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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州省中学生自杀态度现状ꎬ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学生自杀态度影响因素ꎬ为自杀危机干

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贵州省抽取 ３ 个地区共 ５ １０９ 名中学生ꎬ应用自编问卷、自杀

态度问卷(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ＱＳＡ)、中学生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ꎬ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３.０ 进行因子

分析及构建结构方程模型ꎮ 结果　 ５ １０９ 名中学生中对自杀行为、自杀者、自杀者家属和安乐死持肯定、宽容态度的学生分

别有 １９２(３.８％)ꎬ１ ８４５(３６.１％)ꎬ３ ４７５(６８.０％)和 １ ０６３ 人(２０.８％)ꎮ 有无宗教信仰、是否住校、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
学校所在地、不同年级及不同地区的中学生自杀态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构方程模型显示ꎬ抑郁、
焦虑情绪对自杀态度的影响最大(总效应为 ０.３０４)ꎬ其次是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氛围、社会欺辱和生命有关教育(总效应分

别为 ０.２３７ꎬ０.２０２ꎬ０.１８７ꎬ０.０９５)ꎮ 结论　 贵州省中学生对自杀的认识有待提高ꎬ抑郁、焦虑情绪及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

的自杀态度影响较明显ꎬ预防中学生自杀更应注重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及背景ꎬ同时需改善父母教养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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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每年大约有 ２８.７ 万人死于自杀ꎬ自杀率约为

２３ / １０ 万人ꎬ是国际平均水平的 ２.３ 倍ꎬ其中青少年是

我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１] ꎮ 对青少年的自杀预防亟

待解决ꎬ而且应进行早期预防ꎮ 研究显示ꎬ自杀态度

是自杀的危险因素ꎬ对自杀持肯定和宽容态度的个体

自杀倾向比其他人更突出[２] ꎮ 因此ꎬ研究自杀态度的

影响因素ꎬ促进个体树立正确的自杀态度ꎬ以此将自

杀的预防线前移ꎬ可降低自杀风险ꎮ 本文应用结构方

程模型从个人、家庭、学校及社会因素各维度探讨并

验证其对贵州省中学生自杀态度的影响ꎬ以期为自杀

危机干预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

随机抽样方法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好中差抽取贵阳

市、凯里市和毕节市 ３ 个地区ꎬ分别从每个地区的乡

镇、城区的初、高中学校中随机各抽取 １ 所学校ꎬ在样

本学校中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 ３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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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在校学生即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５ ２７６ 名中学生ꎬ收
回问卷 ５ ２７６ 份ꎬ有效问卷 ５ １０９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６.８３％ꎮ 其中男生 ２ ４４８ 名(４７.９２％)ꎬ女生 ２ ６６１ 名

(５２.０８％)ꎻ初中生 ２ ４９１ 名(４８.７６％)ꎬ高中生 ２ ６１８
名( ５１. ２４％)ꎮ 年龄 １０ ~ ２２ 岁ꎬ 平均年龄 ( １５. ４６ ±
２.０５)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测评工具 　 (１)自编问卷ꎬ包括个人情况(年

龄、性别、民族、年级、宗教信仰、是否住校、吸烟、饮

酒、体育锻炼、游戏等)、家庭情况(父母亲文化程度、
父母亲从业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与父母的

关系及交流、父母的要求、有无家庭暴力等)、学校情

况(与同学的关系、学习成绩、生活、学习压力、生命教

育开展情况等)及有无受虐经历、社会欺辱等社会因

素ꎮ (２)自杀态度问卷(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ＱＳＡ)ꎮ 该问卷由肖水源等[３] 编制ꎬ共 ２９ 个条目 ４ 个

