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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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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翻译为维吾尔文进行调查ꎮ 心理健康量表( ＳＣＬ －
９０)共有 ９０ 个题目ꎬ该量表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ꎬ从无到

严重ꎬ分数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ꎮ 量表包括 １０ 个症状

因子ꎬ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及其他[５] ꎮ 该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７５ꎬ分半信度为 ０.９４６ꎮ 心理

是否健康的划分以全国青年常模总分作为筛选标准ꎬ
将维吾尔族研究生分为心理健康组( <１６０ 分)和存在

心理问题组(≥１６０ 分)ꎮ 家庭环境量表(ＦＥＳ－ＣＶ)由

费立鹏等翻译并修订ꎬ该量表共有 ９０ 个是非题目ꎬ由
１０ 个分量表组成ꎬ分别为亲密性、矛盾性、感情表达、
独立性、成功性、娱乐性、知识性、道德观、组织性和控

制性[６] 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５６ꎬ分半信

度为 ０.７７４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包进

行数据录入和处理ꎬ统计方法包括 ｔ 检验、χ２ 检验、相
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７] 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不同学历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健康状

况比较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中女

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及总均分得分均高于男生ꎮ 在抑

郁、恐怖、躯体化、强迫症状、焦虑、精神病性和总均分

方面维吾尔族男生与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ꎻ在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偏执、其他因子方

面ꎬ维吾尔族研究生男生与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新疆维吾尔族不同性别不同学历研究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及总均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学历 人数 统计值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性别 男　 １ １２４ １.２１±０.２９ １.６３±０.５１ １.４６±０.４５ １.３５±０.３９ １.３５±０.３９ １.３１±０.３８ １.１７±０.２７ １.３２±０.３７ １.３１±０.３６ １.３３±０.３８ １.３６±０.３４

女　 ７５８ １.２４±０.２８ １.６８±０.４４ １.４８±０.４１ １.４３±０.４１ １.３９±０.３６ １.３３±０.３７ １.２５±０.３１ １.３４±０.３４ １.３５±０.３３ １.３６±０.３３ １.３９±０.３１
ｔ 值 －２.２５ －２.２７ －１.００ －４.２３ －２.２９ －１.１４ －５.７８ －１.２１ －２.４９ －１.８２ －１.９８
Ｐ 值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６ ０.０５４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６

学历 硕士 １ ７１６ １.２１±０.２９ １.６５±０.４７ １.４７±０.４１ １.３８±０.４１ １.３７±０.３８ １.３１±０.３７ １.２１±０.３１ １.３３±０.３６ １.３４±０.３４ １.３５±０.３６ １.３７±０.３３
博士 １６６ １.２２±０.２８ １.６２±０.４５ １.４４±０.４１ １.３５±０.３６ １.３６±０.３５ １.３４±０.３８ １.１７±０.２３ １.３２±０.３４ １.３２±０.３２ １.３４±０.３３ １.３５±０.２９

ｔ 值 －０.４４ ０.８２ ０.９０ １.０１ ０.３５ －０.９７ ２.０７ ０.３６ ０.７６ ０.３７ ０.８４
Ｐ 值 ０.８７４ ０.６３１ ０.２１８ ０.３３４ ０.６６８ ０.２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７２７ ０.４２５ ０.４９２ ０.４８１

　 　 新疆维吾尔族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及总均分上除恐怖因子外ꎬ其他因子得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维吾尔族研究生家庭环境差

异比较　 １ ８８２ 名维吾尔族研究生中ꎬ存在心理问题

者 １９８ 人ꎬ心理健康者 １ ６８４ 人ꎮ １９８ 人中硕士研究生

有 １８５ 名ꎬ 占硕士研究生总人数的 １０. ７８％ ( １８５ /
１ ７１６)ꎻ博士研究生 １３ 名ꎬ占博士研究生总人数的

７ ８３％( １３ / １６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 ４０ꎬＰ >
０ ０５)ꎮ 男生(１０.５０％)与女生(１０.５５％)心理问题检

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０ꎬＰ>０.０５)ꎮ
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问题组与健康组在家

庭环境量表各因子方面比较ꎬ问题组研究生在亲密

性、情感表达、独立性、文化性、娱乐性、道德性、组织

性等因子得分均低于健康组学生ꎬ除独立性因子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外(Ｐ>０.０５)ꎬ其他因子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心理问题组在矛盾性、成功性、
控制性因子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健康组ꎬ且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新疆维吾尔族不同心理健康水平研究生家庭环境量表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亲密性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文化性 娱乐性 道德性 组织性 控制性
心理问题组 １９８ ７.４１±１.８６ ５.３２±１.６９ ３.５５±２.３６ ５.０８±１.５５ ６.１１±１.８１ ２.７９±２.０７ ４.１７±２.４１ ４.６１±１.６６ ６.０５±１.９６ ３.３２±１.９９
心理健康组 １ ６８４ ８.４１±１.１５ ６.１８±１.３８ ２.２２±１.７６ ５.２１±１.３６ ５.７３±１.７９ ３.９３±２.１８ ５.５２±２.３１ ５.２１±１.５２ ６.６４±１.７３ ２.９１±１.７４
ｔ 值 －７.４０ －６.９０ ７.６８ －１.１３ ２.８０ －７.２９ －７.４９ －４.８５ －４.０５ ２.７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维吾尔族研究生家庭环境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

