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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充市中学生的心理求助状况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ꎬ为中学生心理问题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

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南充市 ６ 所中学的 ２ ２１９ 名在校学生ꎬ运用自编问卷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问卷评定中学生的求助

状况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ꎮ 结果　 中学生遇到心理困惑时ꎬ仅 ２２.８％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ꎬ６２.９％寻求非专业心理援助ꎬ
１４.３％谁也不愿意找ꎻ仅 ３.８％的学生曾寻求过专业心理援助ꎮ 女生在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男生( ｔ
＝ －５.５２~ －３.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学生在求助态度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均高于不愿意者( ｔ ＝ －８.３１
~ －３.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初中生的自我认知、信任性和求助态度总分高于高中生( ｔ＝ ２.１９~ ４.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南充

市中学生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意愿较低ꎬ男生和高年级学生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更消极ꎮ 需加强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ꎬ提升专业心理求助的积极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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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调查发现ꎬ我国中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

４８.７％ꎬ行为问题检出率为 １２.９％[１－２] ꎻ焦虑情绪检出

率为 １６.１％ꎬ抑郁情绪检出率高达 ４５.５％ꎬ有 ２０.７％的

人存在自杀意念ꎬ３. ９６％ 在过去 １ 年里有自杀未遂

史[３－４] ꎮ 心理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中学生的学习ꎬ而且

对生活和健康成长也带来巨大危害ꎮ
当中学生出现心理行为问题时ꎬ寻求专业心理帮

助可有效减轻危害程度[５] ꎮ 专业的心理帮助指从事

心理健康工作的心理咨询师、健康专家等专业人士提

供的帮助[６] ꎮ 但实际大多数青少年更愿意向父母和

同伴等非专业人士求助ꎬ而非专业人士提供的心理帮

助的有效性较有限ꎬ不利于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康

复[７] ꎮ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指个体遇到心理行为问题

时对寻求专业心理帮助的一种内在反应倾向ꎬ对个体

的求助愿意具正向预测作用[８] ꎮ 本研究调查南充市

中学生的心理求助状况及专业心理求助态度ꎬ以便为

中学生更有效的心理行为问题干预措施的提出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ꎬ随机抽取南充市 ６ 所

中学(教学水平强、中、弱的初、高中各 １ 所)ꎬ再随机

整群抽取每所学校每个年级 ２ 个班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４００ 份ꎬ回收

有效问卷 ２ ２１９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２.５％ꎮ 其中男生

９９４ 名ꎬ女生 １ ２２５ 名ꎻ初中生 １ １３６ 名ꎬ高中生 １ ０８３
名ꎻ城市学生 ８７６ 名ꎬ小城镇学生 ８０９ 名ꎬ农村学生

５３４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５.２４±１.８９)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内容包括所在学校、年
级、班级、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状况、学
校状况ꎬ心理求助状况包括自编心理求助倾向性条目

(包括专业心理援助ꎬ如学校心理咨询人员、医院心理

医生等心理卫生专业人员的帮助ꎻ非专业心理援助ꎬ
如老师、家长、同学、朋友等非专业人员的帮助ꎻ谁也

不找) [９]和既往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状况等条目ꎮ
１.２.２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问卷(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ｅｅ￣
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ｌｐ Ｓｃａｌｅꎬ ＡＴＳＰ￣
ＰＨＳ) [１０] 　 由 Ｆｉｓｃｈｅｒ 等(１９７０)编制ꎮ 量表共 ２９ 个条

目ꎬ分为自我认知、污名容忍程度、人际开放性及信任

性 ４ 个维度ꎮ 该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ꎬ从 １“非常不同

意”到 ５“非常同意”ꎬ总分越高表明寻求专业性心理

帮助的态度越积极ꎮ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８３ꎬ５ ｄ、４ 周和 ６ 周后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０.８６ꎬ０.８２
和 ０.７３ꎬ同时也具有良好的效度ꎮ
１.３　 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培训ꎬ统一

调查指导语和调查方法ꎮ 要求调查员掌握各项调查

内容的标准ꎮ 调查时以班级为单位ꎬ利用自习课时间

开展调查ꎮ 调查员先讲解调查目的、问卷填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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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ꎬ并告知中学生本调查为自愿参与ꎬ对同意

