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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安徽省４县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的
学校相关因素研究
邢秀雅陶芳标郝加虎许韶君

苏普玉黄朝辉

目的分析青少年学习成绩不良、校园欺凌、低学校满意度及学校意识与自杀未遂的关

【摘要】

联强度，为促进学校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以安徽省４县１６所非示范中学１０ ８９４名１０—２１岁青

少年为研究对象，按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调查自杀未遂、校园欺凌、自评学习成绩ｆ青况。以过去一年至
少１次实施过自杀行为但未致死亡界定为有自杀未遂。分别使用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ＭｓＬｓｓ）一
学校满意度分量表、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ＪＬ童自我意识量表一学校意识分量表，评定青少年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
我意识。结果中学生自杀未遂的报告率为５．８％；不同学习成绩及不同校园欺凌行为中学生自杀未
遂报告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习成绩不良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高于学习成绩良好者（）Ｃ２＝
１１．３９，Ｐ＝０．０２３）；施暴与受暴行为共存的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高于仅有受暴（２８．７％船．１５．８％，Ｐ＜
０．０００、施暴（２８．７％ＤＳ．１０．６％，Ｐ＜０．００１）行为或无欺凌行为（２８．７％ＶＳ．４．８％，Ｐ＜０．００１）的中学生；以
青少年和父母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为控制变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校园欺凌、学校满意
度低和学校意识低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青少年自杀未遂与校园欺凌和学校意识密切
相关，应根据中学生自杀未遂的校园危险因素采取必要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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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已经成为１５～１９岁青少年死亡的三大重

评分为上、中上、中、中下、下等５个等级。

要原因之一，是２０岁以上青年死亡的首要原因”】。

（２）健康相关行为问卷：自杀未遂、校园欺凌问

而自杀未遂是自杀死亡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早期发

卷及其项目均来自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少年

现和干预自杀未遂对于预防青少年自杀有重要意

危险行为监测系统（Ｙｏｕｔｈ

义。自杀危险因素涉及社会、生物、遗传、人际关系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ＹＲＢＳＳ）‘１ ２１。

以及同伴集体活动等因素。Ｐｅｌｋｏｎｅｎ和Ｍａｒｔｔｕｎｅｎｔ２１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３）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ＭＳＬＳｓ）一学校满意

指出，青少年自杀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中学校问题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是重要因素。而在学校相关因素中，校园欺凌行为

度分量表【１３，：该量表由家庭、朋友、学校、家庭居所、

一方面作为健康危害行为与自杀未遂并存，另一方

自我５个分量表构成，每个分量表代表一个生活领

面又是青少年自杀未遂的重要诱因。校园欺凌行为

域。其中学校分量表（８个项目）代表学校满意度，

在很多国家都很常见，美国纽约９～１２年级中学生

在“十分不同意至十分同意”之间按１～６级计分，其

中有９％经常被别人欺辱、１３％则经常欺辱别人ｐ１。

中有３个反向计分题目。得分越高，代表满意程度

南非¨１、韩国瞪１和土耳其陋１学校卷入校园欺凌事件的

越高。以１０ ８９４名中学生调查结果计算四分位数，

中学生则分别高达３６．３％、４０．１％和４０．６％。研究显

以第２５、７５百分位数为划界值，将学校满意度评分

示口，７１，有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其自杀未遂发生的

划为低（Ｐ：；以下）、中（Ｐ：，一Ｐ，；）、高（Ｐ，，以上）３个等

风险明显增加。然而很多研究未将校园欺凌行为进

级。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

行分组，仅以欺凌行为发生与否为研究变量，不能对

（４）ＪＬ童自我意识量表一学校意识分量表ｎ５，：采

不同欺凌行为进行比较［７－９］。另外，自杀未遂青少年

用Ｐｉｅｒｓ．Ｈａｒｒｉｓ儿童自我意识量表（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多存在成绩不良、生活满意度低和自我意识低等现

