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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的关系及自尊在这两者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自杀行为问卷-修

订版、中文版幽默风格问卷、自尊量表对 1310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①亲和型、自强型幽默与自杀风险

存在显著负相关，与自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自贬型、嘲讽型幽默与自杀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自尊存在显著负相

关。 其中自强型幽默与自杀风险相关程度最高，而亲和型最低。②自尊在亲和型幽默与自杀风险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在其余三种与自杀风险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在四种幽默风格中，自强型幽默对大学生自杀风险的预测作用最大，

而亲和型幽默最小，前者既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杀风险，又可通过自尊对大学生自杀风险产生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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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or style and suicide risk,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Methods: A total of 1310 college students from one Chinese university completed a survey on suicidal be-
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 the humor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lf-esteem scale. Results: ①Affiliative humor and
self-enhancing humor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risk, and positively correlation with self-esteem. Self-de-
feating humor and aggressive humor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risk,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
teem. Of the four humor styles,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elf-enhancing humor and suicide risk was the highest,
and affiliative humor was the lowest. ②The effect of affiliative humor on suicided risk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by self-
esteem, and other three humor styles on suicided risk were partially mediated by self-esteem. Conclusion: Among the four
humor styles, self-enhanceing humor style may be a most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suicided risk, and affiliative
humor style was smallest one. The former can directly affect suicided risk, and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 it through self-es-
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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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蓄意或自愿采取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

的行为 [1]，也是大学生最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大学

生自杀更是牵动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 [2]。 如何降低

自杀风险， 减少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当前心理卫生领

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 自杀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博弈的结果， 但既往的研究大多数聚焦于自杀的危

险因素，探讨个体为何会自杀，而对阻止自杀事件发

生起重要作用的保护因素关注不足。 阐明导致自杀

的危险因素固然重要， 但找出一个个体在同样的应

激条件下为何不自杀而是选择活下来同样意义重大。

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 大学生积极心理

品质逐渐被自杀领域的研究者所关注。 其中幽默感

就是一种与欢笑、打趣等有关的一种积极品质 [3]，被

马斯洛列为自我实现者的 15 种人格特征之一[4]。 幽

默感通过促进身体健康、引起积极情绪、改变威胁性

认知与有效地问题解决， 来调节客观负性应激事件

对个体的影响，减轻主观压力感与心理痛苦体验，减

少自杀意念的萌生，降低自杀风险 [5，6]。 Martin[7]将幽

默风格区分为适应型与非适应型， 前者又可细分为

亲和型与自强型，而后者则可分为自贬型与嘲讽型。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幽默风格跟个体自杀意念密切相

关，尤其是亲和型幽默，它是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

保护因子[6]。
有研究表明幽默风格与个体自尊水平存在紧密

联系，其中适应性幽默风格与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
而非适应性幽默风格则与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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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有研究发现个体自尊水平与自杀风险存在联

系[10]，低自尊与自杀意念高度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

可预测自杀意念 [11]，自尊还可以通过抑郁而间接影

响自杀风险[12]。

由此可见，幽默风格、自尊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

复杂的联系。然而在大学生中，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

关系具体是如何？ 哪种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关系更

为密切？自尊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又是如何？这些问题

有待探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抽取广东某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400 份，回收有效

问卷 1310 份，有效率 93.57%。 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

19.26±0.93 岁，其中男 生 458 人 (34.96%)，女 生 852
人 （65.04% ）；农 村 660 人 （50.40% ），城 镇 650 人

（49.60%）；独生子女 262 人（20.00%），非 独 生 子 女

1048 人（80.00%）。

1.2 工具

1.2.1 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 （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 [13] 其中文版已在

中国大学生中应用，具有可靠的信效度[14]。 自杀行为

问卷共有 4 个条目，包括既往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

自杀行为，最近一年内的自杀意念，自杀威胁性，未

来自杀可能性。 该量表总分为 3-18 分，总分越高，

自杀风险越高。
1.2.2 幽默风格量表 (Humor Style Questionnaire，
HSQ) 由 Manin 等人编制，陈国海进行修订，共 25
个条目，含四个维度：亲和型、自强型、嘲讽型和自贬

型幽默风格，每个项目采用 1～7 七级计分法，计算

维度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试者的幽默风格倾向强。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15] 包 括 10
个条目，分 1～4 四级评分，计算总分，分值越高，自