接受调查且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对象开展调查ꎬ问卷所

收集资料将全部保密ꎮ 问卷填写完整后ꎬ由调查员现

场统一收回问卷ꎮ
１.４　 统计方法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录入数据ꎮ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ｔ 检验、χ２ 检验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心理求助状况　 中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惑

时ꎬ仅 ５０５ 人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ꎬ占 ２２. ８％ꎻ有

１ ３９７人表示仅想从非专业心理援助处获得心理帮助ꎬ
占 ６２.９％ꎻ还有 ３１７ 人遇到心理问题时谁也不愿意找ꎬ
占 １４.３％ꎮ 女生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比例略高于

男生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７３ꎬＰ ＝ ０.１０)ꎬ初中生

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比例(２３.９％)略高于高中生

(２１.６％)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６０ꎬＰ ＝ ０.２１)ꎮ 初

中生中初二学生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比例略高

于初一和初三学生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９８ꎬＰ ＝
０.１４)ꎻ高中生中高二学生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比

例略高于高一和高三学生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４７ꎬＰ ＝ ０.７９)ꎮ 见表 １ꎮ 目前仅 ８６ 人曾寻求过专业

心理援助ꎬ占 ３.８％ꎬ其中男生 ４２ 名ꎬ女生 ４４ 名ꎬ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５９ꎬＰ＝ ０.４４)ꎮ
２.２　 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　 女生专业心理求助

态度总分和各因子得分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遇到心理困惑时愿意寻求专业

心理援助的学生在求助态度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均

高于不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初中生在自我认知、信任性和

求助态度总分高于高中生ꎬ高中生的污名容忍程度得

分高于初中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级中学生寻求心理援助倾向性分布

性别与年级 人数 非专业心理援助 专业心理援助 谁也不找
性别 男 ９９４ ６４０(６４.４) ２１０(２１.１) １４４(１４.４)

女 １ ２２５ ７５７(６１.８) ２９５(２４.１) １７３(１４.１)
年级 初一 ３９９ ２５２(６３.２) １００(２５.１) ４７(１１.８)

初二 ３５０ ２０９(５９.７) ９２(２６.３) ４９(１４.０)
初三 ３８７ ２４９(６４.３) ７９(２０.４) ５９(１５.２)
高一 ３９２ ２５４(６４.８) ８１(２０.７) ５７(１４.５)
高二 ３５２ ２２６(６４.２) ８０(２２.７) ４６(１３.７)
高三 ３３９ ２０７(６１.１) ７３(２１.５) ５９(１７.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不同组别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自我认知 污名容忍程度 人际开放性 信任性 求助态度总分
性别 男 ９９４ ２４.４６±３.７６ １７.１４±２.４８ ２３.０７±３.７１ ２９.１９±４.９０ ９３.８６±１１.１１

女 １ ２２５ ２５.２１±３.８０ １７.５５±２.３０ ２３.８８±３.５７ ２９.８２±４.６１ ９６.４７±１０.９９
ｔ 值 －４.６９ －４.０３ －５.２１ －３.１１ －５.５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是否愿意寻求专业 否 １ ７１４ ２４.５９±３.７９ １７.２６±２.４１ ２３.３７±３.６３ ２９.０９±４.７０ ９４.３２±１０.９６
　 心理援助 是 ５０５ ２５.８２±３.６８ １７.７１±２.３０ ２４.０３±３.７０ ３１.０６±４.６１ ９８.６３±１１.０２

ｔ 值 －６.４３ －３.７１ －３.５７ －８.３１ －７.７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学段 初中 １ １３７ ２５.１８±４.０８ １７.１８±２.５５ ２３.４５±４.０１ ３０.００±５.１４ ９５.８０±１２.３３
高中 １ ０８２ ２４.５５±３.４６ １７.５６±２.２０ ２３.６０±３.２３ ２９.０７±４.２５ ９４.７８±９.６７

ｔ 值 ３.８９ －３.７６ －０.９５ ４.６５ ２.１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３４ ０.００ ０.０３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在遇到心理困惑或心理问题时ꎬ仅
有 ２２.８％的中学生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ꎬ６２.９％的

中学生仅愿意从父母、朋友等非专业人士处获得心理

援助ꎬ还有 １４.３％的中学生遇到心理问题时不愿意寻

求任何人的帮助ꎮ 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倾向性概率

较徐伏莲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低ꎮ 本调查还发现ꎬ既往仅

有 ３. ８％ 的中学生曾寻求过专业心理援助ꎬ较孙玮

等[１２]的调查结果低ꎮ 可能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致有关ꎬ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会出现学校对心理健

