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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是目前高校心理健康工作

中极其重要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ꎮ 目前ꎬ关于自杀的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杀意念、自杀行为、自杀成因、
自杀风险评估、预警等级等[１] ꎮ 然而ꎬ如何找到影响

大学生自杀的关键因素ꎬ从而对有潜在自杀风险的大

学生进行有效预防与干预ꎬ进而降低自杀行为的发

生ꎬ是自杀研究的真正价值所在[２] ꎮ
影响自杀的因素可分为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

素 ２ 类ꎬ个体最终是否做出自杀行为是两者交互作用

的结果[３] ꎮ 以往关于自杀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

问题:一方面ꎬ较多关注自杀的风险性因素ꎮ 即使是

对自杀未遂者的研究也集中在人格特征、行为不良、
家庭环境等方面[４－５] ꎬ而对自杀未遂者最终放弃自杀

的保护性因素重视不足ꎮ 有研究显示ꎬ努力工作与成

就、宗教信仰等因素可能是大学生自杀的保护性因

素[６－７] ꎮ 另一项研究从认知风格、家庭背景、文化社会

和生活环境因素等 ４ 个方面总结概括自杀的保护因

素ꎬ虽能涵盖各方面ꎬ但未具体给出哪些因素是核心

的、重要的[８] ꎮ 另一方面ꎬ对自杀保护性因素的研究

多为量化研究ꎬ或通过正常群体来探讨自杀风险因

素ꎬ将自杀风险因素的降低定义为保护性因素ꎻ或针

对自杀未遂人群ꎬ将对自杀意念的阻止定义为保护性

因素[９] 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实施自杀而又自己终止

自杀的大学生展开质性访谈ꎬ深入探讨自杀的保护性

因素ꎬ以期为高校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做出有

益尝试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依据方便性和典型性取样方法ꎬ以某地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发生的 １１ 名自杀未遂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其中女生 ４ 名ꎬ男生 ７ 名ꎮ 年龄 １８ ~ ２７ 岁ꎮ 城市 ４
名ꎬ城镇 / 农村 ７ 名ꎻ独生子女 ５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６ 名ꎻ
研究生 ３ 名ꎬ本科生 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在大学生实施自杀行为后 ３ ~ ６ 个月内进

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ꎮ 本文的自杀保护性因素指

当事人在实施自杀的过程中ꎬ某一个或几个让其终止

实施自杀行为的因素ꎮ 自杀未遂指因个体改变正在

实施自杀的意图并决定寻求帮助而终止自杀行为ꎮ
提纲包含基本信息、事件经过、引起自杀原因、自杀时

主动终止原因、主要成长历程及与重要他人之间的关

系等ꎮ 选取 ２ 位学生进行预研究ꎬ在此基础上对提纲

进行修改并形成最终的访谈提纲ꎮ 正式开始时ꎬ由研

究者向学生介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ꎬ说明保密性ꎮ 访

谈之前ꎬ被访谈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访谈中对谈话

进行录音ꎬ访谈后将录音转为文本ꎬ对文本进行编码

和分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利用 ＮＶｉｖｏ ８.０ 软件进行文本处理和

理论建构ꎬ依据扎根理论[１０] 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ꎬ先
后进行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ꎬ并在此基础

上分析大学生自杀的保护性因素ꎮ

２　 结果

２.１　 开放编码　 用概念和范畴反映数据内容ꎬ并把数

据记录及抽样出来的概念打破、整合ꎮ 经过整理ꎬ最
终抽象出 １０２ 个概念和 １２ 个范畴ꎬ见表 １ꎮ
２.２　 主轴编码　 通过聚类分析ꎬ把第 １ 阶段发现的范

畴有机关联起来ꎬ确定其间类属关系ꎬ在此基础上进

行第 ２ 次编码ꎬ发展出主范畴和副范畴ꎮ 研究共得到

４ 个主范畴ꎬ分别是牵挂、在意、支持和关键事件解除ꎬ
见表 ２ꎮ
２.３　 选择编码 　 通过选择编码ꎬ围绕自杀保护性因

素ꎬ将牵挂、在意、支持、问题解除确定为影响大学生

自杀的保护性因素ꎮ 其中牵挂为内在感知到的对父

母或重要他人的联结ꎻ在意为感受到的父母或重要他

人对自己的联结ꎻ支持为父母或重要他人提供的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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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或精神层面的抚慰ꎻ问题解除是感受到重大压力

