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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敬畏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生命意义感量表和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对751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敬畏与生命意义感、心理
韧性呈正相关（r =0.41，0.30），自杀意念与敬畏、生命意义感、心理韧性呈负相关（r =-0.35，-0.44，
-0.57）；（2）敬畏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显著，敬畏通过三条路径影响自杀意念：一是生命意义感的单独
中介作用，效应量为22.86%；二是心理韧性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量为17.14%；三是生命意义感—心理韧
性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量为20.00%。结论：敬畏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水平，也可通过生命意
义感和心理韧性影响大学生的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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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 年全球自杀状况》中报道，自杀仍是全球范围内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在
15 ～ 29 岁年轻人中，自杀是继道路伤害、结核病和人际暴力之后的第四大死因［1］。在中国大学生非正
常死亡现象分析中，自杀死亡为首要原因［2］。每一例自杀事件都是一场悲剧，自杀行为的发生是各种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复杂性［3］。在众多风险因素中，自杀意念是驱动自杀行
为产生的前期心理活动，其发生率远远高于自杀行为，它是指个体在思想或认知上想要结束生命的想法，
但不涉及实际行动［4］。从这一角度来看，自杀意念的形成是导致自杀死亡的动机阶段，拥有自杀意念
的个体进一步实施自杀行为的风险概率已经远大于未产生自杀意念的个体［5］，其对于自杀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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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预测作用。大学生处于人格发展和品行塑造的关键时期，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进行研
究，可为高校进行生命教育提供有效的理论参考。
敬畏是指当个体面对广阔、浩大或超越当前认知结构的事物时，产生的惊异的情绪体验［6］。目前，
积极心理学方兴未艾，以塞利格曼为代表的心理学家开始将关注点转向人类自身具有的一些积极品质上，
敬畏由此作为一种积极情绪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多项研究表明，敬畏与自杀意念密切相关。例如，
斯泰勒等人（Stellar et al.，2015）发现［7］，积极情绪，特别是敬畏，会降低一种生物学物质——促炎细
胞因子的水平，潜在影响人体的健康状况，降低焦虑、抑郁症等发生率，而这些心理问题或疾病均是引
发自杀意念、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此外，还有研究指出［8］，积极情绪在青少年自杀意念中具有重要作用，
积极情绪越强烈，自杀意念越弱，且积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保护作用大于抑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消极作
用。根据自杀缓冲假说［9］，在形成自杀意念最终导致自杀行为的过程中，个体内部具有的积极弹性因
素可以缓冲或减弱风险与不良结果之间的联系，从而减少或阻断自杀行为的发生。近年来，大学生自杀
或他杀事件频发，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缺乏敬畏，尤其是对生命的敬畏［10］。因此，有必要去探究敬畏这
一积极情绪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特别是其内部的发生机制。通过上述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1：敬畏对
自杀意念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基于对既往研究的综合梳理，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可能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关键性因素。生命意义
感是指个体对自己生命存在意义的领会，以及觉察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使命［11］。实证研究发现，敬畏
对于生命意义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2］，拥有生命意义感的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主观幸福感更强。倪
旭东等认为，在渐趋利益化、目标化的时代，高度聚焦自我使大学生忽略了与他人、世界的连接，导致
自我超越的缺失，进而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变弱［13］。敬畏作为典型的自我超越情绪，会使人们超越对日
常和世俗的关注，减少自我聚焦，将注意力转向外界［14］，产生更多的社会联结和归属感，促进生命意
义感的提高［15］。诸多研究表明，作为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生命意义感与自杀意念显著
相关，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会使其陷入“存在空虚”，失去生活的信心，感到无聊和孤独，容易产生
自杀意念以缓解精神痛苦［13］；张艺琳等对医学院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生命意义高的学生更能克服负
性生活事件，人生目标更加明确，善于发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自杀意念的产生率更低［16］。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2：生命意义感在敬畏与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是个体在遭受生活逆境、创伤时产生的良好适应［17］。心理韧性的形成，与弹性因素的
保护作用密不可分，比如，人际关系、和父母的亲密关系、参与亲社会组织等［18］。诸多与敬畏有关的
研究表明，敬畏促使人们乐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在慈善机构上，为人更加慷慨，持有亲社会价值观［14］。
敬畏体验下的个体会产生小我、谦卑感，感到自己从属于更大的集体，与他人紧密相连［19］，这些心理
后效对于心理韧性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实证研究也表明，相比于愉悦情绪，敬畏体验更能显
著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20］，有效降低挫折任务带来的负性情绪。此外，心理韧性本身作为一个保护因子，
可以有效抑制自杀意念的形成。已有研究显示，心理韧性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且能显著预测自杀意念，
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心理韧性较强的个体能更快地产生心理适应以应对挫折情境［21］。在抑郁或焦
虑症状水平较高的临床患者中，高水平的心理韧性可以防止中重度的自杀意念，缓冲个体因遭受消极事
件产生的不良影响［2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心理韧性在敬畏与自杀意念中起中介作用。
从生命意义感的作用出发，高生命意义感对于面临挫折时的积极适应与应对、促进创伤后心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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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长都具有重要作用［23］，而这个过程恰恰会提升个体的心理韧性［18］。以某次恐怖袭击中的幸存者
为被试的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感知到社会支持给这一群体
以归属感，有助于生命意义感的提高，从而进行积极的心理调整，重新评估创伤性事件，从中获得积极
意义，最终导致心理韧性的增强［24］。不仅如此，生命意义感也是心理韧性的显著预测因子，高生命意
义感的大学生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动机更强烈，在压力事件中善于从积极的方面去解释，更快地适应压力，
进而提高心理韧性水平，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25］。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4：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
在敬畏与自杀意念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欲探讨大学生敬畏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以及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
以期为引导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平台向全国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 780 份，删除无效问卷后，保
留 751 份 有 效 问 卷（96.28%）。 其 中， 男 生 363 人（48.34%）， 女 生 388 人（51.66%）， 被 试 年 龄
20.35±2.01 岁。大一 207 人（27.56%），大二 281 人（37.42%），大三 67 人（8.92%），大四 118 人（15.71%），
研究生 78 人（10.39%）；文科类 314 人（41.81%），理科类 325 人（43.28%），工科类 98（13.05%），
其他 14 人（1.86%）。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1.2 方法
1.2.1

