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２] 辛省平ꎬ李亚云ꎬ徐锋ꎬ等.“非典”时期大学生焦虑水平及其对健

康态度的评价分析[Ｊ] .青年研究ꎬ２００３ꎬ２１(８):４０－４４.
[１３] 马省云.武汉市普通高校特殊群体学生体育教育研究[ Ｄ].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４.
[１４] 王鲁文ꎬ杨丽华ꎬ陈晓蓓ꎬ等.ＳＡＲＳ 流行期间武汉地区一线医护人

员心理调查[Ｊ]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ꎬ２００３ꎬ１２(５):７６－７８.
[１５] 丁树荣ꎬ石晶ꎬ王廷林ꎬ等.ＳＡＲＳ 流行期间公众心理状况调查[ Ｊ] .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０５ꎬ２０(９):１１１９－１１２０.
[１６] ＭＡＩＮ ＡꎬＺＨＯＵ ＱꎬＭＡ Ｙ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ｄｕ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ＡＲ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Ｊ] . Ｊ Ｃｏｕ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５８

(３):４１０－４２３.
[１７] 肖佳庆ꎬ吴群红ꎬ郝艳华ꎬ等.ＳＡＲＳ 期间哈尔滨市居民心理健康状

况、影响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Ｊ] .中国卫生经济ꎬ２００７ꎬ１０(３):２０
－２３.

[１８] 王萍ꎬ赵敏ꎬ赵琳.２９３ 名大学生 ＳＡＲＳ 流行期与流行期过后心理

状况调查分析[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１２(６):４１９－４２０.
[１９] 徐富明ꎬ于鹏ꎬ冯虹.“非典”流行期大学生的压力应对策略与其心

理健康的关系研究[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２１(２):１６３－

１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２

【作者简介】 　 葛文杰(１９９５－　 )ꎬ女ꎬ安徽六安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护理心理与教育ꎮ
【通讯作者】 　 缪群芳ꎬＥ￣ｍａｉｌ:８５４６２３２７２＠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０

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认知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葛文杰１ꎬ肖语雁１ꎬ邢冰玉１ꎬ沈墨２ꎬ缪群芳１

１.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ꎬ浙江 ３１１１００ꎻ２.浙江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摘要】 　 目的　 调查大学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的知识、态度以及应对方式并

分析其相关性ꎬ为疫情下的大学生工作提供信息参考ꎮ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ꎬ应用自制调查问卷和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ＳＣＳＱ)对浙江省 ２ 所本科院校 １ ８４５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知信行以及应对方式ꎮ 结果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依次为预防(８１.４％)、临床表现(７８.１％)、病
因(７１.９％)、隔离措施(６２.２％)、诊断(４８.３％)和治疗(２４.９％)ꎻ８４.０％的大学生认为政府措施积极有效ꎬ９１.３％每天关注疫

情时间在 ２ ｈ 以下ꎬ７１.４％担心学习延期情况ꎬ６７.３％担心身体感染的可能ꎻ２１.９％担心心理恐慌ꎻ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

病因、临床、诊断、治疗、预防、隔离的认知度与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积极应对因子呈正相关(Ｆ ＝ ７.２５ ~ ２８.４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ꎬ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治疗、诊断的认知与消极应对因子呈负相关(Ｆ 值分别为 ３.６５ꎬ３.３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多数大学

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认知较高ꎬ能采取相对积极的应对措施ꎬ对疾病的认知程度和积极应对存在相关性ꎮ 需加强对疾病防疫知

识的宣教和培训ꎬ提倡积极应对行为ꎬ促进大学生更好应对疫情ꎮ
【关键词】 　 冠状病毒属ꎻ认知ꎻ适应ꎬ心理学ꎻ健康教育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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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 ＣＯ￣
ＶＩＤ－１９)是一种急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ꎬ全人群普遍

易感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为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１] 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我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４２ ７０８例ꎬ累计死亡 １ ０１７ 例ꎬ 病死率为 ２. ３８％[２] 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因其高度传染性、一定的致死性、不确定性

