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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追踪研究汶川地震 12 个月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性情绪的变化，并探究变化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都江堰市区规模较大、生源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初中和高中各一所，整群抽取 7-10 年级学生 2250 人，在震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用儿童焦虑性情绪筛查量表（SCARED）、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 (SSRS-
CA)，自编一般人口学及地震暴露情况调查表进行调查。 结果：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性情绪障碍两次测评的检出率

分别为 40.9%、42.7%，两次焦虑性情绪的总分差异不显著。 年龄较大(＞14 岁)、居住在农村、母亲文化程度较低(初中

及以下)的青少年具有较高的焦虑性情绪，且随时间变化相对稳定。 灾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对焦虑性情

绪有显著预测作用。 结论：减少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和提供有效社会支持有利于其焦虑性情绪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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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ongitudinal changes and correlates of anxiety and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a鄄
mong adolescents in Dujiangyan 6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2008 Wenchuan earthquake. Methods： 2250 students（893
from grade 7-9, 1357 from grade 10 ) from two middle schools with large number of enrollments from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were selected, and were sampled to fill out 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and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the Ado鄄
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general demo鄄
graphics and earthquake exposur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detectable rates of anxiety and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in 6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2008 Wenchuan were 40.9%, 42.7% respectively; The total scores of anxiety and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urveys; adolescents of 14 to 17 years old, from rural areas,
and with lower mother’s educational level (≤8 years) had higher initial anxiety scores and the scores increased with time
in the 12 months;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anxiety and related e鄄
motional disorders. Conclusion: To the adolescent survivors’ mental recovery,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focus on decreas鄄
ing the incidence of post-earthquake negative events and directing the survivors to seek for social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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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等自然灾害对人的心理健康有重大影响。
系列研究表明，经历灾害后民众普遍会出现恐惧、紧

张、躯体化等症状[1-8]。 汶川地震后对安置点居民、乡

镇基层干部、 灾区小学生等人群的心理问题研究发

现焦虑问题发生率约为 7.8%-57.06%[3-5]。 本研究组

于汶川地震后 6 个月的研究发现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的焦虑问题检出率高达 40.9%[6]。 国外有研究者在日

本坂神、 希腊马尔马拉地震后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追

踪研究，发现地震后 1.5-2 年焦 虑 等 心 理 问 题 保持

相对稳定[7，8]。
以往大量灾难研究报告了震后不同性别、年龄、

母亲文化程度、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等人口学

特征青少年的焦虑问题， 发现灾后不同人群青少年

焦虑检出状况差异较大[1-4，6-9]。 而震后不同人群青少

年焦虑问题的发展趋势如何，相关报告较少。汶川地

震后大量研究报告了地震暴露、 社会支持等变量与

心理病理的关系 [3-6，10，11]，对震后 继发生活事 件与震

后心理问题的研究并不多。 了解震后继发生活事件

对青少年焦虑性情绪的影响， 对灾后的心理援助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对震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的两次追踪数

据进行分析，探究地震后 12 个月青少年焦虑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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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为开展长期的心理援助

工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及调查程序

本研究是对地震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项 3 年

追踪研究的一部分。选取都江堰市区规模较大、生源

来自城镇和农村的初中和高中各一所。 获得学生所

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及学生本人的知情同意后，分

别于 2008 年 11 月、2009 年 5 月整群抽取 7-10 年

级的 49 个教学班，其中初中（7-9 年级）21 个教学

班，高中（10 年级）28 个教学班。 排除地震时不在都

江堰地区及有严重精神病史的学生后， 登记被试

2250 人。 施测前通告学校老师及学生调查的目的。
学生为自愿参加， 允许中途自由退出并承诺对其个

人信息完全保密。 追踪回收有效问卷 2023 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 90％。 被试年龄 11-17 岁，平均 14.6 ±
1.3 岁，其中 11-14 岁 825 人， 15-17 岁 1198 人；男

生 908 人，女生 1115 人；独生子女 1721 人，非独生

子女 302 人；城镇住址 1566 人，农村住址 457 人。
1.2 工具

1.2.1 儿 童 焦 虑 性 情 绪 筛 查 量 表 （The Screen for
Child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
SCARED） 由 Birmaher 等人编制， 中文版由苏林

雁等人修订，包括躯体化症状/惊恐、广泛性焦虑、分

离性焦虑、社交恐惧、学校恐惧 5 个因子。 量表总

分≥25 分为检出焦虑性情绪障碍，对中国青少年儿

童具有较好的信效度[12，13]。
1.2.2 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Adolescent Self-
rating Life Event Checklist，ASLEC) 该量表由 刘贤

臣编制，27 个项目， 施测时通过指导语让被试回顾

各项事件最近半年是否发生 （如果发生过则根据事

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 5 级评定）[14]。
1.2.3 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SRS -
CA) 对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15]（SSRS）
有关条目做了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调整（如：将原量表

中有关配偶的条目改成同伴，原量表第 5 条中家庭

成员的支持删去“夫妻” 增加“监护人”等），并对调

整后的量表试测，SSRS-CA 完全保持原量表的三因

素（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的利用度）结构，重测

信度理想（间隔 2 周重测全量表重测信度 r=0.87）。
1.2.4 一般人口学 资料及地震 暴露 情 况 调 查 问 卷

包括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父母文

化程度以及地震暴露情况(地震中是否有家人伤亡、
房屋是否严重损毁和是否目睹大量惨烈场景等)。

2 结 果

2.1 震后 12 个月青少年焦虑性情绪的变化与比较

都江堰地区青少年震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焦虑

性情绪的检出率分别为 40.9%、42.7%。 对震后 6 个

月和 12 个月的焦虑总分及其各因子分进行配对样

本 t 检验。 结果见表 1。

表 1 都江堰地区青少年震后 6 个月、

12 个月焦虑性情绪比较(x±s，n=2023)

