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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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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采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自杀意念自评量表对某高校 员 园员苑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袁 结果发

现院只有 圆圆援怨豫的大学生有明确的生命意义遥 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远援园豫遥 大学生的生命意义
感与自杀意念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遥 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袁生命价值尧生活态度及生活自主三个维度
对自杀意念具有预测作用袁其中袁生命价值维度对自杀意念最具预测力遥 因此袁可利用生命意义感
预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袁提早进行自杀预防遥
关键词院大学生曰无聊曰生命意义感曰自杀意念曰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院 砸员怨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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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相对于高中生而言袁大学生可支配的时间增多
了袁可是野无聊冶尧野郁闷冶却成了当下大学生的口头
禅遥不少人浑浑噩噩袁逃课旷课袁一头沉迷于小说尧网
络游戏或者吸烟酗酒中袁甚至打架斗殴袁自残自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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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 咱远暂遥 自杀意念是自杀未
遂和自杀死亡者的早期心理活动袁 在有自杀意念的
人中袁缘豫将发生自杀行为 咱苑暂遥 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
的强危险因素遥因此袁对自杀意念的早期识别和干预
是预防自杀死亡的重要手段之一遥 孕藻贼则蚤藻 等咱愿暂研究发
现袁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有无与生命意义感有关遥

这让教育工作者不得不进行以下的思考院如何引导

本研究目的在于调查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

大学生克服野无聊冶袁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大学时光钥

意念的现状袁分析二者的关系袁为进一步在高校中开

无聊袁是一个久远而又新兴的研究主题遥 它是个体

展生命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遥

由于知觉到生活无意义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 咱员暂遥

无聊的自我调节策略主要是从内心深处挖掘人生真
谛以获取意义感袁也就是确立生命的意义 咱圆暂遥 最早提

出生命意义理论的是著名心理学家 云则葬灶噪造袁 他还由
此创立了野意义疗法冶袁强调生命意义在心理治疗中
的作用 咱猿暂遥 生命意义感顾名思义是个体对生命的感

受袁是个体对生活的目的尧方向和态度的看法袁是一
种高层次的心理感受 遥 缺乏生命意义感的大学生
咱源暂

不仅表现出野无聊症候群冶袁而且在面对重大挫折时
更倾向于放弃努力甚至选择自杀遥
自杀是自愿并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袁它是

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遥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
研究所将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意念尧自杀未遂和自杀
死亡咱缘暂遥 自杀意念是指体验自杀行为的念头袁而没有

二尧研究方法
渊一冤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袁 调查对象
为福建省某高校本科生遥 发放问卷 员 圆园园 份袁回收问

卷 员 园愿员 份袁其中有效问卷 员 园员苑 份袁有效问卷回收
率 愿源援苑缘豫 遥 样 本 组 成 如 下 院 大 一 学 生 猿园员 人

渊圆怨援远豫冤袁大 二 学 生 圆远缘 人 渊圆远援员豫冤袁大 三 学 生 圆远愿
人渊圆远援源豫冤袁大四学生 员愿猿 人渊员愿援园豫冤曰男生 圆远苑 人袁

占 圆远援猿豫袁女生 远愿苑 人袁占 远苑援远豫袁性别信息缺失 远猿

人 袁占 远援圆豫曰文科 生 猿圆圆 人 袁占 猿员援苑豫 袁理 科生 猿缘远
人袁占 猿缘援园豫袁艺术类 猿猿怨 人袁占 猿猿援猿豫曰有宗教信仰
圆苑猿 人袁占 圆远援愿豫袁无宗教信仰 远怨园 人袁占 远苑援愿豫袁宗
教信仰信息缺失 缘源 人袁占 缘援猿豫遥

基金项目院泉州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渊圆园员圆载郧粤园圆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圆园
作者简介院陈艺华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女袁福建漳州人袁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袁泉州师范学院心理咨询中心讲师袁研究方向

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曰叶一舵渊员怨远猿原 冤袁男袁福建永泰人袁博士生导师袁教授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袁通讯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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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