关性　 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情
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道德观和组织性均与 ＳＣＬ－
９０ 各因子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矛盾性与 ＳＣＬ
－９０ 因子中除恐怖因子外其他各因子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独立性与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和焦虑因子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成功性与

ＳＣＬ－９０ 除躯体化以外其他各因子均呈正相关(Ｐ 值

均<０.０５)ꎮ
２.４　 维吾尔族研究生家庭环境因子对心理健康水平

的回归分析　 硕士研究生进入回归方程的有亲密度、
娱乐性、矛盾性、成功性、文化性、情感表达、组织性等

７ 个因子ꎬ共解释变异的 ２２.８％ꎮ 博士研究生的回归

方程中ꎬ仅有娱乐性和矛盾性 ２ 个家庭环境因子对心

理健康水平有预测ꎬ解释变异的 １８.４％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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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家庭环境因子与心理健康水平总分的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８２)

学历 预测变量 Ｂ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Ｒ２ 值 △Ｒ２ 值 ｔ 值 Ｆ 值
硕士 亲密度 －０.１６７ ０.８５２(０.７４６ ~ ０.９３４) ０.２２８ ０.００９ －４.１７３∗∗ ７３.４６８∗∗

矛盾性 ０.１７５ １.１７１(１.１１２ ~ １.２１６)
娱乐性 －０.０８６ ０.９１８(０.８７８ ~ ０.９６２)
情感表达 －０.０９７ ０.９０４(０.８６２ ~ ０.９５３)
文化性 －０.１０８ ０.９０１(０.８４６ ~ ０.９５７)
成功性 ０.１１８ １.１３２(１.０９２ ~ １.２１１)
组织性 －０.０９９ ０.９００(０.８５８ ~ ０.９４９)

博士 娱乐性 －０.３４６ ０.８２１(０.８０３ ~ ０.８６８) ０.１８４ ０.０２７ ２.６７２∗∗ ２４.８１８∗∗

矛盾性 ０.１７１ １.１６２(１.１１１ ~ １.２１８)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女生在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及总均分上均高于男生ꎬ表明女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较男生更加严重ꎬ与赵卿等[８] 、辛自强
等[９]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校
学习期间ꎬ相对于男生而言ꎬ女生不仅面临较大的学

业压力ꎬ还受传统观念、生理特点、社会角色及社会期

待等方面因素的影响ꎬ因此维吾尔族女生对今后就

业、工作环境的选择受到较大的限制ꎬ将承担比男生

更大的压力ꎮ 新疆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ꎬ受伊

斯兰教传统观念的影响ꎬ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严重ꎬ
对在校女研究生心理造成严重的影响ꎬ因此维吾尔族

女研究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受到学校相关部门

的高度关注ꎮ
新疆维吾尔族硕士研究生心理问题检出率高于

博士研究生ꎬ可能与硕士与博士在校期间承受的压力

不同有关ꎬ同时与自我成熟度不同也有一定的关系ꎮ
因为硕士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２ ~ ３ 年ꎬ在这样短的时间

内即要完成研究生的必修课程ꎬ又要完成硕士毕业论

文ꎬ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毕业后的工作问题ꎮ 在当前

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ꎬ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对硕士

研究生来说非常困难ꎬ因此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面临

着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ꎮ 当前维吾尔族博士研究

生人数相对较少ꎬ在博士学习期间基本不用考虑毕业

后的就业问题ꎬ只是专注于顺利毕业即可ꎬ同时学制

一般在 ４ ~ ５ 年的时间ꎬ因此压力相对较小ꎮ 另外ꎬ博
士研究生的年龄相对较大ꎬ在心理调节、社会阅历、心
理承受能力方面相对较强ꎮ 因此ꎬ维吾尔族硕士研究

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较差ꎬ更需得到关注和支持ꎮ
新疆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健康组与心理问题组

在家庭环境的除独立性因子外的 ９ 个因子上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ꎮ 维吾尔族研究生心理健康组在矛盾

性、控制性和成功性 ３ 个维度上得分低于心理问题组ꎮ
家庭环境中的亲密性、情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道
德观和组织性均与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存在负相关ꎬ即得

分越高ꎬ学生越不容易出现心理问题ꎻ而矛盾性与 ＳＣＬ
－９０ 因子中除恐怖因子外与其他各因子均呈正相关ꎮ
表明如果家庭中有矛盾冲突、过度重视成就和竞争ꎬ
并且经常控制他人等不良情况ꎬ将会影响学生的心理

健康水平ꎬ与安芹等[１０]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以往对大学

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中ꎬ只有娱乐、组织性和情感

表达对学生心理健康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ꎬ同时矛盾

性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１１－１２] ꎮ 另外ꎬ硕士

研究生更需要家庭成员的帮助和支持ꎬ和睦的家庭关

系对维吾尔族硕士研究生的心理问题出现起到一定

的弱化作用ꎮ 对维吾尔族博士研究生来说ꎬ原生家庭

的支持逐渐减小ꎬ自己建立的新的家庭对自身心理健

康的影响逐步增大ꎬ因此仅有矛盾性和娱乐性对心理

健康水平有显著性的预测作用[１３－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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