康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不一致的情况[１３] ꎬ致使学生

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存在很大差异ꎮ 提示

尚需加强本地区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宣传的力度ꎬ提

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意识ꎮ
研究指出ꎬ出现心理问题后是否寻求专业心理援

助其态度是关键影响因素[１４] ꎮ Ｆｉｓｃｈｅｒ 等[１５] 的研究指

出ꎬ心理求助态度对个体的专业求助行为有显著预测

作用ꎮ 本研究也发现ꎬ在心理求助倾向性上选择专业

心理援助的学生ꎬ在求助态度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均

高于不愿意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学生ꎬ也进一步证实

了心理求助态度与专业心理求助行为有明显的关系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女生的专业心理求助态度总

分和各因子得分均高于男生ꎬ说明女生对心理帮助需

要的自我认识状况、对心理健康从业者的信任度、对
耻辱的忍受性和人际开放性均强于男生ꎬ寻求专业心

理援助的态度比男生更积极ꎮ 与文国香[１６] 的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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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ꎬ但与黎艳华[１７]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ꎮ 可能因

选择的样本不同使调查结果存在一定偏倚ꎮ 男生寻

求专业援助的态度没有女生积极ꎬ可能因不同性别有

不同的角色期待ꎬ传统观念要求男性要坚强、勇敢、克
制情感等ꎬ寻求心理援助会被误认为是软弱的表现ꎬ
因此遇到问题时更倾向于自己解决ꎻ而女生常被当做

弱势群体ꎬ是被保护的对象ꎬ依赖性和顺从心较男性

更强ꎬ故在出现心理问题时愿意依靠专家的帮助和指

点ꎬ因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会更积极ꎮ
初中生自我认知、信任性和求助态度总分高于高

中生ꎬ高中生污名容忍程度得分高于初中生ꎮ 提示初

中生对心理帮助需要的自我认识状况和对心理健康

从业者的信任度较高中生高ꎬ在遇到心理问题或心理

困惑时ꎬ寻求专业心理援助的态度也较高中生更积

极ꎬ与崔君红[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推测原因可能与心

理发展有关ꎬ从初中开始ꎬ学生的自尊心、成人感及独

立感的发展水平开始由低年级向高年级呈现逐渐增

高的趋势[１９] ꎻ高中生心智较初中生更成熟ꎬ故在遇到

心理问题时ꎬ虽较初中生对污名的容忍程度更强ꎬ但
更想依靠自己解决问题ꎬ故寻求专业援助的意愿较初

中生低ꎮ
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若未有效解决ꎬ将会对生

活、学习乃至人格完善和心理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

响ꎮ 个体能意识到自己对心理帮助需要的程度和对

心理健康从业者的信任性越高ꎬ寻求心理帮助的倾向

性也会越高ꎮ 当人们懂得的心理卫生学知识越多ꎬ对
心理疾病的认识就会越宽容ꎬ求助的态度也会越积

极[２０] ꎮ 心理健康课能提高个体对专业心理工作人员

的信任性ꎬ提高受试者对自身的评价和对专业心理求

助行为的接纳[２１] ꎮ 建议学校积极给中学生开设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ꎬ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ꎬ提高

学生寻求专业援助的积极性ꎮ 同时ꎬ因中学生的专业

心理求助与父母知晓程度相关[２２] ꎬ而青少年有了心理

行为问题后会更倾向于向父母、同伴求助ꎬ且父母在

青少年由非专业转向专业心理求助的过程中也发挥

着重要作用[６] ꎮ 因此ꎬ应进一步加强对学生家长心理

健康知识的宣讲ꎬ提高家长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

视ꎬ鼓励其在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时积极引导寻求专

业心理援助ꎬ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何健ꎬ孙经ꎬ李凤娟ꎬ等.河南省住校中学生心理健康现况分析

[Ｊ]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３):４３７－４４０.

[２] 　 钟宝亮ꎬ陈红辉ꎬ张建芳ꎬ等.武汉市儿童少年行为问题的检出率

及相关因素[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１１(２４):８３３－８３４.

