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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自杀大学生父母教养行为风险性因素分析

张平１ꎬ李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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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父母教养行为构成个体自杀行为的风险性因素ꎬ为更加有效、及早地预防自杀行为提供依据ꎮ
方法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ꎬ以某地区高等院校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 １７ 名自杀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对 ２８ 名相关知情者进行访谈

并对访谈结果进行编码ꎮ 结果　 研究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 １１８ 个概念和 １０ 个范畴ꎬ１０ 个范畴分别为学业期待、全力付出、
父母面子、过度干涉、强势要求、拒绝需求、苛刻严格、拒绝情感回应、父母评价、自我评价ꎮ 在此基础上第 ２ 次编码ꎬ发展出

期望、控制、忽视、评价 ４ 个范畴成为大学生自杀完成个体父母教养行为中的风险性因素ꎮ 其中期待对个体的影响最大ꎮ
结论　 在预防高校心理危机事件发生上ꎬ特别需要关注具有父母教养行为风险性因素特征的学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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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的自杀事件是高校校园最严重的危机事

件之一ꎮ 由于高校学生自身的特殊性以及自杀完成

事件属于不可逆事件ꎬ高校学生自杀事件不仅给个体

造成严重的痛苦ꎬ还对家庭、学校和社会都造成极大

的经济和精神损失ꎬ严重危害高校正常秩序及社会

稳定ꎮ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个体行为ꎮ 自杀

的定义很多ꎬ但研究者逐渐在 ３ 个方面达成共识:(１)
自己造成的ꎻ(２)有意的ꎻ(３)结果具有致命性[１] ꎮ 自

杀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ꎬ大致可以分为生物学因素、
精神障碍和心理因素三类ꎮ 其中ꎬ自杀者最常见的精

神障碍是抑郁症[２－３] ꎮ 心理因素可以分为易损特质、
失调认知和心理痛苦ꎮ 已有的自杀理论或模型包括

自杀差异激活理论、自杀人际理论、自杀行为的认知

模型、自杀图式评估模型、动机－意志整合模型等[４] ꎮ
对于自觉自愿的情况下选择自杀的个体而言ꎬ无论是

因素学说还是过程理论ꎬ其中包含的共同思想ꎬ即一

系列的内在或外在的因素相互作用ꎬ最终导致了个体

无法忍受的心理痛苦和行为冲动ꎬ使得个体产生自杀

的意念ꎬ进而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付诸行动ꎮ
父母的教养行为对于个体情绪、行为和个性产生

深远的影响ꎮ Ｓａｍｅｒｏｆｆ[５]的交互作用模型认为ꎬ儿童的

发展是其本身与家庭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经验持续

交互作用的产物ꎮ 以往研究采用量化研究方法探讨

了自杀与家庭因素、童年经历的关系[６－７] ꎮ 有自杀意

念的中学生较少地体验来自父母的情感温暖和理解ꎬ
较多地受到父母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干涉、过保

护等不良教养方式影响ꎬ异性家长的过干涉是自杀意

念的危险因素[８－９] ꎮ 有自杀意念的人群中只有部分个

体真正实施自杀行为ꎬ其中只有部分个体完成了自杀

行为ꎮ 由于记忆偏差、矛盾心理、冲动、醉酒及混乱等

原因[１０] ꎬ或者为逃避住院治疗、污名或其他负性结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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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报告自杀意图时会产生一些偏差ꎮ 而那些没

有自杀意图的个体又可能会通过伪装让周围人相信

他没有活着的愿望ꎮ 因此ꎬ直接测量自杀意图困难重

重ꎮ 研究者试图依据行为的致命程度间接推测自杀

意图ꎬ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１１－１３] ꎮ 自杀意念、自杀企

图和自杀有着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形成机制[１４] ꎮ
因此ꎬ不能简单地将自杀意念相关研究结果推广至自

杀已完成的群体ꎮ 探索自杀大学生的家庭教养行为

有助于对大学生自杀的原因进行更细致的理解ꎬ以从

生命早期开始对自杀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预防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依据典型性和方便性原则选择研