员援生命意义感量表

年级和专业主效应显著遥多重比较发现袁在年级的主

生命意义感量表渊责怎则责燥泽藻 蚤灶 造蚤枣藻 贼藻泽贼袁 孕陨蕴冤是由

效应方面袁 生命意义感总分呈现随着年级增长下降

悦则怎皂遭葬怎早澡 和 酝葬澡燥造蚤糟 根据 云则葬灶噪造 的意义治疗理论

的趋势袁大一学生得分最高袁其次是大二学生袁大三

概念编制而成的量表袁并经台湾学者尹美琪等修订袁

和大四学生得分最低曰在专业的主效应方面袁理科生

该量表用以测量个人对于生命意义与生活目标所感

生命意义感的总分显著高于文科生和艺术专业的学

受的程度 咱怨暂遥 量表包括 圆园 道题目袁以七级计分方式

生袁文科生和艺术专业的学生总分差异不显著遥

作答袁四级的位置代表中立袁两端各有相对的形容词

在交互作用方面袁生命意义感存在年级与专业尧

句袁被试者依个人的实际感受加以选择遥 总分为 圆园耀

年级与性别尧 年级与宗教信仰的二次交互作用以及

员源园 分袁分数愈高袁表示生命意义感愈强遥 员员圆 分以上

年级尧专业和性别袁年级尧性别和宗教信仰的三次交

者表示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与意义曰怨圆耀员员圆 分者对生

互作用遥由于篇幅的限制袁简单效应分析以及其结果

命意义与目标不确定曰怨圆 分以下者明显缺乏生命意

省略遥

义遥 量表分为四个维度院生活态度尧生活目标尧生命价

渊二冤大学生自杀意念总体状况及差异分析

值和生活自主遥 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园援愿缘缘

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均分为渊缘援源远 依 猿援苑员冤分袁其

遥

咱员园暂

圆援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自 杀意 念 自 评量 表 渊泽藻造枣鄄则葬贼蚤灶早 蚤凿藻葬 燥枣 泽怎蚤糟蚤凿藻

泽糟葬造藻袁 杂陨韵杂杂冤由夏朝云等

中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占 远援园豫遥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袁年

编制袁共 圆远 个项目袁包

级尧专业和宗教信仰的主效应显著遥 多重比较结果如

括绝望因子尧乐观因子尧睡眠因子和掩饰因子四个维

下院年级主效应方面袁大三尧大四学生自杀意念总分显

度遥 项目均以野是冶尧野否冶作答袁以 园尧员 记分遥 自杀意念

著高于大一袁大四显著高于大二袁大一和大二差异不

总分由绝望因子分尧 乐观因子分和睡眠因子分相加遥

显著袁大二和大三尧大三和大四差异不显著曰专业主效

得分越高袁自杀意念越强遥 以自杀意念总分逸员圆 分作

应方面袁文科生和艺术专业的学生自杀意念的总分显

为筛选有自杀意念者的量表划界点曰以掩饰因子分逸

著高于理科生袁文科生和艺术专业的学生总分差异不

源 分为测量不可靠遥 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园援愿远袁内部一

显著曰宗教信仰的主效应方面袁有宗教信仰的学生自

咱员员暂

致性信度为 园援苑怨袁半信度为 园援愿圆源

遥

咱员员暂

渊三冤数据处理

杀意念的总分显著高于无宗教信仰的学生遥
在交互作用方面袁自杀意念存在年级与专业尧年

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袁主要的

级与性别的二次交互作用以及年级尧 专业和性别的

统计方法有描述统计尧贼 检验尧 单因素方差分析尧多

三次交互作用遥对三次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袁

因素方差分析尧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遥

结果发现袁 大三和大四艺术专业的男生自杀意念总
分显著高于女生遥由于篇幅的限制袁二次交互作用的

三尧研究结果

简单效应分析结果省略遥

渊一冤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状况及差异分析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均分为渊怨怨援苑苑 依 员远援怨怨冤分遥

其 中 袁圆圆援怨豫 的大 学 生 有 明 确 的 生 活 目 标 与 意 义 袁
源苑援怨豫目标与生活意义不确定袁圆怨援员豫明显缺乏生命
意义遥

渊三冤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员援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院 生命意义感总分与自杀意念总分存在极显著
的负相关渊则 越 原园援远源远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具体见表 员遥
渊则冤

表 员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各维度的相关
维 度
生活态度
生活目标
生命价值
生活自主
生命意义感总分