Ｃｏｎｃｅｐｔ

象ｕ ｏ，“，。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校园欺凌、成绩不良和

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６个分量

学校生活满意度等学校相关因素与青少年自杀未遂

表构成，其中学校意识分量表（１７个项目）代表自我

关联的研究多集中在简单的描述上，未进行危险因

在校表现等方面的评价，回答“是”和“否”者分别记

素的探讨，并且亦未见对自杀未遂专门进行学校相

１分和０分，其中有５个反向计分题目。得分高表明

关因素研究的报道。为此，本项研究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青少年在校表现好。按原量表规定，以１０ ８９４名中

在受试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以无记名方式进行调

学生调查结果计算第３０和第７０百分位数，将学校意

查，在描述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同时，分析

识划分为低（Ｐ，。以下）、正常（Ｐ，。～Ｐ，。）、高（Ｐ，。以上）３

学校相关因素与自杀未遂的关联强度，以指导学校

个等级。

健康教育的实践和心理干预。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方便抽取安徽省睢溪、萧县、郎溪、阜南
４个县共１６所中学。每所中学分别在初一至高三年

Ｓｅｌｆ

Ｓｃａｌｅ）。该量表由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

３．相关定义：
（１）自杀未遂：指最近１年以来，采取过如自缢、
喝毒药、投河、割腕或者其他方式的自杀行动，但未
导致自杀死亡。本课题组对１０８名初三年级学生间
隔１周进行重测，报告自杀未遂的一致率为１００％。

级各选１。２个班级，收回有效问卷１０ ８９４份。其中

（２）校园欺凌：以最近１个月内至少一次“在校

男生５６９５名（５２．３％），女生５１９９名（４７．７％）；年龄范

园内外被同学打或受到刀、棍等威胁、伤害，但未打

围１３～２０岁，平均（１５．４±２．０）岁；初中４ ６５４名

同学或未用刀、棍等威胁、伤害同学”界定为受暴

（４２．７％），高中６２４０名（５７．３％），其中初一、初二、初

（ｖｉｃｔｉｍ）；“在校园内外打同学或用刀、棍等威胁、伤

三、高一、高二和高三年级学生分别为１８４１名

害同学，但未被同学打或未受到刀、棍等威胁、伤害”

（１６．９％）、１５５３名（１４．３％）、１２６０名（１１．６％）、１７２０

界定为施暴（ｂｕｌｌｙ）；“受暴和施暴同时存在”界定为

名（１５．８％）、３７６９名（３４．６％）和７５１名（６．９％）。

受暴一施暴（ｂｕｌｌｙ—ｖｉｃｔｉｍ）；受暴、施暴、受暴一施暴统

２．调查工具：

称为校园欺凌行为（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ｉｎｖｏｌｖｅｄ），无上述三种

（１）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包括性别、年龄、

欺凌行为的同学界定为无校园欺凌行为

年级、户口（农村、镇县、市及市郊）、父亲文化程度、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ｎｏ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父亲是否在外工作或打工、母亲文化程度、母亲是否

４．调查方法：对调查者进行技术培训，统一方法

在外工作或打工、家庭经济状况等。学习成绩按自

和指导语。在学校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由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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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发放调查问卷，说明研究目的，遵循自愿调查和

表１安徽省４县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
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比较

匿名原则，研究对象可不参加调查，也可中途任何时
候退出调查不受惩罚，但鼓励参加者逐项、完整地填
写调查问卷。填写时班主任不在场，问卷填好后立

人ＩＺｌ统计学特征
性别
年级

即上交调查员。当场收回答卷后，进行核查，剔除填
写不完整（１５６份）和逻辑错误（１３３份）的答卷。
５．统计学分析：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

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ＳＰＳＳ）１３．０版本进行
统计分析。描述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率；用Ｚ检验
分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学校相关因素与自杀未
遂的关系；分别以自评学习成绩、校园欺凌行为、学
校满意度、学校意识为自变量对自杀未遂进行单因
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再控制年级、户口、家庭
经济、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等社会人口统计

