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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掌握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与心理弹性的关系ꎬ为少数民族特殊群体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理

论支持ꎮ 方法　 随机选取乌鲁木齐 ２ 所高校 １ １５４ 名维吾尔族贫困学生ꎬ同时选取同年级、性别、生源地 １ ０９８ 名非贫困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心理健康状况自评量表及成人心理弹性量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新疆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

检出率为 １５.４２％(１７８ / １ １５４)ꎬ非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１０.５６％(１１６ / １ ０９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０.０２ꎬＰ<
０.０１)ꎻ贫困男生和女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非贫困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９４ꎬ６.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
维吾尔族贫困学生心理弹性总分为(５.１１± ０.９５)分ꎬ非贫困学生得分为( ５.０３± ０.９９)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１２ꎬＰ<
０.０５)ꎮ 无论是否贫困大学生ꎬ心理弹性各维度及总分与自杀意念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疆维吾尔族贫困

大学生自杀意念较高ꎬ心理弹性较好ꎬ且两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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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高校中贫困大学生的人数占在校生总

人数的 ２６％ꎬ贫困大学生承受着来自家庭、就业、学
习、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１－２] ꎮ 因家庭经济较为

困难ꎬ导致这些学生不愿与人交往ꎬ长此以往对自身

心理带来一定影响[３－４] ꎮ 维吾尔族大学生是我国大学

生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ꎬ因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地域

条件等因素的影响ꎬ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人数比例较

高ꎬ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边疆地区的发

展与稳定[５] ꎮ 本研究通过对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自

杀意念和心理弹性进行调查ꎬ旨在为维吾尔族贫困大

学生心理健康成长及干预提供理论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师范大学 ２ 所高

校学生处提供的贫困生名单ꎬ随机选取 １ ２００ 名维吾

尔族贫困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同时在同一班级随机

选取与贫困生同年龄、同性别、同生源地的相同数量

学生作为非贫困组ꎮ 调查后贫困组与非贫困生组分

别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１５４ꎬ１ ０９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９６.１７％ꎬ９１.５０％ꎮ 贫困组维吾尔族男生 ５９４ 名ꎬ女生

５６０ 名ꎻ大一年级学生 ３１２ 名ꎬ大二 ２５７ 名ꎬ大三 ２８４
名ꎬ大四 ３０１ 名ꎻ城市学生 １９６ 名ꎬ乡村学生 ９５８ 名ꎻ平

均年龄为(２０.１２±０.９８)岁ꎮ 非贫困组维吾尔族男生

５８６ 名ꎬ女生 ５１２ 名ꎻ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分别为 ３１０ꎬ
２５１ꎬ２７３ꎬ２６４ 名ꎻ城市学生 １９４ 名ꎬ乡村学生 ９０４ 名ꎻ
平均年龄为( ２０. １１ ± ０. ６３) 岁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ꎮ
１.２　 方法　 心理健康状况自评量表[６] 由 ９０ 个条目组

成ꎬ根据第 １５ 题ꎬ即“最近 １ 周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得

分情况判定有无自杀意念ꎻ≥２ 分判定为存在自杀意

念ꎬ１ 分则判定为无自杀意念ꎮ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效度ꎮ 成人心理弹性量表[７－８] 由 ３３ 个题目组成ꎬ分为

组织风格、自我效能、家庭凝聚力、社交能力、社会资

源 ５ 个维度ꎮ 根据选项分别记 １ ~ ７ 分ꎬ量表各维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５４ ~ ０.７４ꎬ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分析ꎮ 分析方法包括 ｔ 检验、
χ２ 检验、相关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自杀意念检出率　 新疆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与

非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分别为 １５. ４２％ꎬ
１０.５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贫困男生、女
生、乡村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非贫困学生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城市贫困生与非

贫困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大二、大三年级贫困与非贫困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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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维吾尔族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比较

组别
性别

男生 女生

生源地

乡村 城市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合计

贫困组 ９３(１５.６６) ８５(１５.１８) １５３(１５.９７) ２５(１２.７６) ５８(１８.５９) ３４(１３.２３) ３５(１２.３２) ５１(１６.９４) １７８(１５.４２)
非贫困组 ６４(１０.９２) ５２(１０.１７) ９７(１０.７３) １９(９.７９) ３７(１１.９４) ２４(９.５６) ２７(９.８９) ２８(１０.６１) １１６(１０.５６)
χ２ 值 ３.９４ ６.０３ ９.２３ ０.８７ ４.０８ １.７２ ０.７７ ４.０９ １０.０２
Ｐ 值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３６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９２ ０.３８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维吾尔族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得分比

较　 维吾尔族贫困学生心理弹性总分为(５.１１±０.９５)
分ꎬ非贫困学生为(５.０３±０.９９)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另外ꎬ在自我效能和家庭凝聚力方面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相关性分析　 维吾尔族贫

困与非贫困学生心理弹性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自杀

意念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维吾尔族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家庭凝聚力 社交能力 社会资源 总分
贫困 １ １５４ ４.９９±０.９３ ５.１５±１.１２ ５.０６±０.９１ ５.０４±１.０９ ５.３３±０.７１ ５.１１±０.９５
非贫困 １ ０９８ ４.９６±０.９２ ５.０２±１.０５ ４.８９±０.９４ ４.９５±１.０３ ５.３１±０.７３ ５.０３±０.９９
ｔ 值 ０.７５ ２.６６ ４.２１ １.８９ ０.７１ ２.１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３　 维吾尔族贫困与非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相关系数( ｒ 值)

