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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流行早期中国大学生的情绪状况ꎬ为后期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全国 ４ １０５ 名高校大学生ꎬ使用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进行施测ꎮ 结果　 疫

情早期大学生 ＳＤＳ(４７.９７±１０.１６)和 ＳＡＳ(３８.８８ ± ８.０７)均高于常模(４１.８８±１０.５７ꎬ２９.７８±５.４６) (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９ꎬ２.３１ꎬＰ 值

均<０.０１)ꎮ 大学女生 ＳＤＳ(４８.５５±９.９２)和 ＳＡＳ(３９.３０±８.０７)均高于男生(４７.１１±１０.４６ꎬ ３８.２７±８.０２) ( ｔ 值分别为 １６.４０ꎬ
１９.７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武汉高校大学生 ＳＤＳ(４８.１１±１０.２３)和 ＳＡＳ(３８.９７±８.９０)高于湖北其他高校大学生(４７.８４±１１.２１ꎬ
３８.６１±８.０５)和非湖北高校大学生(４５.９６±１０.０１ꎬ３７.９１±７.９８)(Ｆ 值分别为 １０.２２ꎬ１６.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家乡在武汉的大学

生 ＳＡＳ(３９.７９±８.１７)高于湖北其他地区(３８.３７±７.６１)和非湖北地区大学生(３９.３２±８.５１) (Ｆ 值分别为 １０.２２ꎬ１６.０７ꎬＰ<
０.０１)ꎮ 结论　 新冠肺炎流行早期中国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程度高于常模ꎬ武汉高校大学生焦虑和抑郁程度高于其他区域高

校大学生ꎮ 提示疫情后期要对大学生特别是武汉地区大学生进行及时的情绪疏导和心理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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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底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是一种突发性、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ꎬ随
着疫情的蔓延ꎬ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肺炎确定为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１] ꎬ在民众中引发了紧张、
焦虑和抑郁等情绪反应[２] ꎮ 大学生群体具有容易接

受新事物ꎬ获取信息渠道多ꎬ社交媒体活跃度高等特

点ꎬ可能会有更多的疫情压力易感性[３] ꎮ 加之本次疫

情暴发于大学生离校返乡和春运期间ꎬ绝大多数离校

返乡过年的大学生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长时间居家

隔离ꎬ应激周期被拉长[４] ꎬ要承受比其他地区大学生

更多的心理压力[５－６] ꎮ 因此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

大学生群体可能会比其他群体遭受更大程度的焦虑

和抑郁情绪问题[７]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
月 ４ 日对高校大学生采取了较大样本的网络调查ꎬ旨
在及时了解大学生疫情早期的情绪状况及特点ꎬ为疫

情后期进行有效的情绪疏导和心理干预提供实证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２ 月 ４ 日期间ꎬ以
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以问卷星形成网上发布调查问卷

４ ９０６ 份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１０５ 份ꎬ 问卷回收率为

８３.７％ꎮ 采用匿名作答ꎬ在问卷星指导语中告知了调

查用途和知情同意原则ꎮ 其中男生 １ ６６３ 名ꎬ女生

２ ４４２名ꎻ武汉市高校学生 ３ ４８７ 名ꎬ湖北省非武汉市

学生 ４０２ 名ꎬ湖北省外学生 ２１６ 名ꎻ家乡地区来自武汉

市学生 ２９０ 名ꎬ湖北省内非武汉市学生 ２ ０３８ 名ꎬ湖北

省外学生 １ ７７７ 名ꎮ 本调查经过武汉市武东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查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星方式ꎬ按统一指导语完成调

查ꎮ 问卷内容:(１)一般资料ꎬ包括姓名、性别、家乡地

区以及高校区域等ꎻ(２)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ＳＤＳ) [８] ꎬ由 Ｚｕｎｇ 等于 １９６５ 年编制ꎬ为
自评量表ꎬ采用 ４ 级评分ꎬ将 ２０ 个项目得分相加为粗

分ꎮ 标准分为粗分乘以 １.２５ 后的整数部分ꎮ 量表诊

断标准———５３ ~ ６２ 分为轻度抑郁ꎬ６３ ~ ７２ 分为中度抑

郁ꎬ≥７３ 分为重度抑郁ꎮ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３)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ＳＡＳ) [８] ꎬ由 Ｚｕｎｇ 等于 １９７１ 年编制ꎬ为自评量

表ꎬ含有 ２０ 个项目ꎬ用于评出焦虑病人的主观感受ꎬ临
床筛查效度为 ０.７６ꎮ 采用 ４ 级评分ꎬ总粗分为 ２０ 个项

目各项得分相加ꎬ划界分为 ４０ 分ꎮ 标准分为粗分乘以

１.２５ 的整数部分ꎮ 量表诊断标准———５０ ~ ６０ 分为轻

度焦虑ꎬ６１ ~ ７０ 分为中度焦虑ꎬ７０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ꎮ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导入调查数据ꎬ使用