尊程度越高。

1.3 统计分析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Pear-
son 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幽默风格、自尊与自杀风险之间的相关分析

自尊与自杀风险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亲和型

幽默、自强型幽默与自杀风险得分呈显著负相关，与

自尊的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嘲讽型幽默、自贬型幽默

与自杀风险得分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1。
2.2 自尊在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假设的中介模型是幽默风格-自尊-自

杀风险， 按照中介作用检验的步骤分别检验基于不

同幽默风格的 ABCD 四个中介模型，对自尊的中介

作用进行检验。 第一步，以自杀风险为因变量，以幽

默风格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ABCD 四个模型中原

始 标 准 化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是-0.09，-0.22，0.14，0.17
（P<0.01）；第二步，以自尊为因变量，以幽默风格为

自变量做回归分析，ABCD 四个模型中原始标准化

回归系数分别是 0.29，0.38，-0.17，-0.20 （P<0.01）；
第三步，以自杀风险为因变量，同时以幽默风格和自

尊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 模型中亲和型

幽默风格对自杀风险的直接效应不显著（r=0.01，P>
0.50）， 中介变量自尊对自杀风险的作用显著 （r=-
0.34，P<0.01）， 说明自尊在亲和型幽默和自杀风险

之间是完全中介效应，效应值为 0.10。 B 模型中，自

强 型 幽 默 对 自 杀 风 险 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显 著 （r=-
0.11，P<0.01）， 同时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r=-
0.11，P<0.01）， 表明自尊在自强型幽默与自杀风险

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值为 0.12，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例为 55%；CD 模型中嘲讽型幽默、自贬

型幽默对自杀风险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r=0.14，r=
0.17，P<0.01），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r=-0.17，r
=-0.20，P <0.01），CD 模 型 中 介 效 应 值 分 别 为

0.06，0.07，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 43%和

42%。 见表 2。

表 1 幽默风格、自尊与自杀风险之间的相关分析（M±SD，r，n=1310）

注：*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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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四种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的

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从相关方向来看，亲和型、
自强型与自杀风险呈负相关，自贬型、嘲讽型与自杀

风险呈正相关，这与 Tucker 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 从

四种相关程度来看， 自强型与自杀风险相关程度最

大，而亲和型最小，这与赵晶晶等 [16]、王爱芬 [17]的研

究结果一致， 即自强型幽默对我国大学生的影响比

亲 和 型 幽 默 的 大 。 然 而 这 一 结 果 却 与 国 外 学 者

Tucker 等人 [6]的 研究不符，Tucker 等 在 美 国 大 学 生

中所得的结果是亲和型幽默与自杀关系更为密切，
是自杀意念的一个重要保护因子， 而自强型幽默的

作用相对较弱。
为何在中国大学生中亲和型幽默在个体自杀中

的保护作用较小呢？ 亲和型幽默主要能起到人际间

的亲和作用，Tucker 等人 [6]从自杀 人际理论阐 释了

为何亲和型幽默在美国大学生自杀意念中起着很重

要的保护作用，因为它加强了人际间关系，缓冲了社

交紧张，增强归属感，减轻包袱感，从而减少个体的

自杀意念。而本研究中，亲和型幽默与大学生自杀风

险的的关联程度相对较弱，其可能的原因在于：①中

国大学生的自杀主要是跟因“学习、就业与前途”等

而引发的绝望感密切相关。 国内学者如许淑瑛[18]，杨

雪龙等[2]，郑爱明等[19]均在其研究中阐明与证实绝望

感是大学生自杀的关键心理危险因素。 国内关于大

学生绝望或自杀的应激事件研究结 果 表 明：当前我

国大学生的绝望感主要滋生于学习负担与考试失败[20]、
对专业不满意 [19，21]、对就业与前途的担忧与迷茫 [21]。
这可能是亲和型幽默对我国大学生自杀的保护作用