维度ꎬ包括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对自杀者的态度、对自

杀者家属的态度和对安乐死的态度ꎮ 条目采用 ５ 级评

分ꎬ≤２.５ 分为持肯定、理解和宽容的态度ꎬ>２.５ ~ <３.５
分为持中立或矛盾态度ꎬ≥３.５ 分为持否定、反对和排

斥的态度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８ꎮ (３)中学

生抑郁自评量表ꎮ 该问卷由王极盛等[４] 编制ꎬ共 ２０
个条目ꎬ包括一般抑郁情绪、与学业有关的抑郁情绪、
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抑郁情绪ꎮ 条目采用 ５ 级评分ꎬ<２
分为无抑郁情绪存在ꎬ２ ~ ２.９９ 分为轻度抑郁情绪ꎬ３ ~
３.９９ 分为中等程度的抑郁情绪ꎬ４ ~ ４.９９ 分为较严重程

度的抑郁情绪ꎬ５ 分为非常严重的抑郁情绪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５４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在学校老师的组织配合下ꎬ经学生

和家长知情同意后ꎬ以班级为单位现场施测ꎬ匿名填

写问卷ꎮ 所有调查员均经过统一培训ꎬ按标准指导语

指导学生填写ꎬ问卷当场收回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并双人

录入ꎬ经核查后的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和 Ａｍｏｓ ２３.０ 进

行统计分析ꎮ 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ꎮ 计量资

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用 Ｚ 检验或方差分

析ꎮ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ＥＦＡ)构建测量变量和潜变

量间的测量模型ꎬ用极大似然法(ＭＬ)估计模型方法建

立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方程模型ꎬ筛选出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ꎬ应用修正指数(ＭＩ)进行修正ꎬ采用拟合优

度指数(ＧＦＩ)、规范拟合指数(ＮＦＩ)、调整的拟合优度

指数( ＡＧＦＩ)、比较拟合指数 ( ＣＦＩ)、增值拟合指数

( ＩＦＩ)、均方根残差(ＲＭＲ)、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
对模型进行评价[５] ꎬ最终确定模型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贵州省中学生自杀态度现况　 贵州省中学生自

杀态度总平均分为(２.９３±０.３３)分ꎮ 有无宗教信仰、是
否住校、是否独生子女、是否留守、学校所在地、不同

年级及地区的中学生自杀态度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６１.１％ (３ １２２ / ５ １０９)
的中学生对自杀者持矛盾或中立态度ꎬ４８.７％(２ ４８７ /
５ １０９)的中学生对安乐死持矛盾或中立态度ꎬ但有

６８.０％(３ ４７５ / ５ １０９)的中学生对自杀者家属持肯定或

宽容态度ꎬ对自杀行为性质、自杀者和安乐死持肯定

或宽容态度的中学生分别占 ３.８％(１９２ / ５ １０９)ꎬ３６.１％
(１ ８４５ / ５ １０９)和 ２０.８％(１ ０６３ / ５ １０９)ꎮ

表 １　 贵州省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自杀态度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自杀态度 Ｚ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 ４４８ ２.９３±０.３３ １.２９２ ０.１９６

女 ２ ６６１ ２.９２±０.３３
民族 汉族 ３ ０７５ ２.９２±０.３３ －１.４４６ ０.１４８

少数民族 ２ ０３４ ２.９４±０.３２
宗教信仰 有 ２３５ ２.８６±０.３６ －３.１５９ ０.００２

无 ４ ８７４ ２.９３±０.３３
是否住校 是 ２ ５４８ ２.９４±０.３２ －２.７８２ ０.００５

否 ２ ５６１ ２.９２±０.３３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５５６ ２.８６±０.３７ －４.６８９ ０.０００

否 ４ ５５３ ２.９４±０.３２
是否留守 是 １ ８６３ ２.９４±０.３２ ２.６２９ ０.００９

否 ３ ２４６ ２.９２±０.３３
学校所在地 城区 ２ ６８１ ２.９２±０.３４ －３.８３０ ０.０００

乡镇 ２ ４２８ ２.９６±０.３１
年级 初一 ８４５ ２.９９±０.３２ ９.８７７ ０.０００

初二 ８７７ ２.９２±０.３３
初三 ７６９ ２.９４±０.３３
高一 ９０４ ２.９２±０.３２
高二 ９１２ ２.８９±０.３２
高三 ８０２ ２.９２±０.３２

