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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学习倦怠状况及三者间的关系ꎬ为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

学习提供参考ꎮ 方法　 使用学习倦怠量表、学习应激事件量表、学习自我效能感量表ꎬ对大理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农牧学院、云南民族大学 ８ 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 １ １１９ 名

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测量ꎮ 结果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及学习倦怠处于中等水平ꎬ但“学习困难”特点

明显(５３.４％)ꎮ 学业能力效能总体上表现为低年级高于高年级(Ｐ<０.０５)ꎬ城市和农村生源在能力效能感上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ｔ ＝ ３.０３ꎬＰ<０.０１)ꎬ医科专业学生行为效能感低于其他专业(Ｐ<０.０５)ꎮ 学习倦怠各维度在性别、年级、生源地及专业

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ｔ ＝ ２.４２~ ５.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学习压力、能力效能正向预测情绪低落

(β 值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行为效能感负向预测情绪低落(β ＝ －０.５８ꎬＰ<０.０１)ꎻ能力效能、行为效能负项预测行

为不当和成就感低(β 值分别为－０.１２ꎬ－０.５４ꎻ－０.５７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

及学习倦怠中等ꎮ 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对学习倦怠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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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习一直都是教育者和研究

者关注的焦点ꎬ研究者对学业不够理想原因、提高的

途径等进行了诸多探索ꎬ但对影响学习的学习压力、
学业效能感及学习倦怠等心理因素的研究不够丰

富[１－３] ꎮ 而学习倦怠、学习压力及学业自我效能感是

影响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因素[４－５] ꎮ 为探究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学习压力、学习自我效能、学习倦怠现状及其

相互关系ꎬ为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实证依据ꎬ笔者进行

了本次研究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
西 ５ 省民族聚居区高校或内地民族院校ꎬ样本取自大

理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大学农牧学院、云
南民族大学 ８ 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ꎮ 共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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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１ ３７４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１１９ 份ꎮ 样本来自 ４０
个少数民族ꎬ按各民族人数所占比例从大到小排在前

５ 位的是藏族、维吾尔族、壮族、哈萨克族、土家族ꎮ 样

本涵盖文、理、工、农、医及术科(艺术、体育)六大类专

业ꎬ文、理科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２.４％ꎬ３７.３％ꎬ其他 ４ 类

专业所占比例均衡ꎬ在 ４.３％ ~ ５.５％之间ꎬ符合样本选

取院校专业设置比例ꎮ 年级分布中ꎬ大一所占比例为

４７.７％ꎻ考虑大四即将毕业ꎬ为保证样本有效性仅选取

７.４％ 的被试ꎻ 因医科大五本科生实习ꎬ 采集少量

(０.５％)样本人数ꎻ大二、大三比例大致均衡ꎮ 性别上ꎬ
女生占 ６９.３％ꎬ男生占 ３０.７％ꎬ符合取样高校女生较多

的现状ꎮ
１.２　 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开始调查ꎮ 采用测验法、
文献法、访谈法进行ꎬ以测验法为主ꎮ 问卷统一发放ꎬ
统一收回ꎬ测试经知情同意后以无记名方式进行ꎮ
１.２.１　 学习压力量表　 借鉴已有研究做法ꎬ学习压力

以近期正在经历的“生活事件”为指标ꎬ各题取自中国

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６] 中与学习直接有关的 １６ 个事

件ꎬ组成独立的学习压力量表ꎮ 每题按近 ２ 个月内

“有”或“无”相关经历分别计分为 １ 或 ０ꎬ量表单个被

试总最高分为 １６ꎬ最低分为 ０ꎬ总分越高表明学习压力

越大ꎮ 已有研究以各题与问卷总分相关的方法进行

信度检验ꎬ信度尚可[６] ꎮ
１.２.２　 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　 由梁宇颂等对 Ｐｉｎｔｒｉｃｈ
等(１９９０)编制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修订而成ꎬ分为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２ 个维

