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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对大学生死亡态度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心理干预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死亡教育的普及和深入开展
提供参考。死亡教育作为一个极富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我国死亡教育相对滞后，急需更深入的理论探索和
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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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ath attitude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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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ummarize the connotation，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eath attitude，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death education in

China. As a research field with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death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China's death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and more in-dep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are urgently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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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款名为“蓝鲸”的死亡游戏在多个社

交平台出现，该游戏诱导参与者在 50 天内完成种种

件，如恋爱受挫、丧亲等，可成为自杀的导火索［2］。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学者对死亡态度的内

自残任务，由轻微的自残逐步走向自杀。该游戏运

涵、影响因素、测评方法及死亡教育等方面已展开

用需求理论、精神控制等心理学理论对参与者进行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对死亡态度进行

控制，改变其认知结构，使其逐渐在封闭的内心世

初步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对象由医护人

界中崩溃直至自杀。死亡游戏的兴起，一方面将青

员、患者等特殊人群逐渐扩展到各级各类学校和社

少年引入黑暗的深渊，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代青少

会机构等群体，并提出了一系列死亡教育实施策略。

年的深层心理问题。相关数据显示，自杀是我国

15~34 岁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大学生自杀率高于
同龄人的 2~4 倍，且呈上升趋势［1］。大学生的自杀
行为是外因、内因和诱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外

因如家庭问题、学业压力、求职压力等，长期的影响
使个体无意识逐渐形成自杀倾向；内因如不良的人
格特质和疾病困扰等，可能是造成自杀的根本原
因；诱因是对个体造成短暂而强烈刺激的突发性事

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了解我国大学生死亡态
度的影响因素及心理干预的实施效果，为死亡教育
的开展提供参考，
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
1. 1

死亡态度
死亡态度的内涵
研究初期，死亡态度的研究局限于死亡焦虑、

死亡逃避等负面态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死亡态度
项目基金：湖南省大学生研究性学习计划和创新性实验项目
（2017861）；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XSP18YBC081）；湖南
省社科基金项目（14YBA121）；校级教改课题（XYS17J14）

的内涵得以丰富。Rhudick 等［3］认为，除死亡恐惧与
死亡逃避以外，死亡态度还包括中性接受（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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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生命的自然规律并积极探索生命的价值）、趋

较差的大学生常常受到疾病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容

近接受（相信来生并将死亡视为通往美好来生的途

易产生死亡逃避及逃离导向的死亡接受。

径）、逃离接受（将死亡视为逃离痛苦的途径）。尧

2. 2

必文等［4］认为死亡态度主要包括对死亡或濒死的焦
虑、对死亡的看法和评价以及对死亡话题的讨论。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死亡态度内涵的界定各有差异，
但都包含对死亡的焦虑、恐惧、逃避等负面态度，以
及自然接受、思考死亡的意义等正向态度。综上所
述，死亡态度是个体面对死亡或濒死时的情绪反
应、评价和行为倾向。
1. 2

大学生的死亡态度
大学生的死亡态度以自然接受为主［5-7］。受高

心理因素

2. 2. 1

自尊

研究表明，自尊或自我认同、自我接受与死亡焦
虑呈负相关［13］。高自尊能减少个体对死亡的恐惧，
高自尊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以自然接受的态度看待
死亡［14］。自尊具有自我保护功能，当个体面临挫折
与威胁时，自尊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帮助其重新获得
生命的意义感与价值感，
从而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
2. 2. 2

人格特质

人格特质是指在组成人格的因素中能引发人

等教育和先进文化的影响，大学生倾向于将死亡视
为生命的自然规律，是每一个体都将经历的过程。

们行为和主动引导行为，并使个体面对不同种类的

其次为死亡逃避，持死亡逃避态度的大学生会极力

刺激都能做出相同反应的心理结构。关于人格特

回避与死亡有关的事物，避免相关事件给自己带来

质与死亡态度之间的关系，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外控

困扰。大学生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
“ 死亡”似乎还

人格倾向者的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高于内控人格

很遥远，因而部分大学生对死亡持逃避态度。对死
亡持趋近接受态度的大学生相信来世与轮回，将死

倾向者。林琳［15］研究结果表明，15~35 岁农村青年

自杀死亡者的冲动性人格特质评分高于正常人。

亡视为通向来生的道路，期盼来世的美好生活，因而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内控人格倾向者认