究对象ꎮ 以某地区高等院校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中发生的

１７ 例自杀完成学生为研究对象ꎬ年龄在 １７ ~ ２５ 岁之

间ꎮ 其中男生 １５ 例ꎬ女生 ２ 例ꎻ４ 例来自城市ꎬ１３ 例来

自城镇和农村ꎻ８ 例是独生子女ꎬ７ 例是非独生子女ꎬ２
例情况未知ꎻ硕士生 ７ 例ꎬ博士生 １ 例ꎬ本科生 ９ 例ꎮ
１.２　 方法　 对日常与这 １７ 位研究对象有过密切交往

的同学、教师、家长等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ꎮ 依

据研究目的设计访谈提纲ꎮ 提纲涉及研究对象的基

本信息、事件的经过、引起自杀的原因、性格特点及主

要成长经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ꎮ 选取 ２ 名相

关人员对访谈提纲进行了预测试ꎬ在此基础上对访谈

提纲进行修改并最终确定ꎮ 正式访谈时ꎬ向被访谈者

介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ꎬ并确保研究的保密性ꎮ 访谈

之前ꎬ参与访谈的人员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访谈开始

后ꎬ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ꎬ每个访谈持续 １ ｈ 左右ꎮ 将

录音转为文字稿ꎬ对文字访谈资料进行整理ꎬ所得文

本进行编码和分析ꎮ 部分研究对象的遗书也是研究

的重点ꎮ 利用 ＮＶｉｖｏ ８.０ 软件ꎬ进行资料处理并辅助

理论建构ꎮ

２　 结果

２.１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将所获得的数据记录逐步

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ꎬ用概念和范畴来正确反映数据

内容ꎬ并把数据记录以及抽样出来的概念进行重新综

合ꎮ 经过多次整理分析ꎬ本研究最终从资料中抽象出

１１８ 个概念和 １０ 个范畴ꎮ １０ 个范畴分别为学业期待、
全力付出、父母面子、过度干涉、强势要求、拒绝需求、
苛刻严格、拒绝情感回应、父母评价、自我评价ꎮ
２.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是发现和建立范畴之

间的各种联系ꎬ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关

联ꎮ 通过聚类分析ꎬ把开放式编码阶段所发现的范畴

有机地联系起来ꎬ逐步确定其间的类属关系ꎬ在此基

础上第 ２ 次编码ꎬ发展出主范畴和副范畴ꎮ 此处ꎬ共得

到 ４ 个主范畴ꎬ分别是期待、控制、忽视和评价ꎮ 期待

对应副范畴为学业期待、父母面子、全力付出ꎻ控制对

应过度干涉、强势要求ꎻ忽视对应拒绝需求、苛刻严

格、拒绝情感回应ꎻ评价对应父母评价、自我评价ꎮ
２.３　 选择编码　 选择编码是通过第 ３ 次编码选择核

心范畴ꎬ理清诸多概念类属及其内在联系ꎮ 通过选择

编码ꎬ围绕“自杀大学生父母教养行为的风险性因素”
这一核心范畴ꎬ将期待、控制、忽视、评价确定为影响

大学生自杀完成的四大父母教养行为风险性因素ꎮ
２.４　 研究结果的饱和度　 根据扎根理论(一种研究路

径ꎬ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分

析 １７ 例自杀大学生相关知情人 ２８ 位ꎬ之后又访谈 ２
例自杀大学生相关知情人 ４ 位ꎬ进行饱和度分析ꎮ 分

析发现ꎬ新收集的数据不能再产生新的理论见解ꎬ不
能再揭示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ꎮ 可见原先的数据

