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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

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杨芳

高旭

李玲杨树星周菁
【摘要】

宋伟

彭红艳王备

目的分析武汉市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心理健康状况，为高危行为群

体艾滋病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应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一９０）测量目标人群，并结合心理访谈研究目标人群心理健康状况，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对数
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及ｔ检验。结果共测量１２０名大学生ＭＳＭ，其ＳＣＬ一９０测试的总均分为２．７３

（ｓ＝Ｏ．５１）；ＭＳＭ已公开性向比未公开者心理健康水平好（仁１７．３２５，Ｐ＜Ｏ．０１）；有稳定同性伴侣
的ＭＳＭ比无稳定同性伴侣者心理健康水平好（￡＝７．２８６，Ｐ＜Ｏ．０５）；接受相关心理辅导和参加相关
心理援助活动对改善ＭＳＭ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Ｆ＝３１．５４，Ｐ＜Ｏ．叭）。结论

大学生

ＭＳＭ普遍存在中等甚至严重的心理困扰，应开展相应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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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的ＨＩＶ感染率明显高于

活状况尤显重要。本研究运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

其他人群，成为艾滋病传染高危人群，也是传播的桥

表（ＳＣＬ一９０）筛查方式，并从是否公开性向（ｃｏｍｅ

梁人群…。以往大学生不被认为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但美国学者发现ＨＩＶ已在大学生中传播，其中９２％

３个维度分析大学生ＭＳＭ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ＭＳＭ［２］。我国也在大学生ＭＳＭ中发现ＨＩＶ感染

者［３１。因此关注大学生ＭＳＭ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

ｃｌｏｓｅｔ）、拥有固定性伴侣、接受过心理辅导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以武汉市某ＭＳＭ社区组织为主要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支持项目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７９武汉，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
中心（杨芳、李玲）；武汉弘智心理咨询中心（杨树星、周菁、高旭）；武
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宋伟、彭红艳）；武汉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王备）
通信作者：周菁，Ｅｍａｉｌ：ｈｏｎｇｚｈｉｅｄｕ＠１６３．ｃｏｍ

依托，在非公开情况下采取“滚雪球”方式获取１３２名
在校大学生ＭＳＭ，年龄１７—２６（平均２１．６７±１．３７）岁。

２．研究方法：在保证知情同意和自愿参与前提
下，本研究采用ＳＣＬ一９０对大学生ＭＳＭ进行匿名测
试，回收有效问卷１２０份，有效率为９０．９１％，并结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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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个案咨询、主题访谈和团体辅导获取信息资料。
３．统计学分析：问卷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

境和自身主观歧视与不认同。研究中分析了公开眭
向与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开Ｉ生向的样

行描述性统计，并通过ｔ检验及方差分析处理结果，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人群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未公开性向的人群。

结

果

其次在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道德规范下，不可能要

求每名ＭＳＭ尤其是男男同性恋均能公开性向，但至

１．基本情况：样本人群在是否公开性向、拥有固

少可以倡导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前提

定性伴侣、接受过心理辅导上均有不同表现（表１）。

下给予一个充分宽容和认可的环境，减少社会外在

表１

歧视与ＭＳＭ自身的主观歧视，协助确定性向，增进

１２０名大学生ＭＳＭ三个维度变量分布及心理健康状况
变量

维度频次篙。紫。瓣

ｚ值

Ｆ值

身份认同，促进其身心健康。针对本研究特定在校
大学生中的ＭＳＭ人群，建议教育部门应与卫生工作
者共同努力，在不违背传统性教育理念的环境下，在
该类人群中协助组建ＭＳＭ社团，并充分发挥社团力
量参与并推动各项健康活动，同时在高校内逐步开
展培训校内心理辅导员的师资队伍，共同协助和推

注：。Ｐ＜０．０１；６Ｐ＜０．０５；‘事后检验：从未参加＞正在参加，曾
经参加＞正在参加，从未参加＞曾经参加

动大学生ＭＳＭ人群的自我认同和健康促进。
本研究将过去半年有无固定性伴侣作为一个筛
选样本人群心理健康水平的维度。结果显示，有固

２．ＳＣＬ一９０量表筛查：

定性伴侣的样本人群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无固定

（１）样本概况：大学生ＭＳＭ的ＳＣＬ一９０测试总

性伴侣样本人群。结合研究者个案咨询和主题访谈

分为２．７３±０．５ｌ，普遍存在中等以上的心理困扰，

的资料，固定性伴侣对于大学生ＭＳＭ而言意味着感

有７３．３３％受试者得分Ｔ≥１６０（Ｔ＜１６０占２６．２７％；
１６０≤Ｔ＜２７０占６４．１６％；Ｔ≥２７０占９．１７％），有

情的专一、稳定和有安全感。而频繁更换性伴侣正
是性传播疾病高危行为之一。

８４．１７％的受试者出现至少一项阳性症状（因子得

本研究结果中８４．１７％的样本人群均处在中等

分≥２．０，其中≥３。０占４３．３３％，／＞４．０占６．６７％）。尤
其在人际敏感、躯体化、偏执、强迫、焦虑、抑郁等方
面的阳性症状更为明显（表２）。

甚至严重心理困扰水平，且人际敏感、躯体化、偏执、

表２

１２０名大学生ＭＳＭ的ＳＣＬ一９０因子得分

因子

因子

得分６±ｓ）

躯体化

３．２２－４－０．４８

敌对

１．８９±０．６１

强迫

２．６５±０．５９

恐怖

２．０７±Ｏ．３８

人际敏感

３．６７－ｔ－０．３２

偏执

２．９８±Ｏ．４１

抑郁

２．３９＋０．３５

精神病性

１．８９＋０．５３

焦虑

２．５３±Ｏ．５７

其他

１．９５±０．４４

得分６±ｓ）

（２）不同类别健康水平比较：分别采用ｔ检验在
是否公开性向和是否拥有固定性伴侣维度上，方差
分析是否接受过心理辅导维度上，对样本的心理健

康水平进行比较分析（表１）。结果表明已公开性向
的ＭＳＭ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高于未公开者（￡＝
１７．３２５，Ｐ＜０．０１）；有稳定同性伴侣的ＭＳＭ比无稳
定同性伴侣者心理健康水平较好，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ｆ＝７．２８６，Ｐ＜０．０５）；接受相关心理辅导和参加心
理援助活动对改善ＭＳＭ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影

心理问题又导致采用不正确的性安全措施、频繁更

换性伴侣等性传播疾病高危行为。因此，关注和帮
助ＭＳＭ应对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具有人文关怀的意
义，也是从根源上减少陛传播疾病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也表明，大学生ＭＳＭ不论曾经参加或正
在参加心理辅导，心理健康水平均显著高于从未接
受过心理辅导者。此结果意义重大，表明对该类人
群开展心理辅导工作有效和重要，也为开展艾滋病
高危行为干预展现了一个新途径。
（本研究得到武汉馨缘工作组的大力支持，谨志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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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３８（５）：５３１—５３７．
Ｅ３ ３ Ｘｕ ＺＸ，Ｍａ ＳＢ，Ｗａｎｇ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

Ｓｙｎｄｒ，

ＲＱ，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ｂｏｕｔ ｇａ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ｃｈ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６７．（ｉ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Ｖ．Ｃ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响（Ｆ＝３１．５４，Ｐ＜０．０１）。
讨

强迫、焦虑、抑郁等方面的阳性症状更为明显。这些

论

本研究发现，ＭＳＭ人群的歧视主要来自外部环

徐志鑫，马树波，王瑞琴，等．同性恋大学生感染ＨＩＶ １例报道．
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７，２８（４）：３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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