对死亡持欢迎的态度。持死亡恐惧态度的大学生将

为自身对命运的控制能力较强，能积极面对各种生

死亡视为对自身生命的威胁与剥夺。持逃离接受态

活事件，对意外事件和死亡不易产生极度惧怕与逃

度的大学生认为生活中的挫折和苦难无法解决，为

避心理；而外控人格倾向者在面对困难、重大创伤

了逃避苦难，
会将死亡作为消除一切痛苦的途径。

时容易产生被动、退缩心理，将死亡视为灭顶之灾。

2 死亡态度的影响因素

2. 1

生理因素

2. 1. 1

性别

研究表明，性别与个体的死亡态度密切相关。

Azaiza 等 研究表明，与男大学生相比，女大学生在
［8］

2. 3

社会文化因素

2. 3. 1

文化背景

死亡对人类的威胁是普遍存在的，不同文化背
景中的个体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死
亡态度。文化是影响死亡态度的重要因素，既体现
在不同个体的文化程度上，也体现在不同地域和民

面对死亡时的焦虑程度更高、更容易产生恐惧的心

族的文化背景上。Abdel-Khalek 等［16-17］的跨文化比

理；许国萍［9］的研究显示，女大学生的逃离接受、趋

较研究显示，阿拉伯国家被试的死亡焦虑水平普遍

近接受和意外恐惧维度评分均高于男大学生；而张

高于西方国家被试，中国和西班牙女性护理大学生

［10］

东伟

的研究结果显示，男大学生的死亡焦虑和死

的死亡焦虑程度低于埃及女性护理大学生。由此

亡逃避评分均高于女大学生。

可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所表现出的死亡

2. 1. 2

焦虑在内容和程度上都存在差异。

身体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问题往往会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与

2. 3. 2

宗教信仰

死亡的思考。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大学生不易产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对个体的死亡态

生 死 亡 焦 虑 、死 亡 逃 避 等 心 理 ，看 待 死 亡 较 为 理

度也会产生影响。McCullough 等［18］研究表明，宗教

智［11-12］。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大学生对死亡容易产

信仰与死亡率呈负相关，具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比

生恐惧和逃避的心理。这可能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存活率更高。有宗教信仰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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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死亡视为生命的自然规律，能够以理智、坦
［19］

然的态度面对死亡

。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相信

和健康教育的课程大纲中。日本东京大学成立了
生死学研究基地；韩国将“濒死患者或自杀患者的

上帝或神明能给予自己力量，
以获得心灵慰藉。

心理变化、心理压力缓解、死亡的接受”等内容纳入

2. 3. 3

死亡教育课程体系［25］。

家庭成员讨论死亡的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外有关死亡教育的文章经

家庭是个体成长与生活的重要场所，能通过家

翻译在中国内地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新的

庭形态、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氛围影响个体的死亡

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视，也标志着中国死

态度。个体在幼儿时期就开始对死亡产生好奇，家

亡教育的开启。死亡教育的开展引发了大学生对

庭在谈论死亡相关话题时的态度与气氛，会对孩子

死亡的思考，帮助大学生坦然地表达对死亡的态度

的死亡态度产生影响。家庭对待死亡话题越开放

和想法，缓解内心的死亡焦虑［26］。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约 170 万人因丧亲而

的大学生，对死亡的负性情绪越少，能较为客观地
［20］

看待死亡。陈琼琼等

研究显示，在公开讨论死亡

出现严重的哀伤反应［27］。亲友离世后，大多数人会

话题的家庭中，大学生的人生期许、生命价值感以

在几周至数月内产生强烈的哀伤情绪和反应，如强

及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更高。

烈的空虚感、闯入性思维、睡眠障碍等。大学生处

2. 3. 4

于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容易受到不良人际关系、

与死亡接触的经验

研究表明，有接触死亡经验的大学生不易对死
亡产生恐惧和逃避心理。没有参加过葬礼的学生
对死亡的逃避心理较强烈［21］。梁小花［22］研究显示，
防腐专业的学生对死亡的接受程度显著高于陵园
专业的学生。防腐专业的学生与遗体有较多的接