度[７] ꎮ 能力效能指个体对自己是否具有顺利完成学

业、取得良好成绩等能力的主观认知ꎻ行为自我效能

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采取合适方法达到学习目

标的主观判断ꎮ 共 ２２ 个题目ꎬ各题为 １ ~ ４ 分 ４ 级评

分ꎬ分数越高ꎬ某方面效能感越强ꎮ 量表 α 信度系数

为 ０.８９ꎮ
１.２.３　 学习倦怠量表 　 采用连榕等修编的学习倦怠

量表[１] ꎮ 该量表是在 Ｍａｓｌａｃｈ 的倦怠量表基础上本土

化修订而成ꎬ是目前国内使用最广的学习倦怠量表ꎮ
量表包含情绪低落、行为不当、成就感低 ３ 个维度ꎮ 情

绪低落指兴趣下降、心情失落、沮丧低迷等情绪特征ꎻ
行为不当指学习中出现的不适宜举动如迟到早退、逃
课、不写作业等ꎻ成就感低指很少体验到成功感和满

足感ꎮ 共 ２０ 道题目ꎬ各题采用 １ ~ ５ 分 ５ 级评分ꎬ分数

越高ꎬ学习倦怠程度越高ꎮ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０.８７ꎬ分半信度系数为 ０.８８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因素线性回归

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

习压力平均分为 ６.２８ 分ꎬ中位数和众数均为 ６.００ 分ꎮ
６ 分以下样本占 ５４.２％ꎬ７ 分以下占 ７０.０％ꎮ 各题选择

比例排在前 ３ 位的是按时上课、学习内容加深、学习方

式变化ꎮ 可以认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不大ꎬ处
于中等偏低水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应激事件报告率(ｎ ＝ １ １１９)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不喜欢专业 ２８５(２５.５) 重修或考试 ３０９(２７.６) 须按时上课 １ ０３６(９２.６) 准备出国考试 １３５(１２.１)
学习方式变化 ６７９(６０.７) 转系 ６２(５.５) 学习内容加深 ９１９(８２.１) 学习内容单调 ４３３(３８.７)
学习时间紧 ６２６(５５.９) 准备期末考试 ４８８(４３.６) 学习环境改变 ５９６(５３.３) 学习困难 ５９８(５３.４)
考试失败 ３４６(３０.９) 学习并打工 ２６２(２３.４) 准备考研 ２１９(１９.６) 考试作弊 ４１(３.７)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效能感　 学习能力效能感

和学习行为效能感 ２ 个维度的均值、中位数、众数均在

２.６２分左右ꎮ 选择 ２.５ 及以上分值的累积比例为 ６０％
左右ꎬ但选择“３” 分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２７％和 １８％ꎮ
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效能感总体居中ꎮ

学习能力效能感维度上ꎬ大一与大三、大四ꎬ大二

和大四年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总体上表现为

低年级高于高年级ꎻ行为效能维度的年级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ꎮ 在专业差异方面ꎬ文医、理医之间行为效能

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总体上医科专业学生行为效

能感低于其他专业ꎻ能力效能感的专业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城市生源大学生能力效能感高于农村学生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倦怠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

习倦怠 ３ 个维度均值分别为 ２.８３ꎬ２.９２ꎬ２.７０ 分ꎬ趋近

正态 分 布ꎮ ３ 分 以 上 的 高 分 选 择 中ꎬ 成 就 感 低

(３５.０％) 明显低于情绪低落 ( ４３. ６％) 和行为不当

(５１.６％)ꎮ
对学习倦怠在年级、性别及生源维度上进行比

较ꎬ大一和大二年级学生之间各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ꎬ成就感低在大一和大三年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男生情绪低落维度高于女生ꎬ
成就感低维度低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城市

生源在情绪低落体验上高于农村生源学生ꎬ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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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ꎮ 专业比较发现ꎬ工科和医科学生成就感低

于其他专业(除术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工、医科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学习效能感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能力效能 行为效能
年级 一 ５３４ ２.７０±０.５５ ２.６５±０.３８

