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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灾后 8 年高中学生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
影响因素
杜

军 1，柯

雄 1*，刘

（1. 川北医学院，四川
*

【摘要】 目的

南充

2. 南充市中心医院，四川

通信作者：柯

南充

芳2

637007；

637007

雄，E-mail：kexiong@126. com）

了解汶川地震灾后 8 年曾经历地震的高中生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改善高中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绵竹中学高中生 668 人为研究对象，使用外

语课堂学习焦虑量表（FLCAS）、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平民版（PCL-C）、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进行调查。结果

高中

生 FLCAS 评分为（101. 77±19. 78）分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FLCAS 评分与 PCL-C 评分呈负相关（r=-0. 154，P＜0. 01），与

PSSS 评分呈正相关（r=0. 225，P<＜0. 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FLCAS 与性别（B=3. 380，P=0. 037）、年龄（B=-4. 510，P=0. 003）、
创伤后应激障碍（B=-0. 359，P＜0. 01）和其他支持（B=0. 550，P=0. 038）之间均存在相关性。结论

震后 8 年绵竹灾区高中生

存在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社会人口学因素、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社会支持可能是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相关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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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factor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ight year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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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estigat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ight year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and t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668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Wenchuan earthquake area were enrolled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and were assessed by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 （FLCAS），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 （PCL-C）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Results

The FLCAS score of the students was（101. 77±19. 78），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FLCAS scor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CL-C score（r=-0. 154，P<0. 01），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SS score（r=0. 225，
P<0. 01），respectively.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LCAS score was related to the gender（B=3. 380，P=0. 037），age

（B=-4. 510， P=0. 003），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0. 359， P<0. 01） and other supports （B=0. 550， P=0. 038）.
Conclusion

Eeight years after Wenchuan earthquake，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the earthquake suffe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xiety，and it’s influenced by demographic sociological factors，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Anxiety；Related factors；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ocial support

学习是人类社会活动之一，地震等创伤暴露史
［1］

可能会影响地震经历者学习活动。Ceyhan 等 研究

表明，地震经历者在震后 6 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学
［2］

习成绩均低于未经历地震者，徐寰宇等 也发现，心

理健康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相关性，个体的心理健
康水平越高，学习成绩越好。研究显示，地震经历
者在震后远期仍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
问题［3］，但经历地震对震后远期学习活动的影响目
前研究较少。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是学生在外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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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复杂的自我认知、信
念以及行为的总和，并与成绩存在相关性［4-7］。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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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心理健康受损个体出现的外语学习能力下降
等情况已有研究者关注［5］，但尚无对经历过地震的
中学生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情况的研究报道。本研
究通过分析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外语课堂学习焦虑

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9］。本研
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929。
1. 3

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其外语学习成绩、
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1
1.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于 2016 年 3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地震极

施测方法
由 5 名医学院校大三学生作为调查员，以班级

为单位，在自习课期间进行问卷评定，问卷填写完
成后当场回收。测试耗时约 40 min。

调 查 前 对 调 查 员 实 施 培 训 ，在 其 对 问 卷 达 到

较 高 内 部 一 致 性 后 开 始 实 施 调 查 ，Kappa 系 数 为

0. 72；现场对收集的问卷进行复核，并剔除存在缺
失值的问卷。采用双人录入数据，并对数据进行

重灾区的绵竹中学高中生为研究对象。首先按照

手工逻辑查错和计算机逻辑查错等以控制研究

班级序号随机抽取该校高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班级

质量。

各 7 个，学生共计 799 人，再将所有被抽中班级中经
历过汶川地震的 739 人作为本研究抽样样本。共发

放问卷 739 份，回收问卷 699 份，其中有效问卷 668

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 0 进行统计分析。以（xˉ±s）进行统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 39%。其中男生 292 人

计描述，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明确不同变量之间的

均（19. 22±0. 62）岁。

课堂学习焦虑与社会支持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检

（43. 71%），女生 376 人（56. 29%）；年龄 18~20 岁，平
1. 2

研究工具

1. 2. 1

外 语 课 堂 学 习 焦 虑 量 表（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FLCAS）

该量表由 Horwitz 于 1986 年开发，共 33 个条目，

包括口语焦虑、负面评价焦虑、考试焦虑和外语课
堂教学焦虑 4 个方面。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部分条

目为反向计分。FLCAS 总评分越高，表明焦虑程度

越严重［6］。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913。
1. 2. 2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自 评 量 表 平 民 版（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PCL-C）

该量表是评价 PTSD 症状的简明有效工具，主

要测量反复体验、情感麻木和高度警觉等主要症候
群。PCL-C 共 17 个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要求

应答者根据自己在过去一个月内的实际情况做出
评定［8］。所有条目评分之和为量表总评分，总评分

越高，表明发生 PTSD 的可能性越大。PCL-C 评分≥
50 分即为筛查阳性。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815。
1. 2. 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PSSS 共 12 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