地区 贵阳 １ ７８４ ２.９０±０.３４ １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
凯里 １ ６１７ ２.９５±０.３２
毕节 １ ７０８ ２.９４±０.３２

２.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分别对中学生个人、家庭、学
校和社会因素 ４ 个方面的测量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ꎬＫＭＯ 值分别为 ０.５６８ꎬ０.６０７ꎬ０.７９６ 和 ０.８３９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均< ０.０１ꎬ在 α ＝ ０.０５ 水平上均有统计学意

义ꎬ说明可以做因子分析ꎮ 个人方面提取 ２ 个公因子ꎬ
分别为生活方式和抑郁、焦虑情绪ꎻ家庭方面提取 ３ 个

公因子ꎬ分别为父母文化背景、家庭氛围和父母教养

方式ꎻ学校方面提取 ２ 个公因子ꎬ分别为生命有关教育

和学业ꎻ社会方面提取 ２ 个公因子ꎬ分别为社会欺辱和

人际关系ꎮ
２.３　 结构方程模型　 将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公因

子作为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ꎬ删除初始模型中路

径系数无统计学意义的 ４ 个潜变量ꎬ即生活方式、父母

文化背景、学业、人际关系ꎮ 通过初始模型的设定、识
别、删除无效路径及变量ꎬ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不

断修正与拟合ꎬ直到构建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测量

数据ꎬ最终确定最佳模型ꎮ 见图 １ꎮ 进入模型的各变

量的赋值自杀态度(０ ＝ 肯定ꎬ１ ＝ 中立ꎬ２ ＝ 否定)ꎻ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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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焦虑情绪(中学生抑郁自评量表:０ ＝无抑郁ꎬ１ ＝轻

度ꎬ２ ＝中度ꎬ３ ＝ 较重ꎬ４ ＝ 严重ꎻ过去 １ 年里ꎬ曾感到孤

独:０ ＝经常ꎬ１ ＝ 偶尔ꎬ２ ＝ 从来没有ꎻ过去 １ 年里ꎬ曾因

担心某事失眠:０ ＝经常ꎬ１ ＝偶尔ꎬ２ ＝ 从来没有)ꎻ家庭

氛围(与父母的交流:０ ＝无话不说ꎬ１ ＝很多交流ꎬ２ ＝一

般ꎬ３ ＝少交流ꎬ４ ＝ 从不交流ꎻ与父母的关系:０ ＝ 都亲

密ꎬ１ ＝与父亲亲密ꎬ２ ＝ 与母亲亲密ꎬ３ ＝ 都不太亲密ꎬ４
＝都不亲密)ꎻ父母教养方式(是否有家庭暴力:０ ＝有ꎬ
１ ＝无ꎻ父母对自己的要求严格吗:０ ＝ 非常严ꎬ１ ＝ 有点

严ꎬ２ ＝一般ꎬ３ ＝不太严ꎬ４ ＝非常不严)ꎻ生命有关教育

(０ ＝经常ꎬ１ ＝有时ꎬ２ ＝从来不)ꎻ社会欺辱(０ ＝ 从未ꎬ１
＝偶尔ꎬ２ ＝ 经常)ꎮ 修正后的模型拟合指数均达到相

应的参考标准ꎬＧＦＩ ＝ ０.９８７ꎬＡＧＦＩ ＝ ０.９７１ꎬＮＦＩ ＝ ０.９４４ꎬ
ＩＦＩ ＝ ０.９５２ꎬＣＦＩ ＝ ０.９５２(均>０.９０)ꎻ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３２( <
０.０５)ꎬＲＭＲ ＝ ０.０１１( <０.０５)ꎮ