鄢鄢院孕 约 园援园员遥

绝望因子

乐观因子

睡眠因子

鄢鄢

鄢鄢

鄢鄢

原园援源怨园
原园援源缘苑鄢鄢
原园援缘苑愿鄢鄢
原园援源源怨鄢鄢
原园援缘怨怨鄢鄢

原园援源怨苑
原园援源圆远鄢鄢
原园援缘园圆鄢鄢
原园援源圆愿鄢鄢
原园援缘远缘鄢鄢

圆援 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生活态度尧生活目标尧生命价值和生活自

原园援圆远远
原园援员怨怨鄢鄢
原园援圆愿源鄢鄢
原园援圆员愿鄢鄢
原园援圆怨愿鄢鄢

掩饰因子
园援园猿猿
园援园缘员鄢鄢
园援园远远鄢鄢
园援园源怨鄢鄢
园援园缘愿鄢鄢
鄢鄢

自杀意念总分
原园援缘源缘鄢鄢
原园援源愿圆鄢鄢
原园援远员员鄢鄢
原园援源愿源鄢鄢
原园援远源远鄢鄢

主为自变量袁 以自杀意念总分为因变量作数据散点
图袁 结果显示以上四个自变量均与自杀意念总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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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袁可见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是合适

值尧生活态度和生活自主进入了回归方程袁解释量为

的遥 将生活态度尧生活目标尧生命价值和生活自主作

源源援员豫遥 其中袁生命价值对自杀意念最具预测力袁其

为预测变量袁以自杀意念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袁结果见表 圆遥 从表中可以看出袁生命价
因变量
自杀意念总分

预测变量
生命价值
生活态度
生活自主

四尧讨

表圆

单独解释量为 猿苑援源豫遥

生命意义感对自杀意念的逐步回归分析

砸

砸圆

园援远远源

园援源源员

月
原园援圆苑苑
原园援员圆怨
原园援员圆圆

贼
原员猿援远苑缘
园原苑援源愿远
园原源援圆缘怨

月藻贼葬
原园援源园怨
原园援圆猿缘
原园援员圆怨

孕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员园
约园援园员园

优越有关遥

论

渊三冤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渊一冤生命意义感的总体现状及差异分析

在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方面袁 本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袁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总分为

显示袁 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存在极显著的

渊怨怨援苑苑 依 员远援怨怨冤分袁这与以往的研究 咱员园袁员圆原员猿暂结果较为

负相关袁这与耿永红尧张小远 咱员苑暂的研究结果相吻合遥

学生缺乏明确的目标遥 该结果提示大学生的生命意

量为 猿苑援源豫遥 可见袁越早识别出生命意义感低袁特别

一致遥 圆圆援怨豫的大学生生活目标和意义明确袁大部分

其中袁生命价值对自杀意念最具预测力袁其单独解释

义感有待培养和提高遥 目前虽然生命教育的内容得

是生命价值感低的个体袁 就可对他们的自杀意念进

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袁并被纳入多数高校心理健康

行预期袁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遥 所以袁高校应积极引

教育的教材袁但内容仍缺乏系统性袁特别是生命意义

导大学生追寻生命的意义袁以保持心理健康袁防止自

感的教育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遥 建议开设独立的生

杀冲动遥
渊四冤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命教育课程袁让学生在对生命知识的了解上追寻生
命的意义 咱员源暂遥

本研究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院首先袁样本仅限于一

在生命意义感的差异方面袁年级和专业主效应

个学校袁这影响了调查结果的代表性曰其次袁由于取

显著院生命意义感呈现随年级增长而下降的趋势曰理

样的学校是师范类院校袁 样本中男女生性别比例差

科生生命意义感显著高于文科生和艺术专业的学

异太大袁样本主要以女生为主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生遥 生命意义感的年级与专业差异与大学生的学习

了测验的结果曰最后袁是生命意义感低导致自杀意念

任务和就业密切相关遥 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对未来象

的出现袁还是自杀意念的出现导致生命意义感低袁这

牙塔的生活踌躇满志袁生命意义感较强曰到了大三尧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验证实遥

大四袁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袁更多人变得迷茫和不知

本研究的后续可以进行生命意义感的培养实验遥

所措袁前途捉摸不定袁生命意义感降低遥 生命意义感

目前关于生命教育特别是生命意义感的教育尚未形

的专业差异方面袁参与调查的理科专业就业方向比

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遥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是

文科和艺术专业更明确袁就业前景也好于文科和艺

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课题遥

术两个专业袁这可能是理科生生命意义感高于其他
两个专业的原因遥 这些都提示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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