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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伤残儿童人格、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对照研究
董黎明

张兴利

陈纬施建农

人格、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对

二、伤残儿童和对照组的社会支持比较

已经残疾多年的肢体残疾人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气质类型与正

在支持利用度维度上伤残儿童与对照组分数差异有显著

常人有明显差异Ｈ引，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低于正常人油１。

性（Ｐ＜０．０５），伤残儿童显著低于对照组，在客观支持维度上伤

但伤残后短期内伤残者与正常人的人格、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残儿童与对照组分数差异达到了边缘显著水平（Ｐ＝０．０５２）。伤

是否有差异，少见报告。本研究对伤残半年后汶川地震伤残儿

残儿童得分高于对照组。在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上，伤残

童与正常儿童的人格、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进行对比研究，以

儿童和对照组分数差异无显著性。见表２。

期探讨伤残后短期内伤残者与正常人的人格、社会支持与心理

表１

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为对汶川地震伤残儿童实施心理援助提

伤残儿童和对照组人格量表各维度
得分比较（分，ｉ ４－ｓ）

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是在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份进行的，被试来源于四川省什
邡市、绵竹市。伤残儿童３９人，其中女生２２人，男生１７人，年
龄范围是ｌＯ～１８岁，平均年龄（１２．７５ ４－１．８１）岁，其中五、六、
七、八年级共３５人，占８９．７％，创伤类型为截肢、部分肢体功能

表２

伤残儿童和对照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
及总分比较（分，ｉ４－ｓ）

丧失、骨折等。５～８年级对照组儿童１６５人，女生８１人，男生
８４人，年龄范围是９一１６岁，平均年龄（１２．６４ ４－１．５０）岁。２组
被试的年龄差异无显著性（Ｐ＞０．０５）。伤残儿童中３２人在家
中单独施测，７人随对照组在班级里集体施测。
二、方法
１．测量工具：（１）艾森克人格问卷（ｖ，ｐｏ）儿童版：采用国内
广泛应用的龚氏修订本。共８８个项目，分精神质、外向性、神
经质和掩饰性４个维度测评。（２）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ＳＳＲＳ）ｏ“：由肖水源于１９８６年编制，并于１９９０年进行修订。
量表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３个维
度。本研究中总量表的ｏｔ系数为０．７８。（３）中国心理健康量
表（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ＭＨＩ）（青少年版）：包括５

三、伤残儿童和对照组的心理健康比较
伤残儿童和对照组在心理健康五个维度及总量表上的得
分差异无显著性。见表３。
表３

伤残儿童和对照组心理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
得分及总分比较（分，孑４－ｓ）

个维度：情绪体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认知效能和适应能力。
本研究中总量表的ｏｔ系数为０．７８。
２．施测方法：由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研究人员使用统一
的指导语，单独或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施测。
３．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５．０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

果

一、伤残儿童和对照组的人格比较
在外向性和神经质维度上伤残儿童和对照组分数差异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伤残儿童在外向性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而在神经质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在精神质和
掩饰性维度上，伤残儿童和对照组得分差异无显著性。见表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ｉ．劬．１６７４—６５５４．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５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ＫＫＣＸＩ—ＹＷ
一０５）；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４１０２０１３）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０１北京，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展与教育心理

讨

论

伤残儿童人格中外向性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神经质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这一结果也与以往一些国内的研究结果一
致¨Ｊ，表明伤残儿童的性格变化应该引起家长及相关人员的重
视，尽量根据他们的身体条件，为他们提供参加集体活动的机

研究中心（董黎明、张兴利、陈纬、施建农）；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董黎

会，当他们因行动不便而情绪暴躁时，应给他们提供适当的帮

明、陈纬）

助并且给予他们安慰和鼓励，给他们安排的任务应更有弹性，

通信作者：张兴利，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ｌ＠ｐｓｙｃｈ．船．ｅｎ

以使他们能够应付裕如，减少不必要的挫败感。伤残儿童社会
支持总分与对照组差异无显著性，而国内一些研究显示肢体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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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或患特殊疾病的病人的社会支持水平低于正常人拍ｏ，这可
能与研究时已残疾或患病的时间有关。伤残儿童对社会支持
的利用度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虽然客观上他们有很多获

［２］

照顾者在给他们提供物质帮助和关心的时候，应考虑到他们的
真实需求，并且尽可能地教他们如何获得帮助、利用帮助。

［３］Ｌｉｎｎ ＪＧ．Ｈｕｓａｉｎｉ ＢＡ，Ｗｈｉｔｔｅｎ．Ｓｔｏｒｍｌ Ｒ，ｅｔ ａ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ｌｉｆｅ ８Ⅱ嘲，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ｍ ｂｌａｃ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Ｊ

