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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孤儿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自我意识
朱明婧 1，2， 张兴利 1， 汪艳 1，2， 谭纪村 *， 石卉 **， 孙珊珊 *， 施建农 1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
目的：了解震后 6 个月地震孤儿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和自我意识的相互关系。 方法：利用 Piers-Harris 儿

【摘要】

童自我意识量表和儿童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对 111 名震后孤儿进行评定。 结果：震后孤儿 PTSD 检出率为 39.6% ；除
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两个维度之外，自我意识其它维度与 PTSD 症状成显著负 相关，其中焦虑维度可显
著预测 PTSD 。 结论：低自我意识中的低焦虑得分可显著预测 PTSD ，震后及 时的自我意识水平筛查可在一定程度指
导孤儿心理援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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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and Self-concept in the Orphan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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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est the situation of PTSD and self-concept of the orphans after earthquake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SD and self -concept. Methods: Children ’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 and Piers -Harris
Children ’s Self-concept Scale were adopted to test 111 orphans after earthquake. The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TSD and self-concept. Results: 39.6% orphans were screened to have
PTSD. 38 orphans of all had low self-concept(34.2%). Except Intellectual and School Status and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Attributes, other factors of self -concept were negative related to PTSD. Moreover, Freedom from Anxiety (FRE)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PTSD. Conclusion: Low score of FRE can predict PTSD and screen the level of self-concept in
time after earthquake can to some extent guide the psychological aid for orph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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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震所致孤儿的心理问题的探讨， 国内的

关系， 结果表明创伤后罹患 PTSD 与低自我意识的

张本等人对 1976 年唐山大地震的孤儿进行了一系

相关 [10]。 国内也有学者证实作为自我意识重要成分

列研究 [1-3]，研究表明，震后孤儿心身健康状态较差，

的价值观能够预测 PTSD[11]。

并且是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群体。
创伤后应激障碍 (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 是创伤后在产生心理问题的人群中影响最大
的一个负性效应， 指遭受强烈的威胁性和灾难性心
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包含
闯入、回避和唤起三大核心症状 [4]。 研究表明，PTSD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如下：① 了解震后孤儿

PTSD 和低自我意识的发生情况； ② 探查震后孤儿
PTSD 与自我意识的相关关系。

1
1.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也会在儿童身上出现，且在灾后 6 个月，有 23-30%

调查对象选自 5·12 汶川大地震后安置到山东

的儿童会完全的显示出 PTSD 症状 [5]，如果没有被发

某实验学校的三到八年级学生， 这些儿童因地震失

现，PTSD 的症状会持续多年， 进而增加其它精神问

去父母而成为孤儿，共 116 名，其中男生 67 人，女生

题产生的危险，破坏正常的心理社会功能 [6，7]。

44 人，年龄 9-16 岁，平均年龄 12.15±1.85 岁。 有效
问卷共 111 份，有效率为 95.7% 。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PTSD 与自我意
识有关 [8，9]。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Saigh 等研究者以
创伤后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 PTSD 与自我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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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工具
1.2.1 儿童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Children ’s Revised
Impact of Event Scale ，CRIES) [12] 量 表 包 括 三 个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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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别为闯入症状，回避症状和唤起症状，包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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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范围从 0-65 分，以 30 分作为罹患 PTSD 和非

PTSD 的划界分。

(总量表分高于 63 分) 判断为高自我意识水平；其中
低 自 我 意 识 者 38 人 （34.2% ）， 正 常 水 平 者 42 人

1.2.2 Piers-Harris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 (Piers-Harris
Children ’s self -concept scale ，PHCSS) 量 表 共 80

2.2

道是非题，包含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

2.2.1

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 6 个症状。苏林雁等制

表总分与事件影响量表总分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r=

定 了 中 国 常 模 [13]，其 信 度 和 效 度 较 好 ，适 用 于 8-16

0.24 （P<0.05）。 对自我意识各维度和 PTSD 三大症状
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

岁儿童自我意识的评价和治疗追踪。
程序

1.3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采取团体方式进行， 先由主

（37.8% ），高自我意识者 31 人（27.9% ）。

表1

自我意识与 PTSD 的关系
自我意识与 PTSD 的相关分析

自我意识量

自我意识与 PTSD 症状的相关分析结果 (r 值，n=111)

试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 然后学生以纸笔回答。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统计。

2

结

果

PTSD 及自我意识基本情况

2.1

注：*P<0.05 ，**P<0.01 ，***P<0.001 下同。

PTSD 检出率 检出 罹患 PTSD 儿童 44 名 ，
检 出 率 达 到 39.6% ，其 中 男 生 29 名 （26.1% ）， 女 生

2.1.1

13-16 岁两个年龄组） 在 PTSD 三大症状及症状总
分上差异也不显著（P>0.05）。
2.1.2 自我意识水平的人数构成 根据中国常模的

自我意识与PTSD 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 PTSD
的三大症状和症状总分为因变量， 以自我意识的六
个维度为自变量， 使用全部进入回归的方式初步考
察自我意识对 PTSD 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我意识中
的焦虑维度对 PTSD 的闯入症状、 唤起症状及症状
总分有显著的预测力。 其中，自我意识对闯入症状、
唤起症状都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分别解释了 17%