的治疗手段等特点ꎬ对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

康造成巨大威胁ꎮ 大学生作为特殊群体ꎬ是祖国的未

来和家庭的希望ꎬ对于疫情的认知和态度不仅决定自

身的身心健康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周围人群ꎮ 聚

焦大学生对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ꎬ
了解其在重大应激事件中应对方式ꎬ可为疫情下的大

学生防疫工作提供信息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５—７ 日ꎬ采用便利抽样

法ꎬ以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 ２ 所本

科院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ｊｘ.ｃｎ) 进行线上匿名调查ꎮ 问卷开始线

上签署知情同意参与研究ꎮ 共调查 ２ ０００ 名大学生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８４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２.３％ꎮ 其中医学

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分别 ６６７ 和 １ １７８ 名ꎻ男生 ５５３ 名ꎬ
女生 １ ２９２ 名ꎮ 年龄 １９ ~ ２６ 岁ꎬ平均(２２.４±１.５)岁ꎮ
调查经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同意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大学生 ＣＯＶＩＤ－１９ 认知与行为调查 　 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ꎬ围绕医政医管局实时更新的«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相关内容[３] ꎬ参考文献[４－５]进

行设计ꎬ梳理大学生 ＣＯＶＩＤ－１９ 相关知识以及应对态

度和方式ꎬ并建立问题库ꎮ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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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学情况(性别、年龄、专业、疫情期间居住地等)ꎻ(２)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认知、态度和信念ꎬ其中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知识的了解程度共 ６ 题ꎬ包括预防、临床表现、病
因、隔离措施、诊断和治疗ꎻ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态度和信

念共 ４ 题ꎮ
１.２. ２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ＳＣＳＱ) 　 问卷由解亚宁[６] 于 １９９８ 年编

制ꎮ 共有 ２０ 个条目ꎬ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２ 个维

度ꎬ积极应对包括条目 １ ~ １２ꎬ消极应对包括条目 １３ ~
２０ꎮ 问卷采用 ４ 级计分ꎬ分别是不采取、偶尔采取、有
时采取和经常采取ꎬ相应分别计 ０ꎬ１ꎬ２ꎬ３ 分ꎮ 积极应

对条目总分较高时说明应对事件时倾向于积极应对ꎬ
消极应对条目总分较高时说明应对事件时倾向于消

极应对ꎮ 问卷总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ꎬ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７]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采用 ＩＰ 地址确认法ꎬ相同 ＩＰ 地址只

能作答 １ 次ꎮ 问卷中不涉及姓名等隐私信息ꎮ 网络问

卷后台自动监测每份问卷的答题时长ꎬ答题时间过短

视作废卷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ꎬ
对原始数据进行复核ꎮ 结果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ꎬ对一般人口学资料、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疫情的认知程度、信念和态度采用描述性统计ꎬＣＯＶＩＤ
－１９ 疫情下大学生认知情况与应对方式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认知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
－１９ 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依次为预防(８１.４％ꎬ１ ５０２
名)、临床表现(７８.１％ꎬ１ ４４１ 名)、病因(７１.９％ꎬ１ ３２６
名)、隔离措施(６２.２％ꎬ１ １４８ 名)、诊断( ４８. ３％ꎬ８９１
名)和治疗(２４.９％ꎬ４６０ 名)ꎮ
２.２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信息来源途径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

信息主要来源途径前 ３ 位是网络(９５.８％ꎬ１ ７６８ 名)、
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 (９３.０％ꎬ１ ７１６ 名)、央视

新闻(８０. ０％ꎬ１ ４７６ 名)、家人和亲朋好友 ( ６０. ６％ꎬ
１ １１８名)ꎮ
２.３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的信念和态度　 ８４.０％
(１ ５５０ 名)的大学生认可政府措施积极有效ꎻ１５.４％
(２８４ 名)表示疫情具有灾难性后果ꎬ无法想象ꎻ５６.４％
(１ ０４０ 名) 表示就自己而言完全可以避免ꎬ不担心ꎻ
３７.８％( ６９７ 名) 表示此次疫情将会得到完全控制ꎻ
９１.３％(１ ６８３ 名) 每天关注疫情的时间在 ２ ｈ 以下ꎻ
７１.４％( １ ３１８ 名) 担心学习延期情况ꎻ７１. １％ ( １ ３１２
名)担心封闭管理造成生活不便ꎻ６７.３％(１ ２４１ 名)担