注：*P＜0.05，**P＜0.01，***P＜0.001，下同。

附图 年龄、居住地、母亲文化程度与测评的交互作用

2.2 震后 12 个月不同组别青少年焦虑性情绪变化

情况比较

分别以性别、年龄（≤14 岁 vs.＞14 岁）、居住地

（城镇 vs.农村）、是否独生子女、母亲文化程度（初中

及以下 vs.初中以上）和父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vs.初中以上）这 6 个人口学变量为组间变量，两次

测评为组内变量（震后 6 月、震后 12 个月），对焦虑

性情绪总分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6
个人口学变量的主效应均显著（F=128.85，P＜０.001；
F =130.01，P ＜０.001；F =38.63，P ＜０.001；F =7.60，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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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F=11.26，P＜0.01；F=12.38，P＜０.001）。 年龄、居

住地、 母亲文化程度与两次测评间有显著的交互作

用 （F =14.38，P ＜０.001；F =4.98，P ＜0.05；F =8.49，P ＜
0.01）。 如附图。
2.3 震后 12 个月青少年焦虑性情绪变化影响因素

以震后 12 个月的焦虑性情绪总分为因变量，以

人口学变量（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居住地、母亲文化

程度和父亲文化程度）、地震暴露变量（地震中是否

有家人伤亡、 房屋是否严重损毁和是否目睹大量惨

烈场景等）、社会支持（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震后 6 个月时的焦虑性情绪总分、最近

半年的负性生活事件总分为自变量， 取强迫进入法

做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

表 2 震后继发负性生活事件等对震后

12 个月的焦虑性情绪的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中两次测评都江堰地区青少年焦虑性情

绪的检出率分别为 40.9%、42.7%， 均远高于我国城

镇同龄常模检出率的 20%[13]。 震后 6 个月至 12 个月

焦虑性情绪检出率略有升高，但总分差异不显著。上

述结果再次表明地震等自然灾害对人的心理健康具

有长期的影响[7-8，16]。 对焦虑性情绪各因子变化情况

的分析发现：分离性焦虑显著降低，躯体化/惊恐和

学校恐惧显著升高。 躯体化/惊恐和学校恐惧升高可

能是由于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 11-17 岁青少年，有

研究发现青少年躯体化/惊恐和学校恐惧 12 岁后有

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的趋势[13]。 两次测评的方差差

异性检验发现除分离性焦虑外， 各焦虑性情绪因子

和焦虑总分的方差均有显著增大， 提示青少年在震

后心理修复过程中焦虑性情绪水平变得更离散，存

在分化现象（有些个体的焦虑性情绪逐渐平复，而有

些个体的焦虑性情绪水平还略有升高）。这种分化现

象可能是两次测评焦虑性情绪总分无显著差异而检

出率却还有所增长的原因。
本研究发现震后两次测评女孩的焦虑性情绪均

显著高于男孩，这与前人研究一致，大量研究发现在

遭遇重大创伤后女性会出现更多的心理困扰 [1，2，9，16]。
本研究还发现震后不同青少年人群焦虑性情绪呈现

不同的发展趋势。 年龄稍大青少年的焦虑性情绪总

体上较高， 并有上升趋势， 而年龄较小的个体则相

反。 这与前人研究所报告的年纪较小的儿童具有较

多的焦虑问题不一致[1，2，9]，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年

龄稍大的青少年，学习压力更大[13]。 来自农村的青少

年有较多的焦虑性情绪，并且呈上升趋势；而来自城

镇的青少年则相反。 这可能与城镇青少年在灾后心

理援助中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资源有关 [6]。 母亲文

化程度低的青少年具有较多的焦虑性情绪且随时间

增长，母亲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则相反。这可能因为

文化程度低的母亲囿于相关知识缺乏不太关注子女

的心理问题[6]，对青少年心理康复较为不利。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着重大的

影响[3，5，6，10-11]。 本研究发现震后 6 个月的主观支持对

震后 12 个月青少年焦虑性情绪有显著预测作用，这

提示在灾后心理援助中引导青少年对支持资源的积

极认知和主动寻求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中地震暴露

变量对震后 12 个月的焦虑性情绪影响不显著，而灾

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对震后 12 个月的焦虑性情

绪却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震后负性生活事件在某种

程度上相当于“二次暴露”，会导 致 较 多 的 心 理 问

题[16]。 提示我们在震后心理援助中，应着力于减少青

少年震后继发的负性生活事件。 (致谢:感谢成都市

妇联的大力支持, 并向取样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致以

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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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各占一半。 这种结果说明宜人性分数越高越容易

捐赠， 但这种捐赠意愿主要不是通过对受助者产生

同情心激发的。 这与 Graziano 等人的结果是部分一

致的， 同情在宜人性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中有中介作

用[4]。 但是，捐赠关系（受助者是否本国人）的影响机

制与人格宜人性有较大差别。 捐赠关系对捐赠意愿

影响完全是直接效应， 无论是认知还是同情都没有

中介效应。 该结果说明捐赠关系对慈善捐赠的影响

是某种直接的作用或者其它未知的机制。 可能从小

到大我们已经习惯了群体慈善捐赠的情境， 从而直

接做出理性的反应，而非基于共情基础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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