组别 组织风格 自我效能 家庭凝聚力 社交能力 社会资源 心理弹性总分
贫困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２６
非贫困 －０.２６ －０.２７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２８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自杀是一个由意念产生到行动的复杂过程ꎬ期间

经历自杀意念的产生ꎬ再到制定具体自杀计划ꎬ最后

采取相应的自杀行为[９－１０] ꎮ 贫困大学生因受到家庭

经济条件的限制ꎬ极易造成心理上出现一系列问题ꎬ
严重者将产生自杀意念ꎬ甚至实施自杀行为[１１－１２] ꎮ 维

吾尔族贫困大学生一般生活在较为偏远地区ꎬ来到省

会大学读书后ꎬ受到语言、经济、学业等多方面压力的

影响更易产生心理问题ꎮ
调查显示ꎬ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

明显高于非贫困大学生ꎬ与巢传宣[１３] 的研究结果一

致ꎮ 因此ꎬ高校管理者应进一步关注贫困大学生尤其

是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做到及时发

现及时干预ꎬ确保学生健康成长ꎮ 本研究调查结果还

显示ꎬ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贫困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

均高于非贫困大学生ꎬ尤其是农村生源及大一、大四

年级学生ꎮ 吴燕等[１４]研究发现ꎬ贫困学生心理往往表

现出抑郁、逆反、较为敏感等方面ꎬ家庭贫困除给学生

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不利因素外ꎬ也进一步培养了贫

困学生的心理特质ꎬ具有更好的心理弹性ꎮ 本研究发

现ꎬ心理弹性较好的学生较少产生自杀意念ꎬ说明心

理弹性好的学生能够较好的及时调整自身心理状态ꎬ
消除自杀意念的产生ꎮ

当前针对如何更好的预防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

存在较大的学术争论ꎬ国外学者认为开设自杀预防课

程将会带来自杀行为的正常化ꎬ降低潜在的保护性禁

忌[１５] ꎮ Ｆｏｘ 等[１６]的研究显示ꎬ开设预防自杀课程的目

的性较为明显ꎬ既会带来积极影响ꎬ也会带来消极影

响ꎮ 瞿晓理[１７]研究发现ꎬ心理弹性训练能有效降低大

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ꎮ 因此ꎬ当前针对新疆高校有

效开展科学合理的心理弹性训练ꎬ将会对在校大学生

包括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及行

为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ꎮ
本研究显示ꎬ维吾尔族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较

好ꎬ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ꎬ贫困大

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受到的磨难较非贫困大学生多ꎬ
经历过多次的磨难后心理承受能力得到提高ꎬ心理弹

性相对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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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中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比较

郭玲茹１ꎬ许丽娟１ꎬ邱艳２ꎬ朱文娟１ꎬ李春玉１

１.延边大学护理学院ꎬ吉林 延吉 １３３０００ꎻ２.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奋进乡卫生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延边地区朝鲜族和汉族中学生健康素养状况和影响因素ꎬ为开展不同民族中学生健康教育和制

定相关干预措施提供参考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延吉市 ２ 所中学 ７９０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进行健康素养水平评估ꎮ
结果　 朝鲜族和汉族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在学习成绩、监护类型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汉族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

(２５.２％)高于朝鲜族( １８.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６７ꎬＰ< ０.０５)ꎮ 朝鲜族、汉族学生在“知道服药要遵从医嘱”
(３７.７％ꎬ４４.８％)ꎬ“不吃不洁、腐败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３６.６％ꎬ４３.３％)ꎬ朝鲜族学生在“火灾与地震发生时的逃生与

求助”(４３.８％)ꎬ汉族学生在“发生紧急情况ꎬ会拨打求助电话”(４６.０％)等问题上回答正确率最高ꎮ 健康素养各维度之间、
各维度与总健康素养得分之间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均>０.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朝鲜族和汉族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整体偏低ꎬ在实施健康素养干预时应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ꎬ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ꎬ切实提高中学生健康素养水平ꎮ
【关键词】 　 健康教育ꎻ回归分析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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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健康素养问题是一个越来越引人瞩目的

健康促进领域[１] ꎮ 我国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具备健康素

养比例为 ９.３９％[２] ꎬ青少年时期是健康素养培养和形

成的重要时期ꎬ其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

的健康相关态度和信念ꎬ对其成年以后健康收益有促

进作用ꎮ 有研究指出ꎬ低水平健康素养与烟草使用、
问题行为等危险行为、肥胖以及健康促进行为水平低

下有关[３] ꎮ 还有研究提出少数民族 / 种族人群是健康

素养研究的重点人群之一[４] ꎮ 有研究显示ꎬ健康素养

有民族差异ꎬ汉族高于朝鲜族[５] ꎮ 为明确不同民族青

少年健康素养干预的切入点及制定干预策略提供参

考依据ꎬ本研究在朝鲜族比较集中的吉林省延吉市进

行朝鲜族和汉族中学生健康素养现状调查ꎮ 现将调

查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以延吉市 １０ 所中学作为总

体ꎬ分别在 ５ 所朝鲜族学校和 ５ 所汉族学校中各随机

抽取 １ 所学校ꎬ再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延吉

市 ２ 所中学共计 ８００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排除漏填

项在 １０％以上的问卷ꎬ共纳入有效问卷 ７９０ 份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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