心身体感染的可能ꎻ２１.９％(４０４ 名)表示心理恐慌ꎮ
２.４　 疫情的认知度与应对方式评分　 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因、临床表现、诊
断、治疗、预防、隔离措施认知程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呈

正相关ꎬ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治疗、诊断的认知与消极应对

方式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认知度对应对方式的影响(ｘ±ｓ)

认知 人数 统计值 积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
病因 不太了解 ７１ １.６９±０.５７ １.２３±０.５３

一般 ４４８ １.７９±０.５５ １.０９±０.５１
比较了解 １ ３２６ １.８７±０.５１ １.０９±０.４９

Ｆ 值 ７.２５ ２.９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临床 不太了解 ３５ １.５５±０.５８ １.２６±０.５５
表现 一般 ３６９ １.７７±０.５５ １.１０±０.４９

比较了解 １ ４４１ １.８７±０.５１ １.０９±０.５０
Ｆ 值 １０.８２ ２.１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２

诊断 不太了解 ２１０ １.６９±０.５５ １.１７±０.４９
一般 ７４４ １.７８±０.５２ １.１０±０.４８
比较了解 ８９１ １.９３±０.５１ １.０７±０.５１

Ｆ 值 ２５.７７ ３.３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治疗 不太了解 ５５０ １.７５±０.５２ １.１４±０.５０
一般 ８３５ １.８２±０.５２ １.０７±０.４７
比较了解 ４６０ １.９９±０.５０ １.０８±０.５４

Ｆ 值 ２８.４４ ３.６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３

预防 不太了解 ４１ １.６６±０.５１ １.２２±０.５２
一般 ３０２ １.７２±０.５９ １.０７±０.５２
比较了解 １ ５０２ １.８７±０.５１ １.０９±０.４９

Ｆ 值 １２.３３ １.５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２０

隔离 不太了解 １４４ １.６１±０.５３ １.１２±０.４６
措施 一般 ５５３ １.７８±０.５３ １.０９±０.５０

比较了解 １ １４８ １.９０±０.５１ １.０９±０.５０
Ｆ 值 ２４.２６ ０.２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７８

３　 讨论

调查表明ꎬ大学生对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认知情况

的总体水平良好ꎬ与齐晔等[８] 调查结果一致ꎬ可能由

于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素养ꎬ学习能力强且对自身

的健康关注度高ꎬ高度重视和个体健康紧密相关的预

防和隔离知识ꎮ 但对于疾病诊断和治疗认知水平相

对较低ꎬ可能因为诊断和治疗涉及更多的医学专业

性ꎬ非医学专业的学生比较难以理解ꎮ
本研究表明ꎬ９５.８％的大学生由网络获取疫情相

关信息ꎮ ９３.０％由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等)获取疫

情相关信息ꎬ一方面互联网的快捷让大学生可以快速

了解疫情动态ꎬ增加心理掌控感ꎬ缓解情绪ꎬ但同时信

息来源的复杂性和信息发布人员的多样性ꎬ使信息真

实性得不到保障ꎬ这不仅需要政府主导ꎬ及时公开疫

情信息ꎬ加强网络监管的力度ꎬ减少不实信息的传播

空间ꎻ同时需要大学生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ꎬ在海量

信息中有良好的思辨能力ꎮ ８０.０％的大学生由央视新

闻获取疫情相关信息ꎬ官方权威媒体的公信力可以保

证信息的相对可靠性ꎬ有助于在不确定的疫情中获得

相对的确定感ꎬ从而增加内心的安全感缓解重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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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件带来的压力ꎮ
调查表明ꎬ８４.０％的大学生认为政府采取的措施

