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准备状况及影响因素

胡毅涛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部ꎬ奎屯 ８３３２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准备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

持ꎮ 方法　 选取新疆 ４ 所职业院校ꎬ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 ６４ 个班级的 １ ８４８ 名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应急准备状况

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有 ４８.９７％的学生制定了应急逃生计划ꎬ有 ９１.４０％的学生知道求助电话ꎬ有 ４８.１１％知道紧急逃生路

线ꎬ有 ２９.６５％知道紧急避难所位置ꎮ 城市学生(５３.９８％)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报告率高于乡村学生(４５.６２％)ꎬ低年级学生

(５１.９３％)高于高年级学生(４５.６０％)ꎬ接受过演习(５２.９２％)的学生高于未接受演习(４１.３９％)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４３ꎬ７.３７ꎬ２２.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回归分析显示ꎬ较高的家庭月收入、接受过应急演习、应急准备行为倾向较

高是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重要影响因素(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２７３ꎬ１.４０１ꎬ１.９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应急准备情况有待提升ꎬ需进一步提高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应急教育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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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突发事件不断增多ꎬ对人们的生命和

健康带来一定影响[１－４] ꎮ 一旦高校校园发生突发事

件ꎬ将对学生的生命和健康状况带来严重影响[５－６] ꎬ大
学生掌握一定的应急能力将有效降低突发事件带来

的危害ꎮ 有调查显示ꎬ目前我国大学生缺乏应对突发

事件的知识和技能ꎬ针对这一现象有待增强[７－８] ꎮ 本

研究对新疆 ４ 所职业院校的 １ ８４８ 名维吾尔族大学生

进行调查ꎬ旨在了解这一群体的应急准备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ꎬ为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新疆 ４ 所职业院校(新疆职业大学、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应

用职业技术学院)ꎬ每个年级随机整群抽取 ４ 个维吾

尔族教学班级ꎬ以班级内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共
抽取 ６４ 个班级 １ ９７４ 名维吾尔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８４８ 份ꎬ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３.６２％ꎮ其中男生 １ ０４７ 名ꎬ女生 ８０１ 名ꎻ大一、大二年

级学生 ９８４ 名ꎬ大三、大四年级学生 ８６４ 名ꎻ城市学生

７４１ 名ꎬ 乡村学生 １ １０７ 名ꎮ 平均年龄为 ( ２１. ０３ ±
１.７４)岁ꎮ
１.２　 方法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进行调查ꎬ调查问卷经调

研组专家参考相关资料后[９－１０] ꎬ通过反复论证和预调

查并适当调整后最终确定ꎮ 主要调查职业院校维吾

尔族大学生对突发卫生事件、社会突发事件、应对自

然灾难、事故灾难的掌握理解现状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ꎬ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５ꎬ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ꎮ 问卷包括应急态度、意识、心理、准备行为和知识

技能等指标ꎮ 应急知识技能由 ２８ 个题目组成ꎬ答对得

１ 分ꎬ答错不得分ꎬ该项得分为平均分×５ꎮ 应急态度、
意识、心理、准备行为共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条目根

据李克特 ５ 级计分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平均分为该项的得

分ꎬ分值越高表示评价越好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测试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２ 软件进

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统计方法

包括 χ２ 检验、ｔ 检验、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知识知晓率 　 有 ４８.９７％
(９０５ / １ ８４８) 的学生知道应急逃生计划ꎻ有 ９１. ４０％
(１ ６８９ / １ ８４８)的学生知道求助电话ꎻ有 ４８.１１％(８８９ /
１ ８４８)知道紧急逃生路线ꎻ有 ２９.６５％ (５４８ / １ ８４８)知

道紧急避难所位置ꎮ
２.２　 维吾尔族大学生制定逃生计划单因素分析　 城

市学生制定应急逃生计划报告率高于乡村学生ꎻ不同

学科类型学生报告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低年

级学生应急逃生计划的报告率高于高年级学生ꎻ接受

过演习的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逃生计划报告率高于

未接受演习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见表 １ꎮ
２.３　 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准备状态得分　 应急准备