较小甚至微乎其微的原因之一。 ②亲和型幽默对我

国大学生自杀的微乎其微的保护作用是通过自尊这

个中介变量生效的。 本研究考察了自尊对亲和型幽

默与自杀风险关系的中介作用， 发现加入自尊变量

后， 亲和型幽默与自杀风险之间的相关没有达到显

著， 即亲和型幽默与自杀风险原有的关系被自尊完

全中介。 仔细斟酌幽默风格量表中涉及亲和型幽默

的条目，可发 现 亲 和 型 幽默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杨中

芳[22]所描述的国人自我中表面的“公我”内容———面子

或面子功夫，面子是“外表自尊”[23]，相对于以自我能

力为基础的“内里自尊”，“外表自尊”对个体自杀的

保护作用可能相对较小。
本研究对自尊在自强型幽默与自杀风险关系的

中介作用分析结果， 表明自强型幽默对自杀风险的

影响存在两条途径， 途径一是自强型幽默对自杀风

险的直接作用。 第一，自强型幽默经常伴随着笑，笑

能引起生理变化，如放松肌肉，增加荷尔蒙的分泌与

提高免疫力等[24]，起到强健身体作用，从而使个体拥

有健康的身体来抵抗人生重压。第二，自强型幽默使

处于人生低谷期的个体得以宣泄焦虑、 郁闷等负性

情绪，并诱发开心、愉悦等正性情绪 [25]，替代使个体

萌生自杀想法的抑郁情绪， 或者阻断个体的抑郁情

绪向绝望感发展。 第三，自强型幽默使个体以幽默、
达观人生态度而非悲观消极态度来应对人生困境与

挫折，后者是启动个体自杀历程的始作俑者。幽默能

帮助人们避免过于严肃地看重所面临的问题， 能与

问题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与此同时，幽默能使个体

转换认知， 重新框定问题， 视当前挫折为挑战与磨

练，从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从而发展较多的可供选

择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26]。 这就改变了 Chiles 概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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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尊在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之间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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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者的“三是”认知特点[27]：认为问题是不能忍受，是

无法解决的，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避免了个体将自杀

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唯一途径。
自强型幽默对自杀风险的影响途径二是， 自强

型幽默通过自尊影响个体自杀风险。 即自强型幽默

能增强个体自尊水平， 高自尊作为保护因子使个体

远离自杀风险。 国内外研究结果[8，28]均支持自强型幽

默能够增强个体自尊水平， 如 Zeigle-Hill、Besser[29]

研究证明个体对自强型幽默的 使用能够 增强了自

我，从而提升了自尊水平。 刘倩倩等人[10]分析了大学

生自杀行为与自尊的关系， 发现大学生的自尊水平

越高，采取自杀行为的倾向越低。 张小远等[11]对医学

生自杀意念与自尊水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尊对大

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认为低自尊会使个体对自我

价值感降低，增强自我否定与丧失感，产生生活及自

我无意义感，进而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综合以

上分析结果， 本研究得出的关于自强型幽默通过自

尊影响大学生自杀风险结论是合乎逻辑且可信的。
非适应型的幽默风格与个体自杀风险的提高有

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嘲讽型和自贬型幽默与自杀风

险呈正相关，与自尊呈负相关，自尊在两种幽默风格

中均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既往国内外的研究都发现
[9，24，30]，嘲讽型和自贬型幽默作为消极的幽默风格对

心理健康是有害的， 采用消极幽默风格的个体是相

对内向、并 且 偏 向 于 神 经 质 的 ，低责任性和宜人性

的，同时提高了其抑郁的水平，而这些人格特征和抑

郁症状又是提升自杀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非适应

型的幽默风格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此外，两

种非适应型的幽默会通过对自尊的损害而提高了自

杀风险。自尊首先表现为自我尊重和自我爱护，同时

还包含要求他人，集体和社会对自己尊重的期望。运

用嘲讽型幽默的个体在生活中经常会使用讽刺、嘲

笑、挖苦、愚弄和贬低他人，不顾对方感受地表达幽

默，这种幽默倾向常与攻击和敌对的行为相伴随，使

个体无法被他人接纳，更不能获得来自外界的尊重，
从而降低了个体的自尊水平。 Stieger 等的研究显示[9]，
自贬型幽默风格的运用会使个体易获得较低的自我

感知，认可 较 低 的 自我评价标准，从而出现自尊受

损，且这种关联从长远来看更加明显。嘲讽型和自贬

型两种幽默倾向使个体从自我、 他人及社会获得的

尊重减少，从而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低自尊常与抑

郁和自杀意念的出现密切相关， 从而使得自贬型和

嘲讽型两种非适应型的幽默风格通过自尊这一中介

变量提高了自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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