事件得到解除ꎬ让自己有了希望ꎮ 其中ꎬ牵挂是核心、
内在的ꎬ而在意、支持和关键事件解除是辅助的、外

在的ꎮ

２.４　 饱和度　 分析 １１ 名自杀未遂大学生ꎬ后又访谈 ２
名自杀未遂大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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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说明研

究数据达到饱和ꎮ

表 １　 自杀未遂大学生保护性因素分析开放编码

范畴 原始资料(节选)
舍不得父母 站在高层楼顶ꎬ给父母发短信“我对不起你们ꎬ我是个坏孩子ꎬ舍不得你们ꎬ来世报答”ꎮ

站在高层楼顶ꎬ给妈妈打电话“别来找我ꎬ让我走吧ꎬ没脸见你们”ꎮ
舍不得恋人 站在高层楼顶ꎬ给女友打电话“放不下你ꎬ放不下这段感情ꎮ”
孝敬其他重要他人 写了遗书ꎬ提到不能孝敬爷爷奶奶、姑姑等ꎬ觉得对不起他们ꎮ
及时发现 家长发现孩子有异常ꎬ报告学校ꎮ
朋友关心 发朋友圈ꎬ我要离开一下ꎮ 朋友发现ꎬ报告老师ꎮ
同学关心 离开 １ 天ꎬ同学寻找ꎬ发现喝酒ꎬ及时救回ꎮ
导师(老师)关心 自己在非常想死的时候ꎬ突然接到导师电话ꎬ让自己不要着急论文的事情ꎬ突然不那么痛苦了ꎮ
有可能完成学业 导师说ꎬ论文修改一下ꎬ可以答辩ꎮ
解决实际问题 当时接到辅导员电话ꎬ退学可以暂缓了ꎮ
获得物质帮助 赌球欠下巨资ꎬ父母说能帮忙偿还ꎮ
获得学业帮助 毕业论文写不下去了ꎬ眼看要毕不了业ꎬ就想去死算了ꎮ 但正在这个时刻ꎬ同学打电话ꎬ说可以帮我ꎮ
获得心理支持 很可能要延期毕业ꎬ特别难受ꎬ父母说没关系ꎬ无论遇到什么坎都会和我一起扛ꎬ心里特别温暖ꎮ

表 ２　 自杀未遂大学生保护性因素分析主轴编码

主范畴 对应范畴 内涵

牵挂 舍不得父母

舍不得恋人

孝敬其他重要

他人

个体在实施自杀行为的最后时刻ꎬ主动终止自杀行为ꎮ 个体往往在该时刻想起或回忆起自己对父母或重要

他人的爱和未完成的心愿等ꎬ这些情感上的联结使个案放弃自杀念头ꎬ主动终止自杀行为ꎮ 牵挂是主动的ꎮ

在意 及时发现

朋友关心

同学关心

导师( 老师) 关

心

个体在实施自杀行为的最后时刻ꎬ接收到朋友、同学、家长的电话、短信等ꎬ感受到有人关心、关注自己ꎬ是一

种情感联结ꎬ对自己的生死很重视ꎬ其他人希望自己能够活下来ꎬ这些及时的关心使得个案放弃自杀念头ꎬ
主动终止自杀行为ꎮ 在意是被动的ꎮ

支持 获得物质帮助

获得学业帮助

获得心理支持

个体在实施自杀行为的最后时刻ꎬ接收到来自重要他人的帮助ꎬ这些帮助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ꎬ这些支持都

