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年 第27卷 第5期

自杀是一个全球性的心理健康问题[1]。其中大

学生自杀尤为严重，不仅低龄化问题突出[2]，而且自

杀率还很高。据调查我国大学生在五类非正常死亡

中，自杀死亡所占比例最大高达47.2%，是一般人群

的 2～4 倍，还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3]。由此可见，大

学生自杀问题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的问题。

一般来说，自杀意念是个体自杀的前提[4]，有自杀意

念的大学生，自杀的概率很高 [5]。所以探讨自杀意

念的相关因素对干预大学生自杀具有重要价值。

随着自杀行为的频繁发生，早期的成长经验也

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表明儿童期虐待经历

是导致成年期自杀的风险因子[6]。研究发现儿童期

受家庭或他人的虐待很可能是自杀意念的重要影响

因素[7]，实证研究表明，儿童期经历心理虐待与忽视

能够正向预测自杀意念[8]。

反刍思维来自于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

可能在儿童早期个体的情绪管理策略发展不健全，

个体在儿童早期因为受到父母、长辈或者他人的虐

待、暴力或忽视等，就会容易失去对所处环境的控制

感，从而产生反刍思维 [9]。实证研究表明心理虐待

与忽视能正向预测反刍思维[10]。根据自杀认知理论

反刍思维作为自杀意念产生的认知风险因素之一
[11]，它能加速消极情感与负性认知之间的恶性循环，

导致自杀意念出现[12]。且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可以正

向预测自杀意念 [13]。若个体在儿童期经历过度保

护、虐待或情感忽视等，会极易失去对环境的控制

感，导致产生反刍思维[10]。反刍思维能够放大负面

情绪与消极认知之间的恶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加重

负面情绪和认知[11]，使个体沉浸在悲伤情绪之中, 强
迫性的思考和反省生活事件带来的消极心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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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心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量表、

反刍思维量表、受欺负量表和自杀意念量表对941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结果：①反刍思维是心理虐待与忽视与自杀

意念之间的中介变量；②受欺负调节了心理虐待与忽视通过反刍思维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过程。结论：心理虐待与

忽视通过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和受欺负的调节作用影响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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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思维方式会减弱个体的社会问题解决能力，

导致个体不能冷静理智的思考和处理问题，从而导

致自杀意念的产生[14]。据此提出假设1：反刍思维在

心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受欺负经历会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
[15]。调查发现校园欺负行为是学生群体中普遍存的

问题[16]。受欺负是指个体受到来自同伴的身体、言

语、财物相关的攻击经历[17]。受欺负者更易出现自

卑、恐惧等心理症状，甚至自杀[18]。研究表明受欺负

显著预测自杀意念[19]。广义紧张理论认为当个体感

受压力时会体验多种负面情绪，负面情绪不断积压

则会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20]。自杀的应激易感模型

指出，自杀是个体素质和外界刺激共同作用的结果
[21]，即自杀可能会由个体素质（反刍思维）和外界刺

激（受欺负）共同作用引起。大学生不仅会因为受欺

负不断的积压负面情绪，而且对于遭受欺负的个体，

其反刍思维水平越高，越持续思考这些欺负事件带

来的危害和创伤[22]，使他们夸大了负面想法和推论
[23]，导致自杀意念水平上升。据此提出假设 2：过往

受欺负调节了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反刍思

维—自杀意念这一中介机制的后半路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选取941名大学生（20.32±2.45岁），男

生455人（48.35%），女生486人（51.65%）。大一228
人（23.91%），大二 257 人（27.31%），大三 235 人

（24.97%），大四221人（23.49%）。

1.2 研究工具

1.2.1 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 采用邓云龙等 [24] 编

制的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PANS, Child Psychologi⁃
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共 23题，五级计分。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3。
1.2.2 反刍思维量表 选用刘爱书等修订的反刍