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

该量表包含 7 个分量表，采用敬畏分量表对大学生的特质性敬畏情绪进行测量［26］，共 6 个条目，
采用 7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敬畏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 α 系数为 0.78。

1.2.2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

由王鑫强在施特格（Steger）编制的基础上修订［27］，用于测量个体感知到的生命意义感高低。共
10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生命意义感越高。本研究中全量表 α 系数为 0.79。

1.2.3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由胡月琴和甘怡群编制［28］，共 27 个条目，采用 5 点计分，其中 11 道题反向计分。总分越高，代
表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86。

1.2.4

青少年自杀意念量表

该量表由奥斯曼（Osman）等编制、王学志等修订［29］，共 14 个条目，分为积极和消极自杀意念 2 个维度，
采用 5 点计分。总分表示个体自杀意念的高低程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 系数为 0.91。

1.3 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22.0 及 Process 插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https://doi.org/10.35534/pc.04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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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评量表收集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共有 13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首个因子的变异解释率为 20.90%，小于临界值 40%，说明未出现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

2.2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和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结果显示，敬畏与生命意义感、心理韧性显著正相关，
自杀意念与各变量显著负相关。

表1
Table 1
M
4.96
4.94
3.44
1.91

变量
1. 敬畏
2. 生命意义感
3. 心理韧性
4. 自杀意念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D
0.96
0.83
0.49
0.57