ＳＳＰＳ ２６.０ 统计软件ꎬ样本统计数据以(ｘ±ｓ)表述ꎮ 将

大学生的 ＳＡＳ、ＳＤＳ 均值分别与中国常模[８] 采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ꎮ 对不同性别、不同学校地区和家乡地区

大学生的 ＳＡＳ、ＳＤＳ 采用 ｔ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ꎬ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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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大学生焦虑及抑郁状况总体

情况 　 新冠肺炎流行早期大学生 ＳＡＳ、 ＳＤＳ 评分

(３８.８８±８.０７ꎬ４７.９７±１０.１６)与中国常模(２９.７８±５.４６ꎬ
４１.８８±１０.５７)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９ꎬ２.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焦虑、抑郁状况比较

不同性别、学校地区及家乡大学生焦虑、抑郁评分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中大学女生的

焦虑及抑郁评分高于男生ꎬ武汉高校大学生的焦虑及

抑郁评分高于湖北省外、湖北省非武汉市就学地的大

学生ꎬ家乡在武汉市的大学生焦虑得分高于湖北省武

汉市外和湖北省外地区的大学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 ＳＡＳ 和 ＳＤＳ 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ＳＤＳ

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ＳＡＳ
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６６３ ４７.１１±１０.４６ １６.４０ <０.０１ ３８.２７±８.０２ １９.７４ <０.０１
女 ２ ４４２ ４８.５５±９.９２ ３９.３０±８.０７

学校地区 武汉 ３ ４８７ ４８.１１±１０.２３ －１０.２２ <０.０１ ３８.９７±８.９０ －１６.０７ <０.０１
湖北非武汉 ４０２ ４７.８４±１１.２１ ３８.６１±８.０５
非湖北 ２１６ ４５.９６±１０.０１ ３７.９１±７.９８

家乡地区 武汉 ２９０ ４８.４７±１０.９７ －３.２９ ０.０８ ３９.７９±８.１７ －８.６０ <０.０１
湖北非武汉 ２ ０３８ ４７.８１±９.９９ ３８.３７±７.６１
非湖北 １ ７７７ ４８.０７±１０.２１ ３９.３２±８.５１

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生此时期的焦虑和抑郁

情绪总体上高于其他群体ꎬ而且尤以在武汉求学的和

家乡在湖北省的大学生最为严重ꎬ与匡征凌等[３] 关于

武汉某高校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知识认

知及心理状态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原因可能与在当今

的网络时代ꎬ大学生对多种渠道的信息获取能力普遍

强于普通民众ꎬ但对信息的判断和认知能力尚不够成

熟有关[９] ꎮ 解瑞谦等[１０] ２０１０ 年的研究显示ꎬ在灾害

事件早期ꎬ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又时常出现严重变形、
扭曲ꎬ所以导致大学生对疫情的认知判断可能较为混

乱ꎮ 加上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型的病毒感染性疾病ꎬ
存在人群普遍易感、传染性极强、目前无特效治疗方

法且无预防性疫苗可用的客观事实[１１] ꎬ造成了大学生

更容易产生焦虑和抑郁问题[７ꎬ１２] ꎮ
武汉大学生的焦虑和抑郁较为严重ꎬ除与普通民

众一样存在对感染的恐惧外[１３] ꎬ还担心自己是传染源

感染亲人和邻里乡亲ꎬ再加上有些地区对来自武汉大

学生的过度恐惧和排斥反应ꎬ加重了离汉返乡大学生

的焦虑和抑郁情绪ꎮ 大学女生焦虑和抑郁评分高于

男生ꎬ与王鲁文等[１４]研究结果一致ꎮ 说明女生较男生

在心理变化上可能更易产生焦虑及抑郁情绪的倾向ꎮ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ꎬ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是祖国

未来发展的重要保障ꎮ 就疫情形势来看ꎬ新冠肺炎的

流行可能还有较长的一段时间ꎬ如果不解决大学生疫

情早期的过度焦虑和抑郁问题ꎬ可能严重损害他们的

身心健康[１５－１８] ꎮ 为此ꎬ在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早期阶

段ꎬ教育部门要及早了解大学生的情绪状态ꎬ采取相

关措施合理予以情绪疏导ꎬ增强他们与疫情抗争的信

心[１８] ꎬ提高他们疫情中后期的心理健康ꎬ并为他们在

疫情之后回归正常的学业和生活做好准备[１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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