５６９５

女
初一
初二
初三

５１９９

关因素同时引入做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多因素

１５５３
１２６０

高一

１７２０

高二

３７６９

高ｊ＝

７５１

自杀未遂

ｆ值Ｐ值

１．８７
３４６（６．１１
２８４（５．５１
１１１（６．Ｏ）３８．０３

０．８７ｌ

＜０．００１

１０９（７．０）
９７（７．７、
１２１（７．０）
１５６（４．１）
３６（４．８）
１１３（４．６）２２．３５

＜ｏ．００１

２８３（５．４）
１９８（７．３）
３６（７．５１
２３３（４．８１

２０．６５

＜０．００１

２４３（６．０）

１１８（７．８）
３６（７．１１

２３（１０．５）１８．４１

ｏ．００１

１１７（７．２１

７１４７

３８１（５．３）

１４８７
中下等
下等４１７

８９（６．０）
２０（４．８１

中等

制以上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同时，将以上学校相

１８４１

２４６４
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５２４７
高中专及以上
２７０６
不知道４７７
母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４８１４
初中４０５０
１５２１
高中专及以上
５０９
不知道
２２０
家庭经济状况上等
中上等
１６２３

学变量，分别对以上学校相关因素做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１）；最后，控

人数

男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报告率（％）

表２

安徽省４县农村中学生不同学校因素
自杀未遂报告率比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２）。以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均采用逐步向前法中的ＬＲ法，自变量纳入模型
的标准ｏｒ＝０．０５，剔除标准ＪＢ＝ｏ．１０。观察社会人口
特征变量、学校相关因素对自杀未遂的影响效应。
结

果

１．自杀未遂行为发生晴况：有５．８％（６３０／１０ ８９４）
的青少年报告最近１年有过自杀未遂行为；自杀未
遂次数为１次、２。３次、４次及以上的报告率分别为
４．８％（５２８／１０ ８９４）、０．６％（６３／１０ ８９４）和０．４％（３９／
１０

８９４）。自杀未遂后果中，被人发现后送医院抢

救、被人发现后制止、自杀过程中后晦而自动停止以
及因其他原因中途停止的比例分别为１４．６％（９２／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报告率（％）

６３０）、１０．２％（６４／６３０）、３１．２％（１９７／６３０）和４４．０％

与下等、中等与下等学习成绩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

（２７７／６３０）。

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值分别为１１．３４、５．１７，Ｐ

２．自杀未遂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比较：分别

值分别为０．００１、０．０２３），其余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

对不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青少年最近１年自杀未

学意义。不同校园欺凌行为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

遂行为进行ｆ检验。结果表明（表１），不同年级、父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校园欺凌行为

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自杀未遂

两两比较显示，有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自杀未遂

行为报告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ｏ．０５）；不

报告率均远远高于无校园欺凌行为的中学生，差异

同性别、父亲是否外出打工、母亲是否外出打工青少

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受暴与施暴中学生自

年自杀未遂行为报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值

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００，Ｐ＝

均＞０．０５）。

０．０８３）；受暴一施暴与受暴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

３．自杀未遂报告率的不同学校因素比较：由表２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ｚ２＝１２．６７，Ｐ＜０．００１）；受

可见，不同学习成绩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

暴一施暴与施暴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有显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两比较显示，中上等

著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１．７４，Ｐ＜０．００１）。由此可以看

虫堡逾堑痘堂盘查２Ｑ鲤生！旦筮３Ｑ鲞筮！翅￡ｈ也！旦坠ｉ盘垫ｉＱ！，』趔§碰２ＱＱ！：№！：３Ｑ：ＭＱ：！
出，受暴与施暴共存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自杀未遂

