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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中学生精神压力与相对学习成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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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精神压力与学生学习成绩的关系ꎬ为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随机整群

抽取辽宁省 ７ 个地级市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２０ ７１１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精神压力指标包括缺乏安全感、孤独感、学习压

力、失眠、打算出走、尝试出走、离家出走 ７ 项ꎮ 结果　 ７ 项精神压力指标ꎬ男生不同学习成绩间只有缺乏安全感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０.４１)ꎬ其他 ６ 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则是 ７ 项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且
均为学习成绩差者报告率最高ꎮ 打算出走和尝试出走与学习成绩之间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ꎬ随着学习成绩的逐步下

降ꎬ报告率逐步上升ꎮ 结论　 学生精神压力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关联ꎬ应重点关注学习成绩差的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成绩不良ꎻ离家潜逃行为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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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的学习竞争和严酷的升学压力给中学生带

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ꎮ 河南省濮阳市的一项调查表

明ꎬ中学生认为影响自己健康的因素排在前 ３ 位的是

考试成绩不理想(７５.４２％)、精神压力大(６８.７５％)、人
际关系紧张(６２.３９％) [１] ꎮ 宜春市的调查表明ꎬ中学生

亚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有与同学朋友相处差、学习压

力大、对所学科目不感兴趣、家庭经济状况差[２] ꎮ 而

对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表明ꎬ睡眠质量好、早餐质量

好、与同学交往无压力、与他人沟通交往良好、对发展

前景有信心、锻炼情况良好、饮水量较多为亚健康的

保护因素ꎬ而且女生亚健康的发生率较高[３] ꎮ 本研究

通过大样本调查ꎬ分析精神压力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

系ꎬ旨在为学生心理健康维护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在辽宁省选取 ７ 个地级市作

为调查地ꎬ包括沈阳、鞍山、阜新、本溪、丹东、辽阳、盘
锦ꎬ随机选取初中、高中、大学ꎬ整群抽取全体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ꎬ发放问卷 ２５ ７１０ 份ꎬ有效问卷 ２０ ７１１ 份ꎬ
问卷有效率为 ８０.５６％ꎮ
１.２　 方法 　 使用“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

卷” 进行调查ꎬ 分为初中、 高中、 大学 ３ 种不同问

卷[４－５] ꎮ
１.３　 评定标准

１.３.１　 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分为 ７ 个指标:(１)缺乏

安全感ꎬ上下学时感到安全没有保障ꎻ(２)孤独感ꎬ曾
感到孤独ꎻ(３)学习压力ꎬ因为学习压力或成绩问题感

４０７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５



到心情不愉快ꎻ(４)失眠ꎬ曾因为担心某事而失眠ꎻ(５)
打算出走ꎬ曾经想过ꎬ但未实施ꎻ(６)尝试出走ꎬ尝试过

离家出走ꎬ但未成功ꎻ(７)离家出走ꎬ曾经离家出走[４] ꎮ
１.３.２　 自评学习成绩　 根据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过去

１２ 个月里ꎬ与同班同学相比ꎬ你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

如何?”将成绩分成 ５ 级ꎬ１ 至 ５ 级分别对应优良、中等

偏上、中等、中等偏下、差[５]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ＡＳ ９.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 χ２ 检

验和等级相关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不同自评学习成绩学生 ７ 项精神压力指标报告率比较

性别 自评成绩 人数 统计值 缺乏安全感 孤独感 学习压力 失眠 打算出走 尝试出走 离家出走
男 优良 １ ３３１ １２８(９.６２) １６１(１２.１０) ２４６(１８.４８) １３２(９.９２) ３１９(２３.９７) ７３(５.４８) ８７(６.５４)

中等偏上 ２ １８８ １９７(９.００) ２５４(１１.６１) ４４０(２０.１１) １９３(８.８２) ６２６(２８.６１) １０７(４.８９) １０９(４.９８)
中等 ２ ８６２ ２６６(９.２９) ２９８(１０.４１) ５７０(１９.９２) ２６６(９.２９) ８７３(３０.５０) １９５(６.８１) ２１５(７.５１)
中等偏下 ２ ０３１ １８９(９.３１) ２５６(１２.８０) ５５２(２７.１８) ２３８(１１.７２) ７０３(３４.６１) １５２(７.４８) １７５(８.６２)
差 １ ４２４ １５５(１０.８８) ２７２(１９.１０) ４９０(３４.４１) ２２２(１５.５９) ５５０(３８.６２) １５０(１０.５３) ２０１(１４.１２)

χ２ 值 ３.９４ ７６.２３０∗∗ １８１.１０∗∗ ５８.９４∗∗ ７９.４２∗∗ ４４.３５∗∗ ９７.１３∗∗

ｒｓ 值 ０.５０ ０.６０ ０.９０ ０.７０ １.００∗ ０.９０ ０.９０
女 优良 １ ５３６ ８８(５.７３) １７７(１１.５２) ２９２(１９.０１) １４７(９.５７) ４８８(３１.７７) ５４(３.５２) ４９(３.１９)