二 ２７４ ２.６６±０.５７ ２.６１±０.３６
三 ２１２ ２.５６±０.４９ ２.６０±０.３３
四 ８３ ２.４９±０.５８ ２.６０±０.３７

Ｆ 值 ５.６１０ １.５７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７８

专业 文 ４７４ ２.６５±０.５４ ２.６３±０.３６
理 ４１７ ２.６４±０.５６ ２.６３±０.３８
医 ６２ ２.５７±０.４７ ２.５０±０.２９

Ｆ 值 １.７９８ ２.４００
Ｐ 值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５

生源 城市 ２５０ ２.７４±０.６０ ２.６３±０.３７
农村 ７５２ ２.６１±０.５３ ２.６２±０.３７

ｔ 值 ３.０３０ ０.４７４
Ｐ 值 ０.００３ ０.６３５

　 注: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表 ３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倦怠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年级 一 ５３４ ２.８１±０.８４ ２.８８±０.６４ ２.６１±０.６７

二 ２７４ ２.４３±０.７７ ２.９９±０.６３ ２.７７±０.６８
三 ２１２ ２.８０±０.７５ ２.９５±０.６２ ２.７９±０.６１
四 ８３ ２.７５±０.７５ ２.９１±０.５９ ２.７７±０.６０

Ｆ 值 １.３８１ １.５６３ ４.３９５
Ｐ 值 ０.２３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０２

性别 男 ３３１ ３.０３±０.８１ ２.９７±０.６０ ２.６２±０.７０
女 ７４８ ２.７３±０.７９ ２.９０±０.６５ ２.７２±０.６４

Ｆ 值 ５.４６０ １.５５４ －２.４２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１５

生源 城市 ２５０ ２.９３±０.８１ ２.９５±０.６５ ２.６４±０.６４
农村 ７５２ ２.７９±０.７９ ２.９１±０.６２ ２.７２±０.６６

ｔ 值 ２.４１８ １.０２４ －１.８１０
Ｐ 值 ０.０１６ ０.３０６ ０.０７１

　 注: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２.４　 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及学习倦怠的关系　 表 ４
表明ꎬ学习压力与学习倦怠的情绪低落维度呈正相

关ꎬ学习能力效能感与行为不当、成就感低维度呈负

相关ꎬ学习行为效能感与学习倦怠各维度均呈负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１)ꎮ 学习压力与学业自我效能相关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４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

学业效能感与学习倦怠的相关性( ｒ 值ꎬｎ ＝ １ １１９)

变量 情绪低落 行为不当 成就感低
学习压力 ０.２２∗∗ ０.０４ －０.０４
学习能力效能感 －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５２∗∗

学习行为效能感 －０.１７∗∗ －０.３８∗∗ －０.４１∗∗

　 注:∗∗Ｐ<０.０１ꎮ

　 　 以学习压力、学习效能感为自变量ꎬ以学习倦怠

为因变量ꎬ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ꎮ 结果发现ꎬ学
习压力、能力效能感能正向预测情绪低落ꎬ行为效能

感能负向预测情绪低落ꎮ 能力效能、行为效能负向预

测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大学生学习压力学业效能感

与学习倦怠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８８７)

因变量 预测变量
整体拟合指标

Ｒ２ 值 Ｆ 值 Ｐ 值

回归系数

β 值 ｔ 值 Ｐ 值
情绪低落 学习压力 ０.２９ ２７.３９ <０.０１ ０.０７ ６.５０ <０.０１

能力效能 ０.２２ ３.４７ <０.０１
行为效能 －０.５８ －６.２６ <０.０１

行为不当 能力效能 ０.３９ ５１.９４ <０.０１ －０.１２ －２.４９ ０.０１
行为效能 －０.５４ －７.７４ <０.０１

行为效能 能力效能 ０.５５ １２５.２６ <０.０１ －０.５７ －１２.６６ <０.０１
行为效能 －０.２１ －３.１２ <０.０１

３　 讨论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压力总体处于中等状态ꎬ但
“学习困难”的特点却很明显ꎬ认为自己学习困难的学

生高达 ５４.３％ꎬ认为“学习内容单调”的学生也较多ꎮ
说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上存在比较普遍的问题ꎬ
需要在学习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引起教育者进一步的

