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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方某省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的规律ꎬ为更好地做好高校大学生自杀预防、预警和危机干预工

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某省教育厅管理部门获取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的 １５１ 所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自杀已遂的案

例信息并进行统计ꎮ 结果　 南方某省高校大学生自杀已遂事件共 １９７ 起ꎬ大学生自杀率在(１.２８ ~ ２.１０) / １０ 万ꎬ２０１８ 年达

到最大值ꎻ本科院校自杀率高于职业院校ꎬ最高分别为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５６ / １０ 万和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４３ / １０ 万ꎻ研究生学历的自杀率

除 ２０１６ 年外一直高于本科生和大专生ꎻ男生的自杀人数(１１１ 人)高于女生(８６ 人)ꎻ自杀者所占比例排名前 ５ 的专业分别

是工学、理学、文学、管理学和艺术类ꎬ合计占 ７３.６１％ꎻ发生自杀事件最多的年级是大四ꎬ占所有自杀人数的 ２６.４０％ꎻ自杀

事件发生高峰在 １０ 月(１３.７１％)和 ３ 月(１１.６８％)ꎻ自杀方式选择比例处于前 ３ 位的是坠楼、自缢和溺水ꎬ合计占 ８２.７４％ꎬ
其中选择坠楼自杀的学生历年占比最高ꎻ自杀原因中精神 / 心理障碍占比最高ꎬ达到 ４８.７３％ꎮ 结论　 该省高校大学生自杀

率较低ꎬ但正逐渐上升ꎬ建议针对高校自杀高危因素加强预防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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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 ２０１６ 年«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

指导意见» [１]中有关加强个体危机干预和群体危机管

理ꎬ重视自杀预防的精神ꎬ本文基于收集的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南方某省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统计

信息进行分析ꎬ对加强和改善高校自杀危机预防、预
警和干预工作提出对策性建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根据南方某省现行管理体制ꎬ各学校

出现自杀案例后必须上报省教育厅管理部门ꎬ大学生

自杀信息统计由各校自行完成ꎬ符合知情同意原则ꎬ
全省数据来自各校上报数据ꎮ
１.２　 方法　 根据该省教育事业统计简报ꎬ研究者可以

获得不同年份、不同院校类型和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

人数[２－６] ꎬ采用国际上通用的“自杀率 ＝ 该群体自杀人

数 / 该群体人数×１００ ０００”的方法进行计算ꎬ但因无法

获取不同性别、年级、专业的学生人数分布数据ꎬ故无

法直接对变量进行分析比较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校学生自杀率变化总体趋势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中国南方某省高校发生学生自杀已遂

事件(不包括意外事故、自杀未遂等情况)共 １９７ 起ꎬ
各年度自杀人数分别为 ２４ꎬ２４ꎬ３２ꎬ４１ꎬ３２ꎬ４４ 人ꎬ自杀

率为(１.２８ ~ ２.１０) / １０ 万ꎬ总体呈上升趋势ꎮ 见图 １ꎮ
在发生自杀事件的院校中ꎬ本科院校发生 １５１ 起ꎬ各年

度分别为 １６ꎬ１９ꎬ２８ꎬ３０ꎬ２５ꎬ３２ 起ꎬ自杀率为( １. ５５ ~
２.５６) / １０ 万ꎬ２０１６ 年达到最高(２.５６ / １０ 万)ꎻ职业院

校发生 ４６ 起ꎬ各年度分别为 ８ꎬ５ꎬ４ꎬ１１ꎬ７ꎬ１２ 起ꎬ自杀

率为(０.４９ ~ １.４３) / １０ 万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最高(１.４３ / １０
万)ꎮ 两类院校的自杀率总体都呈逐步上升趋势ꎬ其
中本科院校自杀率高于职业院校ꎮ 按学历层次分类

统计ꎬ研究生发生自杀事件 １４ 起ꎬ本科学生 １３６ 起ꎬ专
科学生 ４７ 起ꎬ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自杀者的性别专业年级分布　 由图 ２ 可

见ꎬ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自杀率均呈上升趋势ꎬ其
中研究生的自杀率最高ꎬ其次是本科生和专科生ꎮ 自

杀的大学生中男性 １１１ 人ꎬ女性 ８６ 人ꎬ但男性和女性

的自杀比例差距逐年减小ꎮ 见图 ３ꎮ 按专业统计ꎬ自
杀者比例较高的专业分别是工学、理学、文学、管理学

和艺术类学生ꎬ合计占 ７３.６１％ꎮ １９７ 例大学生自杀事

件中ꎬ本科和专科生发生最多的是四年级学生ꎬ有 ５２
人ꎬ占所有自杀人数的 ２６.４０％ꎻ硕士生中ꎬ研一、研二、
研三学生自杀人数分别为 ５ꎬ４ꎬ３ 人ꎬ分别占 ２.５４％ꎬ
２.０３％和 １.５２％ꎻ博士生中ꎬ发生最多的是三年级学生

(３ 人ꎬ占 １.５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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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某省不同类型院校大学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自杀率变化情况

表 １　 某省不同学历层次大学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自杀人数分布

学历层次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研究生 ２ ２ ３ ０ ４ ３
本科生 １４ １７ ２６ ３１ ２１ ２７
专科生 ８ ５ ３ １１ ７ １３

