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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极重灾区妇女创伤后应激症状、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 方法：对汶川地震极重灾

区 99 名妇女(47 名地震中丧亲妇女，52 名未丧亲妇女)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平民版 (PCL-C)、社会 支 持 量 表

(SSRS)和一般健康问卷(GHQ28)进行测查。 结果：①)极重灾区妇女 PTSD 总检出率 37.4%，丧亲妇女检出率 55.3%，未

丧亲妇女 21.1%，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 79.8%，丧亲妇女检出率为 89.3%，未丧亲妇女检出率 71.2%，丧亲妇女检出

率均显著高于未丧亲妇女。文化程度不同的妇女 PTSD 检出率有显著差异。②总体 PCL-C 与 GHQ-28 测量结果之间

各维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③丧亲状况的主效应显著，丧亲妇女和未丧亲妇女之间创伤后应激症状总分及各维度分

数均存在显著差异。 ④丧亲是极重灾区妇女 PTSD 症状和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社会支持是保护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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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 and
the correlates of them in women who were exposed to Wenchuan earthquake. Methods: The PTSD Check List-Civilian
Version(PCL-C),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and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28)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99 women who were exposed to Wenchuan earthquake (47 experienced bereavements in earthquake, 52 did not experi-
enced bereavements). Results: ①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the detectable rates of PTSD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 between the women who experienced bereavements and did not. ②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PCL-C and the GHQ-28 overall score and every dimension. ③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bereavement
status on overall score and every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④Social support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PTSD symptom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women who exposed to Wenchuan Earthquake, and the bereavement was a
risk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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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重大灾难或创伤后的个体均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创伤后应激反应， 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也很常见。 DSMⅣ[1]将 PTSD 定义为一种突发性、威

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

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其典型临床症状为闯入、回避或

麻木、高唤醒。 5.12 汶川大地震之后，展开了许多有

关 震 区 各 类 人 群 的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和心理健康的研究 [2-4]，但对于

在地震中丧亲的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尚无重点关注。
关于灾难研究的大量文献探讨了 PTSD 发生、

发展的影响因素 [5-8]，并有基本一致的结论：女性是

创伤后应激 症 状 的危险因素，妇女比男性更容易在

灾后出现心理问题。 而丧亲（亲人丧失）本身就是引

发 PTSD 的严重创伤之一 [9，10]，在地震中丧亲的个体

经历了双重巨大创伤。 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丧失亲

人与 PTSD 症状显著相关，是 PTSD 持续的预测因素

之一[11，12]。 社会支持是灾后心理病理的重要保护性因

素[13]，在心理应激模式中，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因素可影

响 个 体 对应激源的认知评价以及影 响 到 应 激 状 态

的 产生。
综上所述，研究存在地震中丧亲经历，本身又是

女性的特殊群体的 PTSD 症状的发生特点、 心理健

康水平，并了解丧亲因素、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社会

支持对极重灾区妇女创伤后应激症状和心理健康的

影响， 对有针对性的开展心理援助和普及心理健康

知识的工作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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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四川 5.12 地震 12 个月后， 随机选取汶川地震

极重灾区都江堰市向峨乡妇女 110 名参加本研究，
有效数据 99 份。其中包括 47 名在地震中丧亲妇女

(均为一级丧亲，46 名失去子女，1 名丧偶)， 平均年

龄 38.19±3.49 岁；52 名地震中无丧失经历的已婚妇

女，平均年龄为 39.58±6.65 岁。 未丧亲妇女与丧亲

妇女年龄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妇女文化程度有

显著差异， 未丧亲妇女中接受过高中及高中以上教

育的人数比研究组多。
1.2 研究工具

1.2.1 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平民版(the PTSD Check
List-Civilian Version，PCL-C) 共 17 项内容，可分

为闯入、回避/麻木和高警觉 3 个因子。 每项症状的

严重程度按 1~5 级评分，1=没有发生，2=轻度，3=中

度，4=重度，5=极重度。 评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状况

受应激影响程度越大[14]。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该量表有 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

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等三个维度[15]。
1.2.3 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28) GHQ-28 有 28 个条目，分躯体状况，焦

虑/ 睡眠障碍，社会适应，抑郁四个维度。 采用是=1，
否=0 的计分方法， 以 GHQ-28 总分>4 分为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的推荐截点。 GHQ-28 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16]。
1.3 施测与数据处理

对参加研究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结合访谈，要

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并为其讲解问卷每道问题，
完成全部问卷及访谈约需 30 分钟。 用 SPSS13.0 进

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PTSD、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及人群特点