状态中ꎬ应急态度得分最高ꎬ其次为应急心理ꎬ得分最

低的为应急准备行为倾向ꎮ 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学

生在应急态度、应急准备行为倾向和应急心理等方面

得分均高于未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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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制定应急逃生计划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制定应急

逃生计划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４７ ５１３(４９.００) ０.００ ０.９８５
女 ８０１ ３９２(４８.９４)

生源地 城市 ７４１ ４００(５３.９８) １２.４２ ０.０００
乡村 １ １０７ ５０５(４５.６２)

家庭月收入 / 元 ０~ １ ９９９ ６１４ ２８２(４５.９３) ４.１７ ０.０７６
２０００~ ４ ９９９ １ ０４１ ５２０(４９.９５)
>５ ０００ １９３ １０３(５３.３７)

学科类型 理科 ３１６ １６１(５０.９５) ２９.１６ ０.０００
工科 ４１７ ２１４(５１.３２)
医药 ３２４ １３７(４２.２８)
农学 ３８２ １５７(４１.１０)
其他 ４０９ ２３６(５７.７０)

年级 大一、大二 ９８４ ５１１(５１.９３) ７.３７ ０.００１
大三、大四 ８６４ ３９４(４５.６０)

经历突发事件 是 ６１４ ３１９(５１.９５) ３.２７ ０.０８４
否 １ ２３４ ５８６(４７.４９)

接受演习 是 １ ２１５ ６４３(５２.９２) ２２.１５ ０.０００
否 ６３３ ２６２(４１.３９)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准备状态得分比较(ｘ±ｓ)

制定应急

逃生计划
人数 应急态度 风险意识

应急准备

行为倾向
应急心理 知识与技能

是 ９０５ ３.８９±０.６４ ３.２４±０.７４ ３.２１±０.７５ ３.６８±０.４８ ３.２６±０.８５
否 ９４３ ３.７６±０.５４ ３.３１±０.６４ ２.８７±０.６３ ３.５７±０.４５ ３.３１±０.８７
合计 １ ８４８ ３.８２±０.５８ ３.３３±０.６９ ３.０４±０.７１ ３.６２±０.４７ ３.２８±０.８６
ｔ 值 ４.７１ －２.１７ １０.５３ ５.０８ －１.２５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４６

２.４　 维吾尔族大学生制定应急逃生计划影响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是

否制定应急逃生计划(否＝ ０ꎬ是＝ １)为因变量ꎬ以生源

地(城市 ＝ １ꎬ乡村 ＝ ２)、家庭月收入水平(０ ~ １ ９９９ 元
＝ １ꎬ２ ０００ ~ ４ ９９９ 元 ＝ ２ꎬ５ ０００ 元以上 ＝ ３)、学科类型

(理科＝ １ꎬ工科＝ ２ꎬ医药 ＝ ３ꎬ农学 ＝ ４ꎬ其他 ＝ ５)、年级

(大一、大二＝ １ꎬ大三、大四＝ ２)、是否经历过突发事件

(是＝ １ꎬ否 ＝ ２)、是否接受过演习(是 ＝ １ꎬ否 ＝ ２)和应

急准备状态的应急态度、风险意识、应急准备行为倾

向、应急心理等变量指标得分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

型分析ꎮ 结果显示ꎬ较高的家庭月收入、接受过应急

演习、应急准备行为倾向较高是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

学生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应急

准备状况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４８)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家庭月收入　 　 　 ０.２４１ ０.０６２ １４.７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７３(１.１２５~ １.４４２)
应急演习　 　 　 　 ０.３３６ ０.１０３ １０.４９４ ０.００１ １.４０１(１.１４３~ １.７１８)
应急准备行为倾向 ０.６８８ ０.０８５ ６３.６３６ ０.０００ １.９９１(１.６８３~ ２.３６１)