思维量表 [25]，共 10题包括反思反刍（5题）和沉浸反

刍（5题），五级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

0.85。
1.2.3 受欺负问卷 采用刘富良编制的受欺负量

表 [26]，14题，1~5五级计分，分数越高说明欺负越严

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5。
1.2.4 自杀意念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学志等人修

订的 PANSI 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
ation）[27]。共14 题，包括积极自杀意念（6题）和消极

自杀意念（8题）2个维度，5 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

自杀意念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8。
1.3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SPSS20. 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

统计和相关分析等数据统计分析，并使用Mplus7. 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结 果

2.1 Harman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进行检

验：特征根大于 1 的个因子有 15 个（首因子解释

14.16%），小于临界值40%，故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

同方法偏差[28]。

2.2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心理虐待与忽视、反刍

思维和受欺负都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1，***P<0.001，下同。

2.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使用Mplus7. 0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如图 1 所示）。RMSEA=0.05，CFI=0.98，NNFI=
0.97，SRMR=0.03，模型拟合良好；心理虐待与忽视

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γ=0.73 , t=17.78，P<0.001）。心

理虐待与忽视正向预测反刍思维（γ=0.19 , t=4.76，
P<0.001）；反刍思维显著预测自杀意念（γ=0.12, t=
2.96, P<0.001），反刍思维是心理虐待与忽视与自杀

意念的中介变量，假设 1成立；其次加入中介变量

后，心理虐待与忽视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依然显著

（γ=0.65 , t=14.67，P<0.001），即部分中介效应；受欺

负×反刍思维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γ=0.08，t=2.26，P<
0.01），因此受欺负正向调节了反刍思维和自杀意念

之间的关系，假设 2 成立。

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受欺负程度较高（如Z=
1）的大学生来说，反刍思维水平越高，自杀意念上升

趋势显著（γ=0.73，t=20.63，P<0.001）；对于受欺负程

度较低（如Z=-1）的大学生，反刍思维水平越高，自

杀意念也呈显著的上升趋势（γ=0.56，t=12.88，P<
0.001）。两种水平的差异为 0.17（P<0.001），差异显

著。反刍思维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随着受欺负的水

1.心理虐待与忽视

2.反刍思维

3.受欺负

4.自杀意念

M
2.11
2.31
1.46
1.97

SD
0.63
0.50
0.64
0.56

1
－

0.58**
0.16**
0.50**

2

－

0.17**
0.15**

3

－

0.55**

4

－

··942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年 第27卷 第5期
平升高而升高。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数图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虐待与忽视正向预测自杀

意念 [8]。这可能因为个体经历了心理虐待与忽视

后，不断积压可能产生抑郁等情绪，导致自杀意念出

现 [8]。虐待和忽视会扰乱依恋过程，致受虐儿童各

方面发展缓慢，难以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29]，导致成

人后常出现自我毁灭性意识（如自杀意念）[30]。

本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虐待与忽视正向预测反刍

思维，反刍思维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故反刍思维在心

理虐待与忽视和自杀意念之间起中介作用：当个体

在儿童期受到父母、长辈或他人的虐待或忽视，失去

对环境的控制感，从而产生反刍思维。而反刍思维

能够加速消极情感与负性认知之间的恶性循环[12]，

妨碍建立积极的自我图式，产生对未来的消极想法，

导致出现自杀意念。

本研究发现受欺负调节了心理虐待与忽视经历

→反刍思维→自杀意念这一中介过程的后半路径。

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认为，受欺负会使个体产生对

自己和环境的消极评价[31]，使个体缺乏归属感[32]，进

而出现自杀意念；此外由于欺负行为可重复、受欺负

者无力保护自己等特点[33]，受欺负者可能会对自己

遭受的身体或心理伤害产生适应和麻木，进而使自

杀意念加深，最终自杀。因此，要多关注学校受欺负

程度较高的大学生，对他们进行心理咨询或治疗，帮

助他们调节情绪问题 [34]。虽然大学生大都已经成

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欺负，因此高校要

积极构建和谐、稳定的校园，积极促进大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减少校园欺负行为的发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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