图 ２　 某省不同学历大学生自杀率变化情况

图 ３　 某省不同性别大学生自杀率变化情况

２.３　 大学生自杀事件不同月份分布　 某省高校大学

生自杀事件发生高峰在 １０ 月和 ３ 月ꎬ其中 １０ 月发生

２７ 起ꎬ占全年自杀事件总数的 １３. ７１％ꎻ３ 月发生 ２３
起ꎬ占 １１.６８％ꎻ其次是 ５ 月和 １２ 月ꎬ均发生 ２０ 起ꎬ占
１０.１５％ꎻ最低的是春节寒假和暑假的 １ 月和 ８ 月ꎬ分
别为 ５ 和 ７ 起ꎬ占 ２.５４％和 ３.５５％ꎮ
２.４　 高校学生自杀方式和自杀主要原因分类　 按自

杀方式统计ꎬ从高到低排序ꎬ处于前 ３ 位的是坠楼、自
缢和溺水ꎬ共占 ８２.７４％ꎮ 其中大学生采取坠楼方式的

人数历年占比最高ꎬ而采取自缢、烧炭自杀方式的人

数占比逐渐上升ꎮ 按自杀主要原因分类统计ꎬ从高到

低排序占前 ３ 位的是精神 / 心理障碍 ( ９６ 人ꎬ 占

４８.７３％)ꎬ家庭关系紧张(１６ 人ꎬ占 ８.１２％)ꎬ学业与就

业问题(１２ 人ꎬ占 ６.０９％)ꎬ共占 ６２.９４％ꎻ其他原因(包

括酒后冲动、原因不明等)５６ 人ꎬ占 ２８.４３％ꎮ

３　 讨论

３.１　 高校大学生自杀率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报告显

示ꎬ南方某省高校大学生自杀率最低为 １.２８ / １０ 万ꎬ最
高为 ２.１０ / １０ 万ꎬ处于较低水平ꎮ 陈迪明[７] ２００６ 年所

调查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ꎬ两省高校学生自杀率最低为

１.１ / １０ 万ꎬ最高为 ３.７ / １０ 万ꎮ 吴才智等[８] 根据上海市

教委等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的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上海高

校学生自杀率约为(２.０ ~ ３.０) / １０ 万ꎮ 赵玉峰[９] 报告

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中国城市 ２０ ~ ２４ 岁青年自杀率为２.８８ /
１０ 万ꎮ 虽然本次调查中大学生自杀率处于较低水平ꎬ
但 ６ 年间的自杀率却呈现逐渐增长趋势ꎬ与其他学者

认为青年自杀率下降的判断有所不同[１０－１２] ꎮ 这些研

究结论的差异可能与数据采集的时间段不一、地域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等因素有关ꎮ
３.２　 高校大学生自杀高危者的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

示ꎬ罹患有精神 / 心理障碍的学生是自杀高危人群ꎮ
与 Ｇａｏ 等[１３] 在 ２０１６ 年通过问卷调查ꎬ对 ７３０ 名中国

大学生调研后获得的结论一致ꎻ秦碧勇等[１４－１５] 研究也

表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较高的自杀风险ꎮ
提示自杀与非理性思维、心理活动异常密切相关ꎮ 研

究还显示ꎬ研究生的自杀率最高ꎬ其次是本科生ꎬ专科

生相对较低ꎮ 与中国及世界多个研究报告显示的自

杀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规律一致[９] ꎮ 随学历层

次的上升也即意味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习、工作、家庭

等压力事件的增加ꎬ进而可能使得自杀意念增加[１６] ꎮ
结合该省同期统计年鉴ꎬ研究结果显示ꎬ虽然该省高

校在校学生女性人数占比稍高于男性[１７－２１] ꎬ但男性大

学生自杀率却高于女性ꎬ与刘肇瑞等[１０]研究者所得出

的结论一致ꎬ也与世界多个学者[２２－２６] 关于自杀性别差

异的规律相一致ꎮ 可能与男性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ꎬ
较女性更少的情感表达ꎬ及更多的冲动性行为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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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２７] 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基于各专业在学生总体中占

比不同这一校正因素ꎬ高校不同专业大学生的自杀率

显示出高低不同ꎬ其中理学、农学、历史学专业学生的

自杀比例较高ꎬ而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学生

的自杀比例较低ꎬ推测可能与不同专业的人文关怀、
专业教育和就业压力差异等因素有关ꎮ 本研究提示ꎬ
无论是本科生、专科生ꎬ还是硕士和博士生都显示出

高年级学生自杀率较高的现象ꎬ与寇毛蕊等[２２] 研究结

论一致ꎮ 推测与毕业考试、就业压力和面向走入社会

的多重焦虑有关ꎮ
３.３　 高校大学生自杀的时间分布和方式特点　 本研

究显示ꎬ开学和考试月为自杀事件发生的高峰期ꎬ提
示开学适应、考试和毕业期间产生的多重压力可能是

诱发自杀事件的高危因素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大学生采

取坠楼方式自杀的人数历年占比最高ꎬ一方面可能提

示自杀者容易采用无需额外的工具和致死性高的自

杀方式ꎬ另一方面也提示采用这种无法后悔方式自杀

者的自杀意愿十分强烈ꎮ
基于对高校大学生自杀主要原因和高危因素的

分析ꎬ就如何加强高校大学生自杀危机预警、预报和

干预工作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１)对孤僻内向ꎬ少言

寡语ꎬ长期情绪低落ꎬ消极厌世ꎬ兴趣降低ꎬ强烈的无

价值感、长期的睡眠障碍、躯体不适的大学生要及时

给予关注[２９] ꎬ建立健全的学生心理健康普查机制和个

性化心理档案ꎬ提高对精神障碍症状的早期识别能力

和精神疾病的群防水平ꎮ (２)加强高校综合改革ꎬ改
善安全措施ꎬ树立“预防第一”的思想ꎮ (３)加强家校

合作ꎬ提高对心理危机事件联防的工作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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