学业问题、恋爱问题、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影响。如
果在这一矛盾重重的过渡阶段中面临亲友死亡，会
造成重大心理创伤。因此，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工
作人员对丧亲大学生进行心理干预。
3. 1

箱庭疗法又称为沙盘疗法或沙盘游戏。来访

触，而陵园专业的学生与遗体的接触较少。
2. 3. 5

箱庭疗法

者在治疗师的陪伴下，从玩具架上自由挑选玩具，

接受死亡教育的经历

并在沙箱中进行摆放、自由发挥和创作［28］。箱庭的

死亡教育通过教学过程使受教育者认识了解

创作能够帮助来访者宣泄存在于无意识世界的消

死亡的现象和本质，更深入地理解死亡的价值与意

极情感和创伤记忆，并对他们的情感和行为产生影

义，促进个体对生命价值的发掘。研究表明，对大

响。对有心理问题的高危学生进行个体或团体箱

学生进行死亡教育有助于其形成积极的死亡态度，

庭治疗，有助于预防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张娟

［23］

降低对死亡的焦虑程度

［24］

。陈韧华

的研究表明，

娟［29］的研究表明，对阈下抑郁大学生进行个体或团

参与过与死亡相关的学习的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

体箱庭治疗，有助于改善其抑郁状态。

程度低于未参与过相关学习的大学生。死亡教育

3. 2

的效果受教学时间和教学方式的影响，10 周以上的

课程比短时课程更有效；与认知性的教学方式相

哀伤辅导
丧亲者通常会经历一系列哀伤反应，如果没有

比，经验性的教学方式效果更好。

及时进行哀伤辅导，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国内外学

3

者对哀伤辅导的界定并无较大差异，哀伤辅导的重

死亡教育中的心理干预
死亡教育的形式可分为死亡教育课程与心理

危机干预。死亡教育课程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

美国，于 20 世纪中期推广。1963 年明尼苏达州立大

学首次开设死亡教育课程，死亡教育逐渐在各院校
展开，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死亡教育课
程除理论教学外，还增设了实践活动，包括组织学
生参观殡仪馆、书写对死亡的感受、观看相关影像
资料，通过启发式与体验式教育促使学生更好地认
识死亡。英国将“死亡和丧失”课程纳入宗教教育

点均是促进丧亲者对哀伤的适应，帮助其度过心理
“灰暗期”，恢复心理平衡。应对丧亲的悲痛过程是
一系列需要解决的任务，具体为①接受丧失的现
实：接受死者已逝的事实，承认丧失事件对自己生
活带来的影响；②走出心理阴影：帮助丧亲者寻求

处理哀伤情绪合理有效的方式；③适应丧亲后的生

活：协助丧亲者适应新环境；④减少与逝者的联系：
协助丧亲者与逝者告别，并鼓励其重新投入新生

活。英国国家临床高标准研究所提出了三级哀伤
支持理论模型［30］。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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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共健康

风险/

干预级别

需求级别

哀伤支持三级模型

支持类型

普适性

一级

有关丧亲和相关支持信息

选择性或靶向

二级

非专业支持

指导性

三级

专家干预

提供支持者
亲友、健康和社会保健专业人员

目标人群

知识需求级别

所有哀伤者，包括正常者

低需求

培训过的志愿者、
互助团队、
社区支持 有发展成复杂需求的风险者

中度需求

精神健康服务、哀伤服务、心理治疗

高度需求

杨文苑［31］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提出大

学生哀伤辅导的途径：①进行心理辅导，合理宣泄

情绪；②通过心理剧的形式来疏导哀恸；③参加社
交活动，融入新的社会环境。郑霞［32］提出了班级哀

伤辅导的实施策略：①介绍辅导目标，明确团体要
求；②合理宣泄情绪；③与逝者进行心理告别；④展

望未来。在经历丧失后，通过哀伤心理干预，帮助
丧失者走出哀伤，重新融入社会。
综上所述，死亡教育心理干预的实践是一个极
富发展潜力的领域，本文主要对有关死亡态度及教
育中的心理干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死亡教
育中心理干预的普及和深入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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