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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毗邻毒品

“金三角”地区，是运输和贩卖毒品的重要通道，也使

凉山州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彝

族受到“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生育率较高，随着父

母因吸毒或患艾滋病离世，孤儿的数量迅速增长。

面临社会的排斥和歧视 [1]，艾滋病孤儿的心理健康

遭受负面影响，进而产生一系列健康危险行为。

季成叶 [2]提出，“凡是给青少年健康、完好状态

乃至终生的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行为，

通称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adolescent health risk be⁃
havior)”。王孟成等人[3]认为各种不同的危险行为会

伴随发生，都是由一个潜在的问题行为因子决定的，

并因此指出，物质滥用、暴力和攻击行为、自杀自残

行为、违反纪律等不良行为、不安全性行为等均属于

对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的行为。本研究将从自杀

行为和一般问题行为两个方面，探讨受歧视和欺凌

对凉山州艾滋病孤儿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

研究表明，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校园受欺负程

度显著高于普通儿童 [4]，而受歧视和欺凌是导致自

杀和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根据压力应对理论 [5]，

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在知觉到歧视和欺凌等压力源

时，会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如各种问题行为。

Jin等人[6]发现，在吸毒感染艾滋病患者群体中，遭遇

歧视与自杀意念存在显著正相关，受歧视者自杀风

险会更高。歧视对残疾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7]。歧视会导致流动儿童出现一系

列外部行为问题，如退缩、不自信、敌意等[8]。同样，

在普通青少年群体中，受欺凌者的自杀意念和自杀

行为显著高于未受欺负者 [9]，同时伴随更多的药物

滥用、学业适应不良等问题行为[10，11]。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设一：在艾滋病孤儿中，受歧视和欺凌能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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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测健康危险行为。

许多研究表明，自尊在外部因素预测个体心理

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遭受外部压力性事件或创伤

会损害个体的健康适应性，也可以通过个体内部的

自我系统（如自尊）间接影响其心理和行为系统，导

致内化问题（如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和外化问题

（如问题行为和自杀等）[12]。Ybrandt和Armelius的研

究显示[13]，遭受欺凌的青少年更多地产生外化问题

行为，且自尊起中介作用；同时，低自尊也会导致更

多的攻击性和违规行为。类似的，张永欣等人[14]发

现，班级同学关系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

的外化问题行为。一项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研究结果

显示，自尊在歧视对自杀意念的预测作用中起中介

作用[1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二：自尊在艾滋病

孤儿受歧视和欺凌对健康危险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

中介作用。

1 方 法

1.1 被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凉山州美姑县和越

西县各两所中学进行调查，各学校每个年级均随机

抽取四个班，共发放问卷2800份。剔除条目缺失较

多、存在明显逻辑错误，以及年龄超过 18岁的问卷

后，有效纳入分析的问卷共 2554份，有效回收率为

91.2%。被试年龄分布为 11-18岁，平均年龄 15±
1.30岁；女生 1246人，男生 1084人，缺失值为 224
人；初一779人，初二1050人，初三699人，缺失值为

28人；单孤（父母中有一方去世）594人，占比23.3%，

双孤（父母双方均去世）104人，占比4.1%，非孤1829
人，占比71.6%，缺失值为27人。

1.2 工具

1.2.1 受歧视量表 选用蔺秀云等[16]编制的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歧视经历问卷，共有14个项目。采用五

点计分，从1到5表示“从来没有”到“总是有”五个等

级。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9。
1.2.2 受欺凌量表 采用谢家树[17]改编的特拉华欺

凌受害量表，考虑到凉山州青少年实际情况，删除网

络欺凌维度，保留言语欺凌、身体欺凌和社会/关系

欺凌共 12个条目。此外，为和其他量表保持一致，

本研究将其改为五点计分，从1到5分别表示“从来

没有”、“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经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0。
1.2.3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编制的自尊量

表，由于第8题的表述存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删除后

方能达到良好的信效度[18]，本研究删除第8题，保留

剩余 9个项目。该量表为四点计分，从 1到 4表示

“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在本研究中，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0.70。
1.2.4 自杀风险量表 采用自编量表，包括“你是

否有过自杀的想法”、“你是否有过自杀的计划”和

“你是否有过自杀未遂的情况”3个题目。施测量表

为四点计分，从1到4分别表示“从未有过”、“一个月

内有过”、“一年内有过”和“一年前有过”，以考察自

杀风险出现的时间。但在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结

构方程模型中，将自杀风险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1
代表“没有”，2代表“有过”。重新编码后，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1.2.5 问题行为量表 结构框架来源于Ary等人[19]

编制的量表，题目包含物质滥用（如吸烟、喝酒）、反

社会行为（如破坏他人财物、偷盗）和学业失败（如逃

学）等。采用五点计分，从 1到 5分别表示“从来没

有”、“偶尔”、“有时”、“经常”和“总是”。计算项目总

分，分数越高表示问题行为越严重。本研究中量表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
1.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3.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内部一致性

检验，使用 AMOS 22.0 进行中介模型检验，并用

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对研究变量的全部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析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且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0.43%，远小于40%的