未遂行为的报告率为５．８％（相比美国、韩国和马来

行为。不同等级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青少年

西亚过去一年有自杀未遂行为青少年的报告率分别

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

为６。９％、６。Ｏ％和４。６％ｔ坫。８１）。然而其中应考虑到产生

均＜ｏ．０５），低学校满意度和低学校自我意识青少年

这些差异的原因，如不同的人种及研究对象均可造

自杀未遂报告率较高。不同学校满意度两两比较显

成差异。一项来自马来西亚的横断面调查表明”８１，

示，低满意度与高满意度、低满意度与中满意度、中

与中国和印度裔青少年相比，马来西亚裔青少年自

满意度与高满意度中学生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均

杀未遂报告率最低；韩国Ｋｉｍ０７］研究则指出，在校青

有统计学意义（磐值分别为２６．７５、１５．５１、６．１４，Ｐ值分

少年和非在校青少年自杀未遂的报告率存在明显差

别为＜０．００１、＜Ｏ．００１、０．０１３）。不同学校自我意识两两

异，失学青少年（１９．ｏ％）远高于在校青少年（６。Ｏ％）。

比较显示，低自我意识与高自我意识、低自我意识与

与国内研究相比，近１０年青少年自杀未遂报告

中自我意识、中自我意识与高自我意识中学生自杀

率约为２．６％～４．０％ｔ１９抛］，本研究高于国内同类研究

未遂报告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ｃ２值分别为

结果。另外，本研究未发现自杀未遂存在性别差异，

２６．４１、１１．５７、７．７１，Ｐ值分别为＜ｏ．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５），因

与王皓翔等【２１１报道一致，但与张志群和郭兰婷口２，报

此随着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的降低，中学生

道不一致，可能与抽样有关。
２．校园欺凌行为与自杀未遂关系密切。本研究

自杀未遂报告率愈高。
４．自杀未遂的学校相关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欺凌行为分组后，发现受暴、施暴、受暴一施暴是自

结果表明（表３），在三种模型中，校园欺凌行为、学

杀未遂发生的强危险因素。其在自杀未遂检出率的

校满意度低及学校意识低均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

分布分别为１５．６％、１０．５％和２８．９％。受暴和施暴行

因素。在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

为共存的青少年比仅有受暴或施暴行为的青少年更

型１，学习成绩不良是自杀未遂发生的危险因素；但

容易发生自杀未遂。研究显示【６］，卷入校园欺凌的青

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２，学习成绩未进入

少年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这些学生难

最后模型。

以与同伴建立良好关系，成为老师和家长眼中的问
讨

题学生，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关怀和帮助，一部分青少

论

年容易产生对学校和社会不满的情绪，进一步促使

１．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现象不容乐观。调查结

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另一部分则会出现自卑、低

果显示，安徽省４县农村中学生过去一年内有自杀

落的心态，害怕去学校，在学校无安全感或者不快

表３安徽省４县农村中学生自杀未遂学校相关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自评学习成绩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Ｗａｌｄｘ２值Ｄ尺值（９５％ＣＩ）
１１．２７。