对 PCL-C 和 GHQ-28 测量结果进行描述性统

计， 并以 PCL-C 评分 44 分作为 PTSD 检出标准 [3]，
以 GHQ-28 总分大于 4 分作为心理健康 问 题 划 分

标 准， PTSD 总检出率 37.4%(37/99)，心理健康问题

总检出 79.8%(79/99)，检出 PTSD 的妇女 GHQ-28 总

分全部大于分界值。
对各类检出率进行 χ2 检验，结果显示丧亲妇女

PTSD 的检出率和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均显著高于

未丧亲妇女。

t 检验结果显示，丧亲妇女在闯入、回避和高警

觉三个维度的分数及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非丧亲妇

女。抽取 GHQ-28 的抑郁分量表的分数进行 t 检验，
结果显示丧亲妇女的抑郁分数显著 高于非丧亲 妇

女。 详见表 1。

表 1 是否丧亲组 PCL-C 和 GHQ-28 结果比较

注：*P<0.05，**P<0.01，***P<0.001

2.2 极重灾区妇女 PTSD 症状和心理健康影响因

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丧亲状况变量、人口学变量，GHQ-28 抑郁分

数、 焦虑分数以及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分为自变

量，以是否检出 PTSD 为因变量，采用后退法(Wald)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最终有 3 个变量进入方程，
依次为丧亲状况、 抑郁分数和社会支持的主观支持

成分。 见表 2。
以丧失状况变量、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支持总

分和各因子分为自变量， 以是否检出心理健康问题

为 因 变 量，采 用 后 退 法 (Wald)进 行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结果见表 3。

表 2 影响极重灾区妇女 PTSD 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 3 影响极重灾区妇女心理健康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汶川地震极 重灾区向峨 乡妇女的

PTSD 总检出率为 37.4%，相对于极重灾区各类人群

的 PTSD 检出率， 此检出率低于汶川地震六个月后

同是极重灾区老年人的检出率 56.3％[17]。 高于地震

后极重灾区的女性社区居民 PTSD 的检出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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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高于中重灾区青少年群体的检出率[6，18，19]。
丧亲妇女 PTSD 的检出率为 55.3%， 与之前相

关的研究中女性地震伤员及家属 PTSD 的检出率一

致[20]。 未丧亲妇女 PTSD 的检出率 21.1%。 此检出率

与 震 后 4 个 月 平 武 县 女 性 PTSD 的 发 生 率， 以 及

2001 年台湾 9.21 大地震房屋受损灾民 PTSD 发 病

率一致[21，22]。
检出率差异产生的原因，除与采用量表的不同、

预测参考值的差异以及灾情严重程度和测量时间有

关之外，与研究对象全部为妇女，而且接近一半是丧

亲妇女相关。 女性本身就是 PTSD 的预测因素，丧亲

本身也是 PTSD 症 状 持 续 的 预 测 因 素 之 一， 因此

丧亲妇女检出率相对较高。
心理问题总体检出率 79.8%， 丧亲妇女检出率

为 85.1%，非丧亲妇女检出率 73.1%，检出率远高于

震后 4 个月平武县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 55.6%[21]。
本研究发现，丧亲妇女和非丧亲妇女，虽然同样

经历了地震， 但在震后一年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存在

显著差异，其闯入，回避和高警觉的症状分数均显著

高于未丧亲妇女，且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未丧亲妇女。
回归分析显示丧亲和抑郁分数是 PTSD 检出率的影

响因素。 丧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产生的危险因素之

一，同时丧失也是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这些结

果与之前大量研究的结论一致。 在以往对儿童群体

的研究中， 也发现丧失父母是儿童 PTSD 的易感因

素之一[23]。 在汶川地震后一些研究中丧失的影响也

得到证明， 有亲人遇难的群体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

激症状和创伤相关的不良情绪[3，4]。 针对向峨乡的特

殊灾情而言，丧亲妇女绝大部分失去了子女(子女主

要是初中生)，而其中 40%(19/47)的妇女丧失独生子

女或子女全部遇难， 这对于同时是女性和母亲的特

殊群体的心理应激和心理健康有巨大的影响。
社会支持是个体 PTSD 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保护

性因素，与以往研究提出的结论一致[24]。 良好的社会

支持可缓解灾民的压 力 ，减少 PTSD 的发生。这点提

示我们在之后的追踪研究和心理健康工作中应该更

重视为当地妇女提供实际的有价值的支持作用，并

在心理援助中指导妇女们学会寻求、感受、利用支持

资源。
本研究中， 不同文化水平的妇女群体 PTSD 症

状检出率存在显著差异，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的妇女

PTSD 检出率明显高于高中文化水平的妇女，符合之

前研究的结果， 教育水平与 PTSD 症状有显著负相

关[25]，对流产、丧失胎儿的妇女的研究也发现低文化

水平是 PTSD 的危险因素之一 [26]。 可能的原因是文

化水平较高的个体可能更重视心理健康， 更能有效

的利用各方面保护性因素。 （致谢：衷心感谢都江堰

市妇联和社工协会的大力支持， 并对向峨乡各级妇

女组织致以诚挚的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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