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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杀的概念及分类

自杀是一种有意地杀死自己的行为。从越轨社会学的角

度来看，自杀是一种明显的越轨行为。它表现为那些反常的、

违反常理的、不道德的、罪恶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共性

就是这些行为超越了人们认可的惯常的行为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把“任何由死者自

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为直接

或间接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Diekstra R 提出“杀死自己的

行为称为自杀，它应当是有意识的行为，执行者本人完全

了解或预料到这种行为的致命后果”。迪尔凯姆（Durkheim）

将自杀按其动机分为利他主义的自杀、利己主义的自杀、失

范性自杀。我国学者将大学生自杀的心理类型按发展过程分

为情绪型自杀（冲动型自杀）和理智型自杀 ；按自杀的动机

分为心理解脱型自杀、寻求关注型自杀、抗争型自杀、要挟

型自杀。

二、问卷调查结果

笔者进行此次“大学生自杀态度及自杀意念的调查问

卷”，面向北京 4 所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发放问卷 300 份。

当场收回，收回 300 份，有效问卷 274 份。问卷共设 21 题，

分三个部分 ：大学生对自杀的态度、大学生的自杀意图、大

学生产生自杀意图时的行为表征。

（一）大学生自杀态度的调查结果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道德层面上，多数人对自杀持一种抵

制态度，认为自杀是一种越轨行为 ；在法律层面上，大多数

人认为人应该有选择自杀的权利。从总体上看人们对自杀及

自杀者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
表一

题目 不赞成（%）中立（%）赞成（%）

自杀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 39.4 8 56.6

自杀是个人选择，无所谓道德
上的好坏

54.2 12.6 33.2

自杀是可以理解的 65 4.7 31.3

自杀是对家庭、社会不负责任
的表现

8.8 2.2 89

人应该有选择自杀的权利 28.5 6.9 64.6

如果我的朋友自杀，我会比以
前更加关心他

7.3 6.6 86.1

（二）自杀意图及抑郁症发生率的调查结果分析

1. 自杀意图（attempted suicide）是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

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未采取实现此目的的外

显行动，它是自杀企图的游离因子。自杀意图与正常人在情

绪不佳时所出现的短暂的“不想活”的想法有所不同，后者

是一些年轻人偶尔谈及的“活着没意思”或“活着很累”的

念头。尽管自杀意图并不一定导致自杀行为，但研究发现自

杀的想法是自杀行为最为敏感的预测因素。

在 274 名被调查者中有 52 人曾有过自杀的意图，占总

人数的 19%。具体情况如下表 ：
表二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有自杀意图人数的百分比）
男 20 38.5
女 32 61.5

农村 8 15.4
小城镇 25 48.1
大城市 19 6.5

有过
很强烈 9 17.3
较强烈 2 3.8

但不强烈 41 78.8
进行过心理咨询的 17 32.7

认为心理咨询有帮助的 17 100（进行心理咨询者百分比）
总人数 52 19（所有被调查者百分比）

上表显示，在校大学生中有过自杀意图的学生比率是相

当高的，接近被调查者总人数的 1/5，而女生产生过自杀意

图的比例又远高于男生 ；农村学生所占比例远小于小城镇和

城市学生 ；在这些学生中进行过心理咨询的仅占到 32.7%，

而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学生都认为心理咨询是有帮助的。

在 52 名有过自杀意图的大学生中产生轻生念头的原因

调查结果如下表 ：
表三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学习压力 18 34.6

失恋 10 19.2
自己的目标难以实现 17 32.7

就业压力 4 7.7
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 7 13.5

家庭不和睦 8 15.4
患重病 6 11.5

名誉受到诋毁 4 7.7
深深的孤独感 14 27

其他 1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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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导致大学生产生自杀意图的原因中，“学习压力”

与“自己的目标难以实现”两项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二位，“深

深的孤独感”居第三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生所面临的

学习压力仍是导致其产生轻生念头的首要原因。“深深的孤

独感”成为学生产生自杀念头的第三因素，说明大学生的性

格、人际交往与心理调适能力对其自杀意图的产生有重要的

影响。对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来说，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