３　 讨论
有效提高在校大学生的应急准备水平ꎬ将对其应

急能力提高起到重要作用[１１－１２] ꎮ 另外ꎬ还应掌握有效

的应急知识和技能ꎬ并树立风险意识ꎬ时刻提高警

惕[１３－１４] ꎮ 同时ꎬ按照既定的逃生计划摆脱突发事件带

来的危害显得更为重要ꎬ 这将有效的降低自身损

失[１５] ꎮ 应急逃生计划的制定势必要了解当突发事件

来临时应做哪些准备和应对措施ꎬ同时了解较近的紧

急避难所位置ꎬ并进行有效的应对[１６－１７] ꎮ 只有进行相

应的准备ꎬ才能在突发事件来临时进行有效的逃生ꎬ
在避难所等待相关救援机构的及时救助ꎬ将自身损失

降到最低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新疆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

对一般性的应急信息掌握较好ꎬ如紧急救援电话等ꎮ
而对紧急避难场所、逃生路线等的掌握程度相对较

低ꎮ 同时ꎬ职业院校维吾尔族大学生中有 ４８.９７％了解

应急逃生计划ꎬ与 Ｓｅａｓｏｎ 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表明当前在校大学生应急准备意识较为缺乏ꎬ不能主

动的关注和掌握有关的紧急避难场所和路线等ꎬ同时

教育部门也缺乏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宣传工

作[１９] ꎮ 多因素分析还显示ꎬ在校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家

庭月收入情况越高ꎬ其制定应急逃生计划的人数比例

也越高ꎮ 原因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高的大学生经济

条件较好ꎬ有一定的条件、时间和观念去思考设计应

急逃生计划ꎬ了解相应的应急逃生路线和避难场所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人们应急准备行为的形成需要内因和

外因的共同作用[２０] ꎮ 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应急演习和

培训对提高学生的应急准备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ꎬ它
主要通过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技能和意识来不断改善

大学生的应急准备行为ꎬ有效制定应急逃生计划ꎮ 大

学生应急准备行为倾向的形成是制定应急逃生计划

的重要因素ꎬ在校大学生通过相应的应急培训、教育

和演习等外部因素作用ꎬ最终形成应急态度和信念ꎬ
促使大学生应急准备行为倾向的发生ꎬ最后有效地影

响大学生的应急准备行为ꎬ 促使制定应急逃生计

划[２１－２４] ꎮ
针对新疆职业院校的维吾尔族大学生ꎬ需要从提

高应急态度和信念入手ꎬ做好相关的应急准备工作ꎮ
首先ꎬ学校应组织专人对学生进行定期的宣传讲座ꎬ
让学生对应急准备的重要性有全面的了解ꎮ 其次ꎬ在
有效提高学生知识结构的情况下不断的进行实践ꎬ让
学生在实践演习中了解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和准备ꎬ
了解相应的逃生路线和场所等[２５－２７] ꎮ 第三ꎬ教育部门

应制定有效的规章制度和课程学习计划ꎬ有条件的学

校还应配置专任教师定期进行应急教育的课程教学

学习[２８] ꎮ 另外还应通过学生普遍接受的新媒体ꎬ如微

信、微博等途径ꎬ通过漫画、宣传图片、小故事等形式

潜移默化地提高大学生的应急教育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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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因素对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高刚１ꎬ２ꎬ马忆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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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ꎬ招生规模不断加

大ꎬ在校的研究生数量不断上升[１] ꎮ 学生人数增加的

同时带来了学生心理问题不断增长的趋势ꎬ研究生因

心理问题自杀或犯罪的事件时有发生[２] ꎮ 相关研究

显示ꎬ研究生因受到学业、日常生活和就业等方面带

来的压力影响ꎬ心理健康状况与同龄人相比相对较

差[３] ꎮ 目前研究者多数从学校、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探

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４] ꎮ 本研究着重以家庭因素作

为切入点研究对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ꎬ为
今后有效的开展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学院为单位ꎬ采用整群抽样法ꎬ选取新

疆 ４ 所高校(新疆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

学、新疆医科大学)的 ２ ０２３ 名维吾尔族研究生进行问

卷调查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８８２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３.０３％ꎮ其中男生 １ １２４ 名ꎬ女生 ７５８ 名ꎻ硕士生 １ ７１６
名ꎬ博士生 １６６ 名ꎮ 调查者平均年龄为(２５.２３±５.６３)
岁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４ 月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心理健康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ꎬ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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