已经使核心类属达到饱和ꎬ 不需要再增加新的数

据[１５－１６] ꎮ

３　 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ꎬ高校自杀个案的家庭教养行为存

在以下特点:父母过高的期望、不近人情的控制、持续

的忽视、极低的评价ꎬ进一步进行归类ꎬ可以将期望归

为条件型教养行为ꎬ将其他归为消极型教养行为ꎮ 在

条件不能满足时ꎬ条件型教养方式并不能对个体适应

起到支持作用ꎬ反而引发个体内疚、自责等情绪ꎬ加重

了心理痛苦ꎬ起到消极作用ꎮ 按照常理推测ꎬ期望与

关心本应该是积极的教养方式ꎮ 父母的期望能使家

庭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家庭教育ꎬ使父母投入更多的时

间陪伴孩子ꎬ并且使孩子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ꎮ 然

而ꎬ程灶火等[１７] 、张嫚茹等[１８]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发

现ꎬ期望不能归于理解、尊重、温情等积极教养方式ꎬ
而与放纵和袒护一起归于条件性教养方式ꎮ 因此ꎬ当
压力生活事件发生时ꎬ父母的期望没有达到时ꎬ关心、
管教等积极的教养方式也带有条件性的意味ꎬ即关心

的目的是达成的期望ꎬ一旦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则无法

获得父母的关心ꎬ这就造成了一种相对剥夺感ꎮ
本研究中一半以上的个案在自杀前面临学业困

难或毕业去向问题ꎮ 在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中ꎬ“望

子成龙ꎬ望女成凤”是父母的普遍心态ꎮ 而强调个体

和家庭的连接ꎬ实现父母生涯发展期望ꎬ回馈父母恩

情的“孝道”仍然是中国年轻人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中

的重要部分[１９－２０] ꎮ 父母的关心也成为引发愧疚与自

责的原因ꎬ这也可以解释本研究中多位研究对象将陪

读、管教等关心行为视为一种过度干涉和控制而加以

抵制的现象ꎬ实际上是个体本能的抵制愧疚和自责所

带来的不良体验ꎮ 在个体感到过度干涉与控制的条

件下ꎬ父母的关心行为无法在个体遭遇外部压力事件

时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２１] ꎮ 条件型养育行为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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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剥夺感ꎬ加之传统“孝道”文化所引发的内疚与

自责ꎬ共同加重了心理痛苦ꎬ即自杀个案所面对的痛

苦不仅是外部压力所引起的现实痛苦ꎬ还包括了亲子

关系所带来的痛苦ꎬ只是在面对外部压力事件时ꎬ亲
子关系问题更容易突显出来ꎮ

消极教养行为通过个体心理痛苦影响自杀行为ꎮ
研究表明ꎬ消极的教养行为可以促使个体在成年后形

成消极的认知图式、情感反应倾向和自我概念ꎬ与外

部压力事件共同导致个体心理痛苦ꎮ Ｍｃ Ｇｉｎｎ 等[２２]

发现ꎬ虐待和忽视的教养方式通过早期适应不良图式

对当前抑郁严重程度产生作用ꎮ Ｇｒｏｓｓ 等[２３] 发现ꎬ个
体早期遭受的父母身体攻击和心理攻击对其 １８ ~ ２２
岁时的抑郁和自尊水平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ꎮ 个体

早期遭受父母心理攻击是其大学时期焦虑、敌意、人
际敏感、强迫等心理症状最显著的预测因素[２４] ꎮ

本研究认为ꎬ父母的消极教养行为影响了大学生

的自杀行为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医学

生自杀意念具有一定的相关性ꎬ母亲情感温暖ꎬ父亲

拒绝、否认与母亲惩罚、严厉等变量是医学生自杀意

念的影响因素[２５] ꎮ 自尊可能是父母教养方式影响高

职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中介因素ꎮ 以中学生为对

象的研究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对情感的持续忽视会使研究对象不相

信自己在遭遇心理痛苦时能够得到有效的情感支持ꎬ
失败和错误意味着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水平ꎬ并且会

受到严厉惩罚ꎻ而过度控制使其没有及时发展出与环

境相应的独立性ꎬ在离开父母之后表现出行为的失控

或冲动性ꎬ无法从父母期待的压力下脱离出来ꎮ 外在

力量与内在因素相互作用ꎬ最终促成了研究对象无法

忍受的痛苦和无法抑制的冲动ꎬ并使其在获得自杀能

力后执行自杀ꎮ 本研究不仅在自杀研究领域丰富了

理论基础ꎬ也在现实层面为预防自杀提供了重要的指

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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