也是其产生轻生念头的原因。

2. 抑郁症，是躁狂症的一种发作形式，以情感低落、思

维迟缓，以及语言动作减少、迟缓为典型症状。有些严重的

抑郁症患者由于得不到有效或及时的治疗而采取了自杀行

为。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抑郁症已成为

我国人口自杀的第一诱因。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患抑郁症

的人当中，有 70% 的人会有自杀念头。

在被调查的 52 名有过自杀意图的大学生中，曾患过抑

郁症的有 25 人，占总人数的 48.1%。其中男生 13 人，在有

过自杀意图的男生中占 65% ；女生 12 人，在有过自杀意图

的女生中占 37.5%，可见男生的比率明显高于女生。而没有

过自杀意图的人，曾患过抑郁症的仅占 11.7%。虽然抑郁症

并不必然导自杀意图的产生，但患抑郁症的人的确更易产生

自杀念头。

三、自杀意图产生的越轨社会学理论的解释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产生自杀意图的原因也

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大学生产生自杀意图都有重要影响。对此，本文运用越轨社

会学的社会统一体理论、失范理论和挫折攻击理论进行分析

和解释。

（一）社会一体化理论

这一理论观点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提

出，其核心观点是 ：社会强制必然会防止越轨行为，因为人

类本性（无论具体来说它是什么）在不受制约时必然导致越

轨，而且这种强制的源泉是社会本身。迪尔凯姆把社会看作

一种道德现象，他认为道德愈是由人们相互交流、彼此施加

影响，就愈是能被强烈地感受到，并称这种情况为社会一体

化。迪尔凯姆认为集体力量是最能抑制自杀的因素之一。基

于这一理论观点，迪尔凯姆认为自杀与宗教、家庭、政治团

体的一体化程度密切相关 ：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社会一体

化程度成反比 ；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家庭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

比 ；自杀人数的多少与政治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

（二）失范理论

在对社会的一体化理论进行解释后，一体化的破坏和瓦

解便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迪尔凯姆提出的最为著名的概

念之一就是“失范”（Anomie）。这一概念十分形象地表达了

社会规范的迷乱状态。这一理论在默顿那里得到了发展。默

顿称失范为社会反常态，指价值观发生冲突、趋于淡漠，甚

至消失的社会状态。他认为社会价值观确定了社会追求的目

标，而社会规范界定了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如果文化

结构（目标）与社会结构（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了脱节，

就会出现社会失范状态，导致越轨行为。默顿区别了 5 个对

他所在社会的失范的困境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方式 ：遵从、

创新、形式主义、退却主义和造反。其中退却主义既拒绝目标，

也拒绝手段，其实指的是各种逃避社会现实的行为，如吸毒、

酗酒、甚至自杀。默顿将退却主义者看成是真正的“异化者”。

在被调查的导致产生自杀意念的原因中，“自己的目标

难以实现”的占 32.7%。根据默顿的失范理论的观点，社会

成员所受到的教育都是要争取达到社会所指出的为大家所公

认的目标，同时也接受社会提出的、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应采

取的手段。如果社会成员在争取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受到阻碍，

他就有可能采取各种应对社会失范困境的方式 ：遵从、创新、

形式主义、退却主义和造反。选择退却主义的人，默顿把他

们看成是真正的“异化者”。这一范畴包括精神病患者、长

期孤独症患者、吸毒者甚至自杀者等。所以，大学生产生自

杀意图也是他们应对社会失范困境的一种方式。

（三）挫折攻击理论

在越轨社会学中，挫折攻击理论是第一个较完整的攻击

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挫折可以导致个人较“强硬”或“有

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却不一定是攻击行为。美国心理学

家索尔·罗斯茨韦克（Saul Rosenzwenig）认为在挫折的情况

下，由于引起挫折的障碍因素不同，个人会有三种反应 ：外

罚性反应、内罚性反应和无罚性反应。其中，内罚性反应是

指把挫折引起的愤怒情绪向自己发泄，对自己进行谴责、虐

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从自己身上寻求引起挫折的原因，

会因此产生程度不同的内疚感，受到良心谴责，极端情况下

个人会产生抑郁状态，以至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产生自杀想法的原因中家庭不和睦

占 15.4%、失恋占 19.2%、患重病 11.5%、名誉受到诋毁占

7.7%，这些都是大学生所最常遇到的挫折。由于大学生的处

理挫折和危机的经验较缺乏，抗挫折能力较差，再加上其他

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他们很有可能选择内罚性的应对方式。

选择内罚性的应对方式，他们就会从自身寻求引起挫折的原

因，极端情况下会产生抑郁情绪，以至产生自杀意念。本次

的调查也显示在曾有过自杀者中患抑郁症的比率是相当大

的，占其总人数的 48.1%，接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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