临界标准[20]，由此推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

2.2 艾滋病孤儿自杀风险检出情况

凉山州艾滋病孤儿自杀风险的结果显示，自杀

意念检出率为 20.3%，自杀计划检出率为 14.2%，自

杀尝试检出率为 12.0%。其中，一个月内有过自杀

意念为 8.6%，有过自杀计划为 6.3%，有过自杀尝试

为 5.5%。一年前有过自杀意念的达 7.3%。一年内

和一年前有过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情况的均为4.0%。

2.3 不同类型青少年各变量间的差异比较

分别以歧视、受欺凌、自尊、自杀和问题行为为

因变量，以儿童类型为自变量作ANOVA分析，结果

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双孤遭受的歧视显著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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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孤和非孤（P<0.01），单孤的问题行为少于非孤（P< 0.05）。

2.4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仅以单孤和双孤群体做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

析。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变量间的相关矩

阵见表2。结果表明，受歧视和受欺凌与自杀风险、

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自杀

风险与问题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自杀风险、问

题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表2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P<0.01。
2.5 自尊的中介作用检验

以单孤和双孤为对象，分别以受歧视和受欺凌

为自变量，以自尊为中介变量，以潜变量“健康危险

行为”为因变量，以自杀风险和问题行为作为“健康

危险行为”的外显指标，建立如图1和图2所示结构

方程模型。模型 1拟合指数显示：χ2/df=0.587，NFI=
0.999，RFI=0.992，CFI=1.000，RMSEA=0.001，模型 2
拟合指数显示：χ2/df=3.019，NFI=0.991，RFI=0.943，
CFI=0.994，RMSEA=0.051。从路径系数来看，受歧

视和受欺凌均能显著正向预测健康危险行为，并且

均能显著负向预测自尊，自尊能显著负向预测健康

危险行为。

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通过重

复随机抽样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计算出中介

效应的95%置信区间[21]。在受歧视—自尊—健康危

险行为的中介路径中，中介效应值为0.04，占总效应

的 18.3%，95%CI=[0.015，0.079]，中介效应显著。在

受欺凌—自尊—健康危险行为的中介路径中，中介

效应值为 0.06，占总效应的 32.1%，95%CI=[0.031，
0.091]，中介效应显著。

注：**P<0.01，***P<0.001。
图1 受歧视—自尊—健康危险行为模型图

注：***P<0.001。
图2 受欺凌—自尊—健康危险行为模型图

3 讨 论

本研究中凉山州艾滋病孤儿有过自杀意念的占

比 20.3%，有过自杀计划的占比 14.2%，有过自杀尝

试的占比 12.0%。并且，有过自杀想法的孤儿中实

施自杀行为比例高达59.1%。一项杭州市中学生自

杀问题调查显示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行为的检

出率分别为14.3%、6.9%和2.1%[22]。针对河南、河北

省中学生的研究结果表明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3.4％，自杀计划为 5.4％，自杀尝试为 2.2％ [23]。与

其他群体自杀风险的检出率相比，可见凉山州艾滋

病孤儿的自杀问题形势十分严峻。

双孤遭受歧视高于单孤和非孤，单孤遭受歧视

高于非孤，这可能与其父母因患艾滋病去世有关。

Madhavan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24]，认为受艾滋

病影响儿童因父母感染艾滋病死亡而经历了歧视和

孤立。以往研究对孤儿问题行为关注较少，本研究

结果发现，单孤的问题行为显著少于非孤。这可能

由于一方父母去世后，另一方给予了孩子更多关注

并加强了管教，并且学校也对孤儿群体加强了管理

所致。

遭受歧视和欺凌的艾滋病孤儿更容易发生自杀

类型

双孤（1）
单孤（2）
非孤（3）
F
LSD事后检验

N
104
594
1829

受歧视

1.85±0.74
1.70±0.62
1.64±0.60
6.64***

1>2; 1>3; 2>3

受欺凌

1.98±0.81
1.85±0.66
1.85±0.70

2.02

自尊

2.73±0.39
2.67±0.43
2.67±0.45

0.87

自杀

1.17±0.33
1.15±0.30
1.15±0.30

0.16

问题行为

1.46±0.63
1.45±0.49
1.52±0.48

4.51*
2<3

表1 变量在青少年类型上的均值、标准差和方差分析结果

注：*P<0.05，***P<0.001。

1 受歧视

2 受欺凌

3 自尊

4 自杀风险

5 问题行为

M±SD
1.71±0.64
1.85±0.67
2.70±0.46
1.15±0.30
1.31±0.49

1
—

0.77**
-0.35**
0.49**
0.43**

2

—

-0.28**
0.37**
0.40**

3

—

-0.24**
-0.18**

4

—

0.3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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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行为，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以往研究表明，

歧视感知是导致同性恋者自杀的重要因素[25]，也会

导致问题行为的发生[26]。受欺凌会增加高中生的自

杀风险 [27]，会导致更多的问题行为 [11]。自尊在受歧

视和欺凌对健康危险行为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

用，这说明受歧视和欺凌既直接影响健康危险行为，

又通过降低自尊进而增加健康危险行为。这可以被

自我系统信念模型解释，外部不良经历（如受歧视和

欺凌）会通过影响儿童的自我系统信念（如自尊）进

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问题 [28]。Haine等人 [12]的研究

也表明，在单孤群体中，自尊在压力性生活事件对其

内化问题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而不是调节作

用，这说明失去一方父母的孤儿更容易遭遇损害其

自尊的负性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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