上等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１
Ｗａｌｄｘ２值

０Ｒ值（９５％Ｃ１）

１６．５９６
１．ｏｏ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２
Ｗａｌ呶。值

ＯＲ值（９５％Ｃ１）

一
１．００

一

中上等

１．４０

０．８ｌ（Ｏ．５６～１．１５）

Ｏ．２７

Ｏ．９１（０．６３～１’３１）

一

一

中等

Ｏ．００

０．９９（０．７１～１．３８）

０．９５

Ｉ．１９（０．８４～１．６７）

一

一

中下等

Ｏ．０１

１．０１（０．７１～１．４４）

０．９９

１．２０（０．８４～１．７４）

一

一

下等

２．３８

１．３７（０．９２～２．０４）

６．６８４

１．７２（１．１４～２．５９）

一

一

校园欺凌

２８２．３０。

２５４．８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８．１仃

３．７３（２．５７～５．４２）４４．２０。

３．６０（２．４７—５．２６）

１９．４ｆｆ

２．３７（１．６１～３．４３）

１３．９４‘

２．１１（１．４３～３．１１）

无
受暴
施暴
受暴一施暴
学校满意度

２４２．８３。

８．１７（６．２８～１０．６５）

２９．５４。

高

２２２．７２‘

２３１．９０。

７．８６（６．００—１０．３１）

３５．１８。
１．ｏｏ

１．００
３９．５８。

３．３８（２．３１～４．９５）

１１．６３６

１．９８（１．３４～２．９３）

２０４．２２。

７．３５（５．５９—９．６７）

ｌＯ．７ｌ

６

１．００

１．００

中

６．０９４

１．３５（１．０６一１．７１）

１１．３０６

１．５２（１．１９～１．９３）

４．０２。

１．２９（１．１９～２．０５）

低

２５．９４。

１．９３（１．５０～２．４９）

３３．３２。

２．１４（１．６５～２．７８）

１０．３８６

１．５６（１．０１～１．６５）

学校意识

３７．５４。

２７．５酽

高

２０．８Ｆ
１．ｏｏ

１．００

中

７．６５６

１．４０（１．１０～１．７７）

１１．２４６

１．５ｌ（１．１９～１．９２）

５．６２。

１．３５（１．０５—１．７３）

低

２５．６５。

１．９０（１．４８～２．４３）

３５．２７。

２．１７（１．６８～２．８０）

１９．１９。

１．８２（１．３９—２．３８）

注：中＜Ｏ．０５，中＜Ｏ．０１，中＜Ｏ．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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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从而造成轻生等过激行为的发生。另外，有证据

２００７，１２０（３）：６６９—６７６．

［２］ＰｅｌｋｏｎｏｎＭ，ＭａａｎｍｅｎＭ．ａ坷ｄ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ｃｐｉｄｅｒｎｉｏｌｏｇｙ，

表明∞，，青少年自杀未遂经常出现于应激和挫折，尤
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后。校园欺凌属于生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Ｄｒｕｇｓ，２００３，

【３ ｊ Ｂｒｕｎｓｔｅｉｎ ＫＡ，Ｍａｒｒｏｃｃｏ Ｆ，Ｋ１ｅｉｎｎｌ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ａ１．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Ａｍ

Ａｃａｄ

Ｃｈｉｌ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０７．４６（１）：４０－４９．

［４］ＬｉａｎｇＨ，ＦｌｉｓｈｅｒＡＪ，ＬｏｍｂａｒｄＣＪ．Ｂｕｌｌｙｉｎｇ，ｖｉｏ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不良生活事件时，解决或逃避与不良生活事件有关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ｃｂ００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Ｎｅｇｌ，２００７，３１

（２）：１６１—１７１．

的应激倾向。

［５］Ｋｉｍ ＹＳ，Ｋｏｈ

为相关。已有研究指出口嘲，学生的学校满意度水平
较其他生活领域满意度要低，对学校生活的不满意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７

Ｙ。Ｏｐｇｒ撕ｏ
ｒｉｓｋ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

致自杀行为，企图逃避现实。

１１

［１２

ＭＳ，Ｋｏｅｓｋｅ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ｔｙ

Ｒｕｔｔｅｒ

满意度及学校意识是降低青少年自杀未遂发生风险假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Ｆ，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

Ａ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ｕＵｙｊＩｌｇ，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ｌｐｐｏｒｔ

ａｍｏｎｇｇａｙｍａｌｅｙｏｕｔｈ．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６，３８（５）：

Ｋｏｌｂｅ

Ｂｅｈｒｅｎｄｔ Ａ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Ａ，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ｒｉｓｋ：

ｆｏｕ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３９（１５４）：２９５—３０２．

ＬＪ，Ｋａｒｍ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Ｌ，Ｃｏｌｌｉｎｓ儿．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Ｓｙｓｔｅｍ．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ｐ，１９９３，１０８

Ｓｕｐｐｌ １：Ｓ２—１０．

１３］Ｈｕｅｂｎｅｒ ＥＳ．Ｍａｎｕａｌ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２００１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ＥＢ／ＯＬｊ．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ｓｙｃｈ．ｓｃ．ｅｄｕ／

ｐｄｆｄｏｃｓ／ｈｕｅｂｓｌｓｓｍａｎｕａｌ．ｄｏｅ．

［１４］田丽丽，刘旺．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的初步测试报
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５，１９（５）：３０１—３０３．
［１５］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１９９９：３０８—３１０．
１６］ＥａｔｏｎＤＫ，ＫａｎｎＬ，ＫｉｎｃｈｅｎＳ，ｅｔａｌ．Ｙｏｕｔｈ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４．本研究中存在缺陷。由于系横断面研究，因果