构成个体成功完成未完成事件的资源ꎬ使得个体放弃自杀念头ꎬ主动终止自杀行为ꎮ

关键事件解除 完成学业

解决实际问题

个体在实施自杀行为的最后时刻ꎬ对引起自杀诱因的关键事件ꎬ感受到有能力、有机会完成ꎬ压力得到缓解ꎮ

３　 讨论

预防大学生自杀ꎬ不仅要降低风险性因素ꎬ更重

要的是增加个体的保护性因素[２] ꎮ 本研究以实施自

杀行为的最后时刻ꎬ主动终止自杀行为的大学生为被

试进行质性研究ꎬ以期探索大学生自杀的重要保护性

因素ꎮ 研究发现ꎬ终止自杀行为最关键的因素可概括

为牵挂、在意、支持和关键事件解除ꎮ 这 ４ 个因素成为

在危机时刻停止或阻止自杀的非常有利因素ꎮ 进一

步归纳ꎬ可以将牵挂归为个体的内在资源ꎬ将在意、支
持和关键事件解除归为来自外界的资源ꎮ

首先ꎬ对重要他人的牵挂是大学生自杀的重要保

护性因素ꎮ 牵挂意味着个体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亲密

度较高ꎬ关系质量和生存理由均较高ꎮ 前人研究发

现ꎬ家庭亲密度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结度ꎬ相互理

解、互相关心的程度ꎬ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心和温暖

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１１] ꎬ良好的家庭功能是自杀

意念和自杀行为的保护性因素[１１－１３] ꎬ自杀未遂者的家

庭亲密度及家庭适应性均低于无自杀未遂者[１４] ꎮ 生

存理由与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存在负相关[１５－１６] ꎬ个体

的生存理由得分越高ꎬ出现抑郁、绝望和自杀风险可

能性越小[１６－１７] ꎮ 且在抑郁、绝望等危险性因素产生

后ꎬ生存理由可以调节和减缓危险性因素对自杀的消

极影响[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牵挂对象不仅是父母ꎬ还包

括自己认定的生命中的重要他人ꎮ 这也拓展了自杀

保护性因素的范畴ꎬ与重要他人之间较高的关系亲密

度和生存理由有助于满足个体的归属感ꎬ并削弱或消

除个体感知到的累赘感[１９] ꎬ降低自杀风险ꎮ
其次ꎬ关键事件解除对缓解或降低个体自杀风险

起到重大作用ꎮ 关键事件解除能够给个体带来希望

感ꎬ而希望作为一种重要的内部应对资源ꎬ可以有效

缓冲应急刺激给个体带来的紧张、焦虑感ꎬ调节负性

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２０] 、抑郁与自杀意念[２１] 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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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２２－２３] ꎮ 本研究发现ꎬ
关键事件解除的主要功能是给处于危机中的个体带

来希望感ꎬ但与希望的含义有所不同:希望指个体内

在、自发地对未来的看法与注意ꎬ目标是让事情变得

更好ꎬ能够带来幸福感[２４] ꎮ 而在本研究中ꎬ个体在重

压之下ꎬ并不是自发升起的对未来的希望发挥关键作

用ꎬ而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得到解决对个体发挥重要的

保护性作用ꎬ与希望类似ꎬ但还没有上升到对未来的

憧憬和胜任力ꎬ是外界的作用而非个体内在的力量ꎮ
关键事件解除与应对也是有区别的ꎬ应对一般是积极

的面对ꎬ解决问题ꎬ本研究中个体还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付事件ꎬ只是关键事件被暂时解除ꎬ压力得到缓

解ꎬ重新燃起对未来的希望ꎮ
再次ꎬ来自他人的在意和支持意味着个体的社会

支持系统较强ꎬ也是自杀的重要防护因素ꎮ 大量研究

发现ꎬ社会支持可有效降低大学生的自杀风险[２５－２６] ꎮ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助于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ꎬ帮
助个体有效应对压力事件ꎬ减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

的发生ꎬ是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２７－２８] ꎮ 个体

在高应激下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应对方式ꎬ则
心理损害危险性可达 ４３.３％ꎬ是普通人群的 ２ 倍[２９] ꎮ
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ꎬ但本研究发现ꎬ自杀保护

性因素的支持和在意主要来自于核心或重要的个体ꎬ
如父母、导师、恋人ꎬ而非泛泛的支持ꎮ 在意和支持可

以给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间接的保护作用ꎬ缓解负

性生活事件等紧张刺激带来的焦虑感ꎬ并降低自杀风

险ꎮ 在意和支持是有区别的ꎬ在意是个体对他人的重

视而非漠视的感受ꎬ支持是个体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

持ꎬ二者类似但方向不同ꎮ 此外ꎬ支持和关键事件解

除是有区别ꎬ支持是缓解、力度小ꎬ关键事件解除是解

除、力度大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对生命中重要他人的牵挂、关

键事件的解除、来自他人的支持和感知到来自他人的

在意是自杀的关键保护性因素ꎮ 自杀预防不仅是自

杀意念、自杀行为出现之后非常重要的部分ꎬ更是在

生命教育早期需要关注和教育的ꎻ危机预防不仅是学

校的工作ꎬ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参与ꎬ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ꎬ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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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上海市随迁儿童健康意识与肥胖的相关性