[３] 　 苏虹ꎬ 王保金ꎬ 陈卉鸣ꎬ等. 中学生抑郁、焦虑情绪的流行特征及

相关因素分析[ Ｊ] .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ꎬ２００２ꎬ１１(２):

１９６－１９８.

[４] 　 吴虹ꎬ 邓剑雄ꎬ 高雪ꎬ等. 深圳市中学生自杀相关行为现况调查

[Ｊ] .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１(１１):１３７３－１３７６.

[５] 　 ＨＡＹＥＳ Ｊ Ａꎬ ＹＯＵＮ Ｓ Ｊꎬ ＣＡＳＴＯＮＧＵＡＹ Ｌ Ｇ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Ｊ] . Ｊ

Ｃｏｌｌ Ｃｏｕｎｓꎬ２０１１ꎬ１４(２):１０５－１１６.

[６] 　 ＲＩＣＫＷＯＯＤ Ｄꎬ ＤＥＡＮＥ Ｆ Ｐ.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 . Ａｄｖ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５ꎬ４(３):１４４６－７９８４.

[７] 　 ＣＨＵ Ｊ Ｐꎬ ＨＳＩＥＨ Ｋ Ｙꎬ ＴＯＫＡＲＳ Ｄ Ａ. Ｈｅｌｐ￣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Ｊ] . Ａｓｉａｎ Ａｍ 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２(１):２５－３８.

[８] 　 ＷＵ Ｃ Ｙꎬ ＬＩＵ Ｓ Ｉꎬ ＣＨＡＮＧ Ｓ Ｓꎬ 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ꎬ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Ｊ] . Ｊ Ｆｏｒｍ Ｍｅｄ Ａｓｓｏｃꎬ２０１４ꎬ１１３( １):３３－

４１.

[９] 　 江光荣ꎬ 夏勉. 心理求助行为:研究现状及阶段－决策模型[ Ｊ] .

心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０６ꎬ１４(６):８８８－８９４.

[１０] 郝志红ꎬ 梁宝勇. 关于寻求专业性心理帮助的态度问卷的修订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７ꎬ１５(１):１－３.

[１１] 徐伏莲ꎬ 钟明洁ꎬ 陈海泉ꎬ等. 江门市中学生抑郁症状与心理求

助现况[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１０):１５００－１５０２.

[１２] 孙玮ꎬ 聂玲ꎬ 常春. 北京市某校高中生抑郁症状及求助现状调查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 ２００９ꎬ３０(９):８２６－８２８.

[１３] 任金杰ꎬ 徐桂云. 经济欠发达地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探索

[Ｊ] .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ꎬ２００７ꎬ２８(１１):９７－９９.

[１４] ＹＡＭＡＷＡＫＩ 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ｖｓ. ｆｅｍｉ￣

ｎｉｎｉ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ｎ￣

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Ｊ] . Ｊ Ｍ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ｕｎｓꎬ２０１０ꎬ３２(２):１５４－１６７.

[１５]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 Ｈꎬ ＴＵＲＮＥＲ Ｊ 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ｈｅｌ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ｃａｌｅ[Ｊ] . Ｊ Ｃｏｎｓ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１９７０ꎬ ３５(１):７９.

[１６] 文国香. 中学生心理求助态度的认知干预研究[Ｄ].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ꎬ２０１５.

[１７] 黎艳华. 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调查研究[ Ｊ] . 社会心理科学ꎬ

２０１２(３):４５－４７.

[１８] 崔君红. 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及其与羞耻感和问题认知的

关系研究[Ｄ].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ꎬ２００３.

[１９] 高一虹ꎬ 陆小娅. 大学生心理帮助与求助方式的性别差异[Ｊ] . 妇

女研究论丛ꎬ２００１(２):９－１６.

[２０]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 Ｌꎬ ＰＥＴＥＲ Ｚ.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

ｎｅｓｓ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ｈｅｌｐ[Ｊ] . Ｂｒ Ｊ Ｇｕｉｄ Ｃｏｕｎｓꎬ１９９９ꎬ２７(１):１２３－１３２.

[２１] 陈玉娥. 高中生寻求专业心理帮助态度的干预研究[Ｄ]. 南昌:江

西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４.

[２２] 吴梦希ꎬ 刘朝莹ꎬ 方晓义ꎬ等. 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与专业心理

求助态度:父母知晓的中介作用[ Ｊ] . 心理科学ꎬ２０１４( １):９４ －

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０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６－０４

５５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第 ３９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