对自杀态度影响作用最大的是抑郁、焦虑情绪ꎬ
且其对自杀态度产生直接影响ꎬ总效应为 ０.３０４ꎻ父母

教养方式对自杀态度产生较强的正向作用ꎬ总效应为

０.２３７ꎬ主要通过影响抑郁、焦虑情绪产生间接效应为

０.１６２ꎻ家庭氛围通过影响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杀态度产

生间接的正向作用ꎬ总效应为 ０.２０２ꎻ生命有关教育通

过影响抑郁、焦虑情绪对自杀态度产生间接的正向作

用ꎬ总效应为 ０.０９５ꎻ社会欺辱通过影响抑郁、焦虑情

绪和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杀态度产生正向间接作用ꎬ总
效应为 ０.１８７ꎬ各潜变量的标准化效应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图 １　 中学生自杀态度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近年来ꎬ青少年自杀率不断上升ꎬ已成为我国乃

至全世界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显然ꎬ对自杀的预防

干预亦成为重点问题ꎬ国外学者提出自杀预防应着眼

于自杀态度的教育活动[６] ꎮ 自杀态度是指对自杀的

看法和认识ꎬ每一种态度都包含着一定的行为倾向ꎬ
它是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预测因素之一[２] ꎮ 个体越倾

向于持肯定或理解等赞同态度者在相同条件下比持

否定、反对等态度者更易有自杀的可能ꎬ对自杀持肯

定和宽容态度可预测自杀风险状态[７] ꎮ 从态度入手

将自杀的预防线前移ꎬ可以为早期的自杀预防提供依

据ꎮ 本研究显示ꎬ６８.０％的中学生对自杀者家属持肯

定和宽容的态度ꎬ３６.１％对自杀者持肯定和宽容的态

度ꎬ与喻彦等[８] 对上海市高中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ꎬ
说明贵州省中学生对自杀态度的总体情况不大乐观ꎮ
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ꎬ生理及心理处于发育阶段ꎬ生
命意识尚不成熟ꎬ稳定、成熟的自杀态度尚未完成ꎬ一
些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中学生在面临挫折时容易出

现不利健康的应对方式ꎬ因此有必要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和与生命有关的教育等ꎮ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ꎬ抑郁、焦虑情绪对自杀

态度的效应最大ꎮ 中学生作为特殊群体ꎬ正处于身心

发展的快速期ꎬ正在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中ꎬ在应对

和处理学习和人际关系时能力薄弱ꎬ容易产生各种心

理问题ꎬ其中抑郁、焦虑情绪就是青少年最突出、严重

的心理健康问题之一[９] ꎬ严重者会选择自杀的解脱方

式ꎮ 社会欺辱通过影响抑郁、焦虑情绪对自杀态度产

生正向间接作用ꎬ有被欺辱经历者出现自杀相关心理

行为的风险较高ꎬ更有可能存在内向的问题ꎬ如抑郁

和焦虑、自杀等[１０] ꎮ 提示帮助中学生解决心理问题的

同时对其进行必要的辅导ꎬ对于促进中学生健康成长

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结果还显示ꎬ生命有关的教育

对自杀态度有正向效应ꎬ通过抑郁、焦虑情绪间接影

响自杀态度ꎮ 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杀态度有较大的影

响ꎬ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还可以通过抑郁、焦虑

对自杀态度产生间接作用ꎮ 家庭是中学生生活的重

要场所ꎬ不同的家庭环境和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心

理发展的影响也不同ꎬ还与中学生抑郁情绪密切相

关[１１] ꎬ父母更多的表现温暖友善ꎬ避免苛刻的要求ꎬ有
助于降低中学生自杀风险[１２－１３] ꎮ 可见ꎬ抑郁、焦虑对

自杀态度起着重要影响ꎬ但可通过改善社会欺辱、父
母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等因素来改变抑郁、焦虑的影

响ꎬ从而树立正确的自杀态度ꎮ
中学生健康教育是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和完善生

命价值观的必要条件ꎬ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ꎬ一方面

学校应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或设立相应的

心理咨询机构ꎬ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ꎬ让
学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ꎻ另一方面父母要营

造一个和谐健康的家庭环境ꎬ采取合理的教养方式ꎬ
对孩子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情感温暖ꎬ及时交流沟通ꎬ
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ꎬ 共同促进中学生健康

成长ꎮ (下转第 １３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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