杨茂林１ꎬ娄瑜２ꎬ宋永晶３ꎬ徐洪吕４ꎬ伍晓艳４ꎬ李玉强５

１.上饶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 幼儿体育与留守儿童健康研究中心ꎬ江西 ３３４００１ꎻ２.上饶市第四中学ꎻ

３.长江大学体育学院ꎻ４.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 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ꎻ

５.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 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随迁儿童健康意识与肥胖的关联ꎬ为随迁儿童健康干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选取上海市 ５ 所小学 ３ ８９４ 名 ７~ １３ 岁随迁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ꎬ分析其自

我健康意识与肥胖检出率的关联ꎮ 结果 　 男生肥胖率(１８.６％) 高于女生( １０.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７.５５ꎬＰ<
０.０１)ꎻ不同年龄间肥胖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０.０６ꎬＰ<０.０５)ꎮ 自我健康意识问卷的 ５ 个条目中ꎬ不同“自身健康

状况评价”“自身身体素质状况评价”和“日常生活疲劳感频率”儿童肥胖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７０ꎬ
８.１９ꎬ２４.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控制性别、年龄因素后ꎬ二元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日常生活疲劳感频率与肥胖检出

率呈正相关ꎬ≥４ 次 / 周和 １~ ３ 次 / 周感到疲劳的随迁儿童肥胖检出率是<１ 次 / 周感到疲劳者的 １.７７(９５％ＣＩ＝ １.３４ ~ ２.３５)
和 １.２８ 倍(９５％ＣＩ＝ １.０４~ １.５６)ꎮ 结论　 随迁儿童日常生活疲劳感频率与肥胖呈正相关ꎬ减少疲劳的发生有助于预防和控

制随迁儿童肥胖的发生ꎮ
【关键词】 　 意识ꎻ肥胖症ꎻ健康促进ꎻ回归分析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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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项目(１７ＴＹ１０)ꎻ江西

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ＪＣＪＧ－１６－１６－１３)ꎮ
【作者简介】 　 杨茂林(１９７９－　 )ꎬ男ꎬ江西赣州人ꎬ在读博士ꎬ讲师ꎬ主

要研究方向为不同人群体育、健康干预ꎮ
【通讯作者】 　 宋永晶ꎬＥ￣ｍａｉｌ:５３８０６９０２＠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３９

　 　 随着城市随迁儿童入学政策的开放ꎬ流动人口的

家庭化趋势日益显著ꎮ 据 ２０１７ 年教育数据统计显示ꎬ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数量为 １ ８９７.４５ 万人ꎬ近 ５ 年

增加了 ２８３.８６ 万人[１] ꎮ 随迁儿童面临“身份认同”的

不利处境ꎬ并衍生出一系列的心理及行为问题ꎬ影响

其身心健康发展[２－３] ꎮ 最近研究显示ꎬ随迁儿童肥胖

问题不断加剧[４－５] ꎮ 儿童期肥胖不仅会对其当前的身

体发育造成严重影响ꎬ而且还可能持续到成年期ꎬ增
加成年期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６－７] ꎮ 健康意识被认

为是预防和控制肥胖的重要因素[８] ꎬ并有助于个体增

强寻求健康信息及为各自健康承担责任的能力[９－１０] ꎮ

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随迁儿童健康意识的调查ꎬ探讨

其与肥胖发生的关联ꎬ并分析相关风险因素ꎬ为随迁

儿童肥胖预防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抽取上海市 ５ 所公立小学(远郊小学 ２ 所、近郊小

学 ２ 所、市区小学 １ 所) ７ ~ １３ 岁随迁儿童ꎬ排除身体

残疾、病理性肥胖后共 ３ ８９４ 名随迁儿童纳入调查ꎮ
其中男生 ２ ０２２ 名ꎬ女生 １ ８７２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０.１１±
１.５８)岁ꎮ 本研究中随迁儿童定义为户籍登记在外省

(区、市)、本省外县(区)ꎬ随务工父母到输入地的城

区、镇区共同生活 ０.５ 年以上并在校接受教育的适龄

儿童[１１] ꎮ
１.２　 方法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ꎮ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

查员说明调查目的和问卷填写的注意事项ꎬ并强调匿

名、保密和自愿参加的原则ꎮ 一般人口学信息由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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