1
1.00
0.41**
0.30**
-0.35**

2

3

4

1.00
0.46**
-0.44**

1.00
-0.57**

1.00

注：**p<0.01；所有变量均进行标准化处理。

2.3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敬畏、生命意义感、心理韧性及自杀意念两两之间均显著相关，可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将性别、
年龄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Process 的模型 6 分析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２，
模型图如图 1 所示。同时，使用 Bootstrap 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

表2
Table 2

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在敬畏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模型的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model of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between awe
and suicidal ideation

变量
敬畏
生命意义感
心理韧性
2
R
F

β
0.41

生命意义感
SE
t
0.03
12.33***

0.17
151.90***

β
0.14
0.40

心理韧性
SE
0.04
0.04
0.23
109.57***

t
3.85***
11.45***

β
-0.14
-0.18
-0.45

自杀意念
SE
t
0.03
-4.29***
0.03
-5.32***
0.03
-13.75***
0.39
155.87***

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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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义感与心理韧性在敬畏和自杀意念影响间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The mediating model of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between awe and suicidal ideation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由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中介的三条路径 95% 的置信区间均不包
含 0，表明中介作用显著，总中介效应值为 -0.21。具体来看，总中介效应包含了三部分：生命意义感和
心理韧性的单独中介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分别为 -0.08，-0.06，-0.07，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
22.86%，17.14%，20.00%。
表3

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在敬畏和自杀意念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meaning in lif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and suicidal ideation

总效应
直接效应
总间接效应
敬畏→生命意义感→自杀意念
敬畏→心理韧性→自杀意念
敬畏→生命意义感→心理韧性→自杀意念

效应值
-0.35
-0.14
-0.21
-0.08
-0.06
-0.07

Boot SE
0.03
0.03
0.03
0.02
0.02
0.01

Boot CI 下限
-0.41
-0.10
-0.26
-0.11
-0.10
-0.10

Boot CI 上限
-0.28
-0.07
-0.16
-0.05
-0.02
-0.05

效应量
40.00%
60.00%
22.86%
17.14%
20.00%

注：***p<0.001。

3 讨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敬畏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且能负向预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证实了研究假设，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7］。敬畏体验能增强个体的认知灵活性，打破认知僵化，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30］。自杀行为的认知模型认为［31］，问题解决能力不足等易损因子会使个体否认
自身应对困难的能力，陷入自杀是唯一出路的漩涡，并且不断强化这一认知模式，进而激活自杀图示。
因此，敬畏可以通过影响认知灵活性提高个体创造力，使其在面对消极事件有更广阔的思路，破除思想
束缚，避免自杀意念的出现。同时，此结果支持了约翰森（Johnson）等提出的自杀缓冲假说［9］，对自
杀缓冲因子做了扩充，敬畏可以作为保护因子，增强个体抵御负性事件的能力，与消极因素进行抗争，
降低个体自杀意念水平，从源头上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概率。敬畏作为一种积极情绪，可以激发人们对
于生活的热爱与投入。壮观的自然景象、艺术杰作，宏大的理论等，都可以唤醒敬畏，通过逐步累积形
成稳定的特质敬畏。敬畏水平高的大学生善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表现出奋发向上的生
https://doi.org/10.35534/pc.04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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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状态，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32］，从而使个体产生更低的自杀意念。
其次，本研究结果发现，生命意义感在敬畏和自杀意念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敬畏会提升生命意
义感