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1～7 分 7 级评分，评分越

相关性，以多元线性回归控制混杂因素，明确外语
验水准 α=0. 05。

2

2. 1

结

果

各量表评分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地震 8 年后，绵竹中学高中生

FLCAS 评 分 为（101. 77±19. 78）分 ，PSSS 评 分 为

（36. 96±6. 77）分，
PCL-C评分为（31. 26±13. 22）分，
其
中PCL-C评分≥50分者共 72 人（10. 8%）。
2. 2

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FLCAS 评分与 PCL-C 评

分呈负相关（r=-0. 154，P＜0. 01），与 PSSS 评分呈正

相关（r=0. 225，P＜0. 01）；PCL-C 评分与 PSSS 评分
呈负相关（r=-0. 184，P＜0. 01）。
2. 3

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PTSD

和社会支持水平均对外语课堂学习焦虑存在影响。
女性（B=3. 38，P=0. 038）和年龄较小者（B=-4. 51，
P=0. 003）的 外 语 课 堂 学 习 焦 虑 水 平 较 高 ，PCL-C

评 分 与 外 语 课 堂 学 习 焦 虑 呈 负 相 关（B=-0. 359，
P＜0. 01），其他支持（老师、亲戚和同学所提供的
支持）水平与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水平呈正相关，而

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支持并未对高中生外语课堂学
习焦虑造成影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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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B

P

-

6. 496

＜0. 010

-4. 510

-0. 116

-2. 979

0. 003

-1. 192

-0. 066

-1. 639

3. 380

性别（男/女）
年龄
您是否因地震而被掩埋或者被困（是/否）
您是否因地震而受伤（是/否）
您是否因地震留下残疾（是/否）
您的家人是否因地震而去世（是/否）
您的家人是否因地震而残疾（是/否）
您是否因地震而搬离原居所（是/否）
您是否目睹地震所造成的他人死亡（是/否）
您是否目睹地震所造成的他人受伤（是/否）
您是否目睹地震所造成的他人被掩埋（是/否）
PCL-C

-0. 791
-0. 166
-0. 712
-0. 161
-0. 270
-0. 076

2. 128

其他支持
注：PCL-C，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平民版

-0. 009
-0. 007
-0. 015
-0. 007
-0. 021
-0. 002

0. 069

2. 090

-0. 234
-0. 688
-0. 374
-0. 166
-0. 534
-0. 039
1. 298

-0. 060

-0. 967

0. 054

0. 017

0. 299

0. 116

朋友支持

0. 085

-1. 925
-0. 359

家庭支持

讨

t

172. 387

（常量）

3

β

0. 550

论

-0. 144

0. 037
0. 815
0. 102
0. 491
0. 708
0. 868
0. 594
0. 969
0. 195
0. 334

-3. 533

＜0. 010

0. 491

0. 624

0. 034
0. 164

2. 080

0. 765
0. 038

极意义；但也有研究认为，并非所有的社会支持均

本研究结果显示，汶川地震 8 年后，经历地震的

能够对心理健康产生正面效应，不恰当的社会支持

体的 PTSD 症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得以改善，但地

个体的感知，甚至出现负面健康效应［18］。社会支持

绵竹中学高中生 PTSD 检出率仍为 10. 8%。尽管个

震造成的心理创伤仍然可能长期存在，对学生的学
习活动及学业成绩可能产生负面影响［10］。本研究
中，高中生 FLCAS 评分高于余卫华等［11-12］的测量评

分，尽管由于人群特征上的差异性，无法直接比较
不同研究的结果，但仍然说明震后远期高中生在外
语学习过程中存在着较高水平的焦虑。在地震后
远期，高中生仍然存在着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症
状，可能会对其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Saigh
等［13］研究表明，罹患 PTSD 等严重精神障碍的青少
年学习成绩低于正常人群。

或者不符合支持对象期望的社会支持反而会影响
的健康效应与压力源的类型和性质、生活事件、个
体心理特征等因素有关［19］。本研究中，来源于其他
方面（老师和同学）的社会支持与学习焦虑呈正相
关，即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反而导致其学
习焦虑评分水平越高。这可能与中学阶段的学习
环境和学习压力有关，高中生感受到来源于其生活
中的社会支持水平会让其感知到一定的学习压力，
进而促使焦虑水平升高。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横断面研究，本
研究在因果推断上证据力较弱；同时，外语课堂焦

本研究显示，PCL-C 评分与 FLCAS 评分呈负相

虑的相关影响因素（如学习成绩）等变量纳入较少，

更轻，这一现象的可能机制在于：PTSD 伴随着一系

拟定具体干预措施。干预方案需要综合考虑年龄、

关，即 PTSD 症状越明显，外语课堂学习焦虑的程度
列生理病理变化，可能会对患者的认知功能造成影
响，也与个体的语言表达存在直接联系［14］。PTSD 所
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会影响其对外语学习过程的
主客观评价，进而使得 PCL-C 评分较高的个体并不

一定出现高水平的外语课堂学习焦虑，反而 PCL-C
评分较低者外语课堂学习焦虑水平较高。本研究

发现，FLCAS 评分与 PSSS 评分呈正相关，与 Jin 等［15］
的研究结果一致。张珊爽等［16-17］研究表明，社会支

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
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对青少年学习成绩具有积
352

未来研究可针对以上不足之处，实施深入讨论，并
性别等社会人口学因素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情况，也
需要结合高中生的主观感受及其社会支持的方式、
来源和内容的需求来设计个性化策略，特别是应当
注意到如何避免社会支持的负向健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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