中等偏上 ２ ８５２ １７１(６.２１) ３１７(１１.１２) ６６２(２３.２１) ２３７(８.３１) ９９４(３３.１０) １２５(４.３８) １０８(３.７９)
中等 ３ ６２５ ２０７(５.７１) ３９２(１０.８１) ８１２(２２.４０) ３３７(９.３０) １ ２５８(３４.７０) １７８(４.９１) １４９(４.１１)
中等偏下 １ ９３２ １２９(６.６８) ２８４(１４.７０) ６０７(３１.４２) ２２８(１１.８０) ８１９(４２.３９) １６４(８.４９) １１０(５.６９)
差 ９３０ ８５(９.１４) ２２３(２３.９８) ３６７(３９.４６) １６４(１７.６３) ４０９(４３.９８) ９３(１０.００) ８６(９.２５)

χ２ 值 １４.７２∗∗ １４６.０１∗∗ ２０９.６４∗∗ ８２.２６∗∗ ７９.３０∗∗ ７８.９０∗∗ ５９.８３∗∗

ｒｓ 值 ０.７５ ０.６０ ０.９０ ０.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合计 优良 ２ ８６７ ２１６(７.５３) ３３８(１１.７９) ５３８(１８.７７) ２７９(９.７３) ８０７(２８.１５) １２７(４.４３) １３６(４.７４)
中等偏上 ５ ０４０ ３６８(７.４０) ５７１(１１.３１) １ １０２(２１.９０) ４３０(８.４９) １ ６２０(３１.１９) ２３２(４.７０) ２１７(４.３１)
中等 ６ ４８７ ４７３(７.３１) ６９０(１０.６１) １ ３８２(２１.３０) ６０３(９.３０) ２ １３１(３２.８０) ３７３(５.８０) ３６４(５.６０)
中等偏下 ３ ９６３ ３１８(８.００) ５４０(１３.７０) １ １５９(２９.２０) ４６６(１１.７１) １ ５２２(３８.４１) ３１６(８.００) ２８５(７.１９)
差 ２ ３５４ ２４０(１０.２０) ４９５(２０.９９) ８５７(３６.４１) ３８６(１６.４０) ９５９(４０.７８) ２４３(１０.２８) ２８７(１２.１９)

χ２ 值 ２０.８０∗∗ ２０４.６９∗∗ ３６８.１５∗∗ １３９.１６∗∗ １３７.１２∗∗ １１６.８４∗∗ １８０.７０∗∗

ｒｓ 值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９０ ０.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０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男女生打算出走尝试出走及离家出走报告率比较

自评成绩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打算出走 尝试出走 离家出走
优良 男 １ ３３１ ３１９(２３.９７) ７３(５.４８) ８７(６.５４)

女 １ ５３６ ４８８(３１.７７) ５４(３.５２) １０８(３.１９)
χ２ 值 ２１.４７２ ６.５３０ １７.６７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中等偏上 男 ２ １８８ ６２６(２８.６１) １０７(４.８９) １０９(４.９８)
女 ２ ８５２ ９９４(３３.１０) １２５(４.３８) １０８(３.７９)

χ２ 值 １１.６３３ ０.７２６ ４.２９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中等 男 ２ ８６２ ８７３(３０.５０) １９５(６.８１) ２１５(７.５１)
女 ３ ６２５ １ ２５８(３４.７０) １７８(４.９１) １４９(４.１１)

χ２ 值 １２.７９１ １０.６８８ ３４.９４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中等偏下 男 ２ ０３１ ７０３(３４.６１) １５２(７.４８) １７５(８.６２)
女 １ ９３２ ８１９(４２.３９) １６４(８.４９) １１０(５.６９)

χ２ 值 ２５.３２１ １.３６２ １２.６７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差 男 １ ４２４ ５５０(３８.６２) １５０(１０.５３) ２０１(１４.１２)
女 ９３０ ４０９(４３.９８) ９３(１０.００) ８６(９.２５)

χ２ 值 ６.６８２ ０.１７３ １２.４５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１　 学生精神压力与学习成绩的相关性　 男生的精

神压力 ７ 项指标中ꎬ缺乏安全感在不同自评学习成绩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４１)ꎬ其他 ６ 项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随着学习成绩的下降ꎬ
男生各项压力指标报告率有逐渐升高的趋势ꎬ计算学

习成绩与每种精神压力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 ｒｓ 值ꎬ并

进行假设检验ꎬ结果显示ꎬ仅打算出走与学习成绩之

间呈正相关ꎮ
随着学习成绩的下降ꎬ女生各项压