关联不能证实，只能作为减少校园欺凌发生，提高学校

ａｎｄ

６２１—６２３．

阶段，自我意识发展尤为迅速，青少年学校意识低则
低的状态，容易产生悲观、抑郁等不良情绪，最终导

Ｓｏｃ

［１０］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ＡＳ，Ｂｅｒｇｅｎ ＨＡ，Ｍａｒｔｉｎ Ｇ，ｅｔ ａ１．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ａｃａｃｌ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ｒｃ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Ｒｅｓ，２００５，９（２）：１６３—１７６．

由于生活满意度与抑郁、应对方式等存在关联口”。

反映了学校生活的压抑和压力，长时间处于意识较

Ｊａｐ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２００５，１１５（２）：

ｏｆ ｇｅｎｄｃ卜ｒｏｌｅ ｎｏ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另外，自我意识与心理健康有密切关系。在青少年

ｕｒｂａｎ

ｉｎ

ｙｏｕｔｈ

３５７－３６３．

［９］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剂量反应关系。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学校满意度

性。学校生活满意度低与自杀未遂关系密切，可能

ａｍｏｎｇ

Ｋｉｍ ＹＳ，Ｋｏｈ ＹＪ，Ｌｅｖｅｎｔｈａｌ Ｂ．Ｓｃｈｏｏ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

Ｄ。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Ｍ，ｅｔ ａ１．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ｓ１１ｉｃｉｄ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ｓｙｃｈｉａ仃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８，４３（９）：７５２—７５７．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是生活满意度较高个体的３．０２倍，并且这一关联呈

度作为研究变量，但仍然与本研究有较高的可比

Ｈｉｄａｋ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预测效应，芬兰一项长达２０年的队列研究表明””，初

般生活满意度，因此虽然已有的研究多将生活满意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Ｔｕｒｋｅｙ．Ｅｕｒ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２００７．１６６（１２）：１２５３—１２６０．

８

是生活满意度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其水平要低于一

Ｍｅｄ，

［６］Ａｌｉｋａｓｉｆｏｇｌｕ Ｍ，Ｅｒｇｉｎｏｚ Ｅ，Ｅｒｃａｎ Ｏ，ｅｔ ａ１．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ｒｖｅｙ

现象。生活满意度低对自杀发生的风险具有长期的
始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个体，２０年间自杀发生的风险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２００４。１５８（８）：７３７—７４１．

可导致中学生各种不良行为。本研究发现有自杀未

遂行为的青少年存在学校满意度低和学校意识低的

ＹＪ，Ｌｅｖｅｎｔｈａｌ ＢＬ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ｃｈ Ｐｅｄｉａ仃Ａｄｏｌｅｓｃ

３．青少年学校满意度及学校意识与自杀未遂行

，

ｔｏ

５（４）：２４３—２６５．

活事件的一种，卷人校园欺凌行为的青少年更易发
生自杀未遂，可能反映了青少年面对校园欺凌这种

·２５·

Ｕｎｉｔｅｄ
１７

Ｓｔａｔｅｓ．ＭＭＷ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 Ｓｕｍｍ，２００８，５７（４）：１—１３１＿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Ｈｕｍ Ｄｅｖ，２００８，３９（３）：２２１－２３５．

Ｃｈｉｌ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１８

ａｍｏｎｇ Ｋｏｒｅａｎ

Ｋｉｍ ＨＳ．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ＬＫ，Ｗｏｎｇ ＫＣ，ｅｔ ａ１．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ｒｖｅｙ．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５，３７（４）：３３７．
Ｃｈｅｎ ＰＣ，Ｌｅｅ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说的第一步。本研究建立在自我报告的信息基础之
上，虽然可消除父母和老师在场的干扰，但可能存在着
报告偏倚。同时，数据收集时研究对象的情绪状态可
能会影响到其对学校满意度和学校自我意识的认知。

５。本研究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启示。
学校应该作为预防青少年自杀及校园欺凌的重要干
预场所。一方面要净化校园环境，防止校园欺凌的

发生；另一方面与欺凌行为有关的青少年应作为重
点干预对象；尤为重要的是，学校心理卫生工作及学
生教育者更应该关注这部分学生，重点放在如何创
造一些有效的方法来帮助这类学生，而不能简单地
把他们当作问题学生对待甚至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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