是积极有效的ꎬ认可政府所做的努力ꎬ对疫情控制有

信心ꎬ与齐晔等[８]调查结果一致ꎮ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

征(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ꎬＳＡＲＳ)之后各级

政府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ꎬ同时

不断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反应机制[９] ꎮ ＣＯ￣
ＶＩＤ－１９ 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ꎬ疫情伊始政府

高度重视ꎬ严格采取了包括居家隔离、限制出行等一

系列措施[１０－１１] ꎬ全党参与ꎬ全民动员ꎬ落实到位ꎬ提升

了大学生战胜疫情的信心ꎮ 不可忽视的是ꎬ此次调查

结果表明ꎬ５６.４％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可以避免感染疾

病ꎬ原因可能是反向形成“无所畏惧” 的心理防御机

制ꎬ当疫情蔓延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而来时ꎬ人们逐

渐意识到自身已经对疫情失去控制ꎬ并启用缓解恐惧

的自我防御机制ꎮ 需加强宣传教育切不可盲目自信ꎬ
需要重视对自身的身体防护ꎮ 在目前对疾病的治疗

还处在攻坚阶段ꎬ一旦感染尚无特异性治疗ꎬ不能因

为放松警惕造成隐患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全人群易感性让普通民众人人自危ꎮ

调查期间属于疫情暴发期ꎬ６７.３％的大学生担心自己、
家人及朋友被感染ꎬ６７.６％担心疫情蔓延ꎮ ２１.９％担心

此次疫情造成的心理恐慌ꎮ 随着对疫情的逐渐控制ꎬ
急性应激状态下对于个体身体安全的关注ꎬ可能会转

为慢性应激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关注ꎮ 同时居家隔

离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

的促进作用ꎮ 提醒高校在疫情的不同阶段ꎬ不但要关

注身体健康ꎬ同时要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ꎮ 本调查

表明ꎬ学习始终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ꎬ７１.４％担心自己

延期的学习、考试和实习ꎬ７１.１％担心封闭管理造成的

生活不便ꎮ 针对以上应激影响因素ꎬ高校可以采用网

上授课等方式ꎬ切实保证学生不因疫情耽误学习ꎬ同
时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影响因素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作用ꎮ
面对重大应激事件ꎬ根据应激模型理论认为个体

产生心理反应受应激事件、个体的认知与应对方式、
人格特征等因素的影响ꎮ 应激事件是相对确定的客

观因素ꎬ人格特征是相对稳定的心理因素ꎬ较少受个

体意识和行为的影响ꎮ 应对方式是应激与健康之间

的中介机制ꎬ面对同一生活事件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将会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１２] ꎮ 有研究发现ꎬ个
体在高应激状态下ꎬ如果缺乏良好的应对方式ꎬ则心

理问题产生的危险度可达 ４３. ３％ꎬ是普通人群的 ２
倍[１３] ꎮ 大学生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认知水平与采取积

极应对呈正相关ꎬ与采取消极应对呈负相关ꎬ认知水

平越高的大学生越易采取积极应对ꎮ 说明对于疾病

的认知提高能帮助个体有更好的应对ꎮ 应加强信息

的可靠性和确定性ꎬ加强疫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ꎬ
使大学生更科学了解、更理智看待疫情ꎬ将有助于采

取积极的应对方式ꎬ从而保持身心健康ꎮ 另外ꎬ大学

生还需要科学认识自身特点ꎮ 由于每个人的自身健

康水平不同ꎬ对外界突发事件的心理加工模式也不

同ꎬ就会对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不同ꎬ从而产生的应

对方式也不同ꎮ 大学生应正确认识自己身体健康水

平ꎬ客观了解自己的心理加工模式ꎬ然后基于自己的

真实情况ꎬ制定出真正符合自己特点的疫情应对模

式ꎬ从而缓解疫情带来的担忧和焦虑ꎮ
本调查在特定疫情背景下ꎬ问卷设计有一定局限

性ꎬ调查中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失

了样本的代表性ꎬ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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