［33］

、生命意义感会降低自杀意念［16］的研究结果一致。敬畏是一种自我超越情绪，体验敬畏会使

我们感知到与更宏大的事物相连接，有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这种社会集体联结是生命意义感的主要来
源［34］。在敬畏体验中人们倾向于摒弃世俗去追寻精神信仰［35］，思考人生价值以求新的理解，领悟生
命意义以重评人生目标，将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进行整合，促进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以此获得更高水平
的生命意义感。大学生处于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体在这一阶段中不断寻求自己存在的意
义与价值，当探寻无果时，便会引起生命意义感缺失等问题［36］。生命意义感缺失产生的迷茫感使大学
生在挫折面前更加脆弱，“存在空虚”使他们对生命中的不幸感到无所适从，缺少坚定的生存信念，容
易在压力情景下萌生自杀意念［16］。高生命意义感是自杀的弹性因素［37］，生命意义感高的人拥有明确
的人生目标，追求满足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到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感，会以乐
观的态度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享受苦难带来的成长意义，心理健康水平更高。
研究结果还表明，心理韧性在敬畏与自杀意念间起中介作用。弗莱德里克森（Fredrickson）提出的
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可以对此做出一定的解释［38］，敬畏是一种积极情绪，具有积极情绪的作用和
功能，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建设大学生的心理资源，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0］。敬畏体验
下的个体会感知到时间宽裕，这让他们面对困难时沉着冷静，感觉有更多时间采取系统化的信息加工方
式来分析遇到的问题［32］，积极寻求多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快速适应逆境，而且敬畏水平高的个体会以
崇敬、喜悦的心态看待周围事物，在消极环境中发现积极意义，主动适应压力以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
自杀的动机—意志整合模型认为，自杀意念发生于动机阶段，是由挫败体验引发受困而形成的［31］。当
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较低时，会对压力、挫折感到不知所措，认为没有出路可走，任由压力“主导”自己
的生活，失去与其斗争的信心和动力，由此产生更多的挫败体验，促使自杀意念的形成。心理韧性的提
高会有效缓冲挫折、创伤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理智的方式进行应对，加速个体从创伤事件中恢复［21］，
使个体所受伤害最小化，成长与适应最大化，进而降低自杀意念的产生风险，有效预防自杀行为的发生。
最后，本研究还证实了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对
于自杀的预防，一方面要减少与危险因素接触，另一方面是要寻找个体自身具备的积极品质，发掘个
体应对逆境的潜能。本研究结果同样扩充了约翰森等提出的自杀缓冲因子，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这
样的积极品质均能作为保护性因素弱化个体的自杀意念水平，减少自杀行为的出现。生命意义感分为
拥有意义、寻求意义两个维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压力应对资源，在面临生活困境时，拥有意义是个体
战胜挑战的力量源泉，寻求意义是个体主动克服挫折的动机，在生命意义感的引导下，个体产生积极
或适应性的认知、行为方式，以促进心理韧性的增强［23］。所以，生命意义感可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
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当大学生的敬畏水平越高时，更能频繁、强烈地体验到当下的敬畏情绪。
敬畏会使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39］，迫使个体置身于更永恒、更伟大的事物之中，深感渺小与谦卑，
促使人们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激发个体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使人生目标更加明确，拥有积极的生
命态度，在面对挫折时能积极调动心理资源以产生良好适应和应对，促进心理韧性水平的提高，最终
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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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自杀缓冲假说、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揭示了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和心理韧性
在敬畏和自杀意念中的作用，为减少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首先，应培养与
启发大学生的敬畏情绪，多为学生创造与自然、艺术等接触的机会，在不同的情境中激发敬畏情绪，逐
渐培养成为稳定的特质敬畏。其次，可以通过生命主题的团体辅导、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等，帮助学生树
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最后，应提高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使其在挫折、压力面前，拥有与之抗衡的
勇气和信心，产生良好的适应性，减少不良想法和念头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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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Awe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e Chain
Medi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Zhang Chao1,2 Liu Min1,2 Yang Yang1,2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2. Institute of Applied Psycholog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 Taiyu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we on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A
sample of 751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to complete 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otion Scal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Results :(1) Aw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r=0.41, 0.30),
while suicidal ideatio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we,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r=-0.35, -0.44, -0.57); (2) Awe had a direct effect on suicidal ideation, with three pathways: first,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meaning in life, with an effect amount of 22.86%, second, the independent
mediation of resilience, with an effect amount of 17.14%, and thir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with an effect amount of 20.00%. Conclusion: Awe influences suicidal ideation not
only directly, but also indirectly through meaning in life and resilience.
Key words: Awe; Resilience; Meaning in life; Suicidal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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