评分标准 [13]，以低于第 30 百分位 ( 总量表分小 于 51

和 30% 的变异，而对回避症状则没有预测作用。 见

分 ) 判断为低自我意识水平；得分高于第 70 百分位

表 2。

15 名（13.5% ）。 不同性别在 PTSD 三大症状及症状
总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不同年龄（分 9-12 岁、

表2

3
3.1

讨

2.2.2

自我意识对 PTSD 症状的回归分析结果

论

PTSD 及自我意识基本情况
本研究关注在四川汶川地震中遭受双重伤害的

地震孤儿， 由于儿童的 PTSD 在震后 6 个月完全的
显示出来， 因此调查在震后 6 个月开展， 以提高

PTSD 筛查的准确性。 关于 PTSD 检出率，由于测查
工具、应激事件性质、应激事件强度以及测查距离创
伤时间等因素的不同， 有着不同的结果。 本研究

PTSD 检出率为 39.6% ，表明近四成的地震孤儿出现
PTSD 的相关症状，这一比例高于国内对震后一般儿
童（非孤儿）PTSD 的检出率 [14，15]，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国内关于震后孤儿的研究结论， 即表明震后孤儿由
于不仅遭受地震恐怖场面，还承受着失去父母的巨

大痛苦而成为罹患 PTSD 的高危群体 [1-3]。 本研究未
发现罹患 PTSD 的性别和年龄差异。 有关不同性别
和年龄在创伤后应激障碍方面的差异， 相关研究的
结果存在着不一致 [16]。 本研究将被试分为 9-12 岁、

13-16 岁两个年龄组， 除了考虑到前者处于小学阶
段而后者处于初中阶段不同阶段外， 还参考了

Shannon 等人的研究发现小于 13 岁的儿童更容易罹
患 PTSD [17]，虽 然 9-12 岁 组 在 IES 总 分 上 高 于 13-

16 岁组，但并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在此次调查的这个群体中， 低自我意识者占总
人数的 34.2% ，对于这些低自我意识个体，可以有针
对性的帮助其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及与周围环境
的关系，从而减少对个体的行为、学习及社会能力造
成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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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 与自我意识的关系
相关分析表明 PTSD 与自我意识存在着负相关

4

关系，即自我意识水平越低，罹患 PTSD 的可能性越

5

3.2

高，具体到自我意识的各个方面，我们会发现只有智
力和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和 PTSD 的相关不
显著，究其原因，这两个维度更多考察的是个体对自

6

我的评价， 而其他四个维度更多考察个体的感受 ，

Marsh 等曾提出与外化成分的关系相比， 自我与内
化成分更相关 [18]，自我意识的 焦虑等四 个考察感受

7

的维度属于内化成分，其与自我更密切的关系，可能
因此显出与 PTSD 更为密切的相关。 除此之外，自我
意识中，焦虑与 PTSD 各个症状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
此或许对于儿童， 对创伤后的低自我意识个体教以

8

一些焦虑自我管理的方法，是干预 PTSD 的有效方式。
在 PTSD 的各大症状中， 与自我意识相关显著
更多的是唤起症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低自我

9

意识个体更多的表现出唤起症状， 即使是小的细节
事件也会引发强烈的反应，容易激惹或发怒，并且注
意力难以集中。 这一结果与 Liao 等人的研究报告一

10

致， 其研究发现 PTSD 发生症状中最多表现为紧张
和持 续的警觉 (75.8%) 、难 以 入 睡 (62.1%) 、容 易 受 惊

11

吓(60.1%)[19]，而这些表现都是唤起症状的表现。
自我意识作为一个多维度和多层次的心理结

12

构，主宰着人格的不断整合和完善，决定着个体对经
历的解释，从而调节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影响着个
体心理健康的发展。 但对于作为灾后最受关注的严

13

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PTSD ，国内几乎没有研究去探
讨自我意识与它的关系和影响作用， 本研究对其进

14

行了初步的探讨。 低自我意识的个体由于不能正确
的看待自身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自我评价出现偏

15

差，自我价值感降低，一般抱有消极的信念，难以从
客观积极的角度去看待灾难的发生及其后果， 因此

16

更多的体验到消极情绪，处于心理失衡状态，从而可
能影响到 PTSD 的形成甚至发展。 ( 致谢：感谢孩子
们的耐心参与， 感谢日照实验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大

17

力支持与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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