型

父母教养方式大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受到来自父母

的保护和拒绝相对较少ꎬ而受到父母的情感温暖相对

较多ꎬ父母注重学生积极的表达自身想法ꎬ对提高学

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有较好的帮助ꎬ同时给予一定的关

心和支持ꎬ从而使这类学生的面众恐惧较低ꎮ 王明忠

等[１２]研究也显示ꎬ家庭民主和谐的环境氛围ꎬ同时家

长积极耐心听取学生的想法对提高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起到积极作用ꎻ相反ꎬ父母教养方式为消极专制类

的学生受到的拒绝较多ꎬ同时过度的保护使其无法表

达自身的建议和想法ꎬ也很少获得情感上的呵护和沟

通ꎬ往往是无条件地接受和顺从ꎬ因此这类学生的面

众恐惧较为严重ꎬ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ꎮ 与安芹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父母的情感温暖对大学生面

众恐惧起负向预测作用ꎬ过度爱护对面众恐惧起正向

预测作用ꎬ同时父母的拒绝对大学生办事恐惧起正向

预测作用ꎮ 表明在积极民主环境下受到情感温暖的

大学生能够通过积极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向父母表达

自身的想法ꎬ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沟通交流

能力ꎮ
综上所述ꎬ为进一步降低南京高校大学生面众恐

惧ꎬ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首先ꎬ父母在关心学生自身

成长发展的同时应注重让学生适当表达自身的想法

和建议ꎬ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和技巧[１４－１６] ꎮ 其次ꎬ教师

应关注沟通交流存在障碍的学生ꎬ积极培养学生的沟

通交流能力[１７－２１] ꎮ 第三ꎬ学生应积极寻求与其他同

学、家长或者老师交流沟通的机会ꎬ在沟通交流过程

中表达自身的想法和建议ꎬ不断提高自身沟通交流的

能力ꎬ使面众恐惧得到降低ꎬ促进身心健康发展[２２－２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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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重庆市某主城区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彭林丽ꎬ何芳ꎬ王曦林ꎬ冉敏ꎬ杨静薇ꎬ王宏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 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 健康领域社会风险预测治理协同创新中心ꎬ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某主城区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相关部门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

提供建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重庆市某主城区农村和城市各随机抽取 ２ 所中学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 ５
个班ꎬ使用课题组成员自行设计的«初中生健康素养评价量表»对抽到班级的所有学生共 １ ８３２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重庆市某主城区初中生总健康素养、功能性健康素养、互动性健康素养和批判性健康素养具备率分别为 ４１ ７％ꎬ４４ ９％ꎬ
３８ ４％和 ６０ ２％ꎮ 初中生 ９ 个因子素养具备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意外伤害与急救、科学健康观、青春期发育、批判性素养、合
理营养、问题解决能力、心理健康、疾病预防和健康决定能力ꎬ具备率分别为 ７８ ５％ꎬ７１ １％ꎬ６２ ８％ꎬ６０ ２％ꎬ５９ ３％ꎬ
５８ ８％ꎬ５４ ４％ꎬ３７ ３％和 ３１ ７％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户籍(ＯＲ＝ ０ ７５０ꎬ９５％ＣＩ＝ ０ ６０３~ ０ ９３２)和家庭关系(ＯＲ
＝ １ ４６０ꎬ９５％ＣＩ＝ １ ２２７~ １ ７３８)为影响初中生总健康素养的因素ꎻ家庭关系为功能性健康素养(ＯＲ＝ １ １８４ꎬ９５％ＣＩ＝ １ ００６
~ １ ３９４)、互动性健康素养(ＯＲ＝ １ ４９４ꎬ９５％ＣＩ＝ １ ２６２~ １ ７６８)和批判性健康素养(ＯＲ ＝ １ ３２８ꎬ９５％ＣＩ ＝ １ １１２ ~ １ ５６３)的

共同影响因素ꎮ 结论　 重庆市某主城区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较低ꎬ户口和家庭关系是影响初中生健康素养的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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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素养是指个体获得和理解最基本的健康信

息和健康服务ꎬ并运用这些健康信息和健康服务做出

正确的健康相关决策ꎬ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

力[１] ꎮ 国内研究发现ꎬ初中生健康素养(主要是从健

康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和健康技能

３ 个方面)具备率较低[２] ꎮ 初中生低健康素养不仅与

其身心健康有关[３－４] ꎬ而且影响其生活质量[５] ꎮ 国内

外研究发现ꎬ父母的健康素养水平、文化程度、家庭经

济等会影响子女的健康素养水平[６－８] ꎮ 本文根据 Ｎｕｔ￣
ｂｅａｍ[９]提出的功能性健康素养、互动性健康素养、批

判性健康素养 ３ 个维度和总健康素养了解重庆市某主

城区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ꎬ并重点对家

庭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为提高初中生健康素养水平提

供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重庆市某主

城区以农村和城市进行分层ꎬ各随机抽取 ２ 所中学ꎬ从
每所中学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 ５ 个班级ꎬ抽到班级

的全部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同时给家长与学生发放知

情同意书ꎬ并取得他们同意ꎮ 共发放 １ ８５０ 份调查问

卷ꎬ回收 １ ８３２ 份有效问卷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９.０％ꎮ 其

中男生 ９３７(５１.１％)名ꎬ女生 ８９５(４８.９％)名ꎻ农村学

生 １ ０２６(５６.０％)名ꎬ城镇 ８０６(４４.０％)名ꎻ流动初中生

７０７(３８.６％)名ꎬ非流动初中生 １ １２５(６１.４％)名ꎮ
１.２　 问卷调查　 由参加培训的课题组成员和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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