常的学校班级里上课，来自家人、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使他们的

是残疾年限怕Ｊ，所以，有必要对伤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长期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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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ｅｈｏｌ。２００６，３４：６３６－６４２．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ｂｌｅｄ 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ｓ．Ｅｐ－

［５］Ｍａｔｕｌａｙ Ｋ，Ｐａｖｌｏｖｋｉｎ 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ｌｅｐｓｉａ，２００７，１３：４７－５０．

［６］

身心更加健康地发展。但这并不表明可以对伤残儿童的心理
健康状况掉以轻心，因为影响残疾人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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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儿童与对照组的心理健康得分差异无显著性，这可能
是因为大多数伤残儿童主要在家庭中进行康复训练并且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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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帮助的机会，但他们却不能很好地利用它们，这当然与他们
身体活动不便有一定关系，但这就提醒家长、教师及伤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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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新生消极完美主义与交往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臧爽
完美主义是力求尽善尽美的人格特质，适度的完美主义思

极完美主义的表现。当消极完美主义量表的总分＞１４５分，就

想能够激励个体不断努力而消极完美主义思想会降低人的生

很可能是一位消极完美主义者，而且或许正遭受一些消极情绪

产力，影响身心健康。随着大学生社交网络的不断扩大，人际

的困扰…。本研究中除１名学生外，其余护生消极完美主义的

关系影响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部分学生人际交往不顺畅，产

评分均低于该分数。提示护生的完美主义心态较为健康。本次

生交往焦虑的心理。本研究对护理新生的交往焦虑、消极完美主

调查的护理专业新生的交往焦虑量表评分Ｉ＞４９分的有２３人，

义思想状况进行调查，为探讨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方案提供参考。

这些学生为高社交焦虑者，占全部受试人数的２０．９ｌ％。根据

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法，于２００９年３月选取中国医科大

Ｌｅａｆｙ【３１的社交焦虑自我展示理论。护理新生进入大学后具有

学１年级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共１１０人，均为女生，年龄

给别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行为思想和自我展示的强烈愿望，同时

（２１．２５岁４－１．４３）岁。

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可，但是由于自身内敛的性格特点、环境适

方法１．测评工具：①消极完美主义问卷…：问卷包括犹

应能力的差异和社交技能的限制等原因，部分护生的人际交往

豫迟疑、害怕失败、过度谨慎和仔细、过度计划和控制、极高目

不顺畅．一些学生对这种不良的社交体验进行负性归因，人际

标和标准５个维度，本次测量中消极完美主义问卷的Ｃｒｏｎ—

交往自卑感加重，自信心降低，致使其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害

Ｏｔ系数为０．８００。②应用交往焦虑量表旧Ｊ：量表共１５个

羞和焦虑。护理专业新生的消极完美主义思想与交往焦虑程

条目，其评分越高，社交焦虑程度越高。一般认为该表得分≥

度具有相关性。消极完美主义者做事犹豫不决，谨小慎微、过

４９分为高交往焦虑。本次测餐中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ｄ系数为

分拘泥于计划的做法常常引发别人对其不良评价。因此不利

０．８３４。２．调查方法：统一指导语集中发放问卷，发放问卷１１２

于消极完美主义倾向的个体顺利地进行人际沟通。长久下去，

份，有效问卷１１０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９８．２ｌ％。３．统计学

这种不良的交往体验便会使其对与人交往的行为和事件产生

ｂａｃｈ’ｓ

处理：使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对资料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

紧张、焦虑和恐惧。交往焦虑和人际关系紧张又会加重学生的

采用ｔ检验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法。

交往自卑感，否定自身的能力，进而失去与人交往的勇气。大

结果护理专业新生消极完美主义问卷得分为（１１５．５４±

学新生能否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是衡量他们心理是否

１６．１０）分，交往焦虑量表得分为（４２．０４±９．７３）分。护理专业

健康的重要方面。护理教育工作者可以充分利用护理专业新

新生消极完美主义量表各维度与交往焦虑量表各维度具有显

生完美主义思想的正性调节作用，帮助护生正视自身的人格优

著的相关性，其中消极完美主义量表及其犹豫迟疑、害怕失败、

势，培养自信心，克服惧怕交往的心理，使其顺利地度过大学适

过度谨慎和仔细、过度计划和控制、极高目标和标准子维度与

应期，更好地融入学习和生活，促进护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交往焦虑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８２，０．４１ｌ，０．２２４，
０．２９７，０．２９９，－０．１２４（均Ｐ＜Ｏ．０５）。
讨论追求完美是个体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但过度地
追求完美，害怕不完美，对缺点和错误产生焦虑和恐慌便是消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６５５４．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６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２００９年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作者单位：１１０００１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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