思考和改变ꎬ与相关研究结果部分相似[８－１１] ꎮ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居中且稍偏高ꎬ

主观的自我学业能力并不低ꎮ 但随着年级的升高ꎬ能
力自我效能感反而下降ꎬ可能反映出少数民族大学生

学业追求和学校要求均不高ꎬ没有持续地努力和提

高ꎬ自我效能感处于下降趋势ꎮ 其次ꎬ依赖于自身能

力完成学业(如术科)能使效能感提高ꎬ也说明少数民

族大学生存在学习方法及策略积累不够的现象ꎬ同时

与相关研究类似ꎬ也显示出学校教育管理的薄弱环

节ꎬ没有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特点进行设置和教

育[１２－１５] ꎮ
少数民族大学生学习倦怠总体处于中等水平ꎮ

“成就感低”高分值选择比例偏低ꎬ说明学习倦怠多表

现在情绪低落和行为不当 ２ 个方面ꎬ如学习兴趣不高、
不写作业等ꎬ个人学习成就感缺乏的普遍ꎮ 究其原

因ꎬ学校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业要求及其本人的学

业追求均不够高ꎬ即便在目前学业成绩不够理想的情

况下ꎬ少数民族大学生并没有感到学习上的不满足ꎮ
再者ꎬ学习倦怠总体在大二凸显出来ꎬ可能是因为从

高考压力下解放出来ꎬ经过 １ 年的适应和放松ꎬ大二正

是既没有升学目标又没有明确未来的时间段ꎬ因此情

绪、行为或成就感等均出现了明显的倦怠ꎮ 少数民族

大学生学习倦怠在男生、城市生源及困难专业(如工

科、医科)的表现也提示出一定的特殊性ꎬ需要从教育

的各个环节进行梳理ꎮ
从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果看出ꎬ少数民族大学生学

习压力、学习效能感与学习倦怠有密切的关系ꎬ影响

学习积极性ꎮ 提示学业效能感越高ꎬ不当的学习行为

就越少ꎬ成就感也越高ꎬ说明高学业效能感能使学生

自信水平较高、更善于管理自我行为ꎬ从而使学业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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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良好ꎬ良性循环使得倦怠行为减少ꎬ情绪低落也就

越少ꎮ 因此ꎬ教育者可以从学习效能感入手提高少数

民族大学生学习积极性ꎮ 另外ꎬ能力效能感高有可能

会致情绪低落ꎬ这可能是总体学业要求和学生个人要

求的矛盾所致ꎬ一些能力强要求高的少数民族大学生

有着较高的学业追求ꎬ但总体学习氛围的影响和现实

教育状况不能使其满意ꎬ实际要求与个人要求不符

合ꎬ因而产生了负面情绪ꎬ也提醒相关教育者重视这

一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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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研究显示ꎬ童年期不良经历与成年期抑郁密

切相关ꎬ近期不良生活事件(如丧亲或患重大疾病)部

分参与了对成年期抑郁症的调节[１０] ꎮ 而本次研究未

发现大学生上大学后的挫折经历与抑郁症有关ꎬ可能

与本次调查的近期不良生活事件(如学业不佳、不适

应学校生活等)导致的社会心理应激相对较轻有关ꎮ
本次研究中ꎬ３７.２％的大学生有童年期不良经历ꎮ

Ｖａｎ Ｄｅｒｖｅｇｔ 等[１１] 对被收养者的调查显示ꎬ被收养者

即使已经脱离了以前不良的生活环境ꎬ但由于童年期

不良经历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功能、脑功能以及自

身调节能力的正常发展ꎬ童年期不良经历还是会对他

们的心理精神健康产生危害ꎮ 因此ꎬ必须积极关注有

童年期不良经历的大学生ꎬ给予一定的心理辅导和社

会支持ꎬ提高其心理韧性ꎬ预防或减少其出现抑郁情

绪ꎮ 同时ꎬ家庭、社会和学校应联合起来ꎬ早期避免儿

童创伤经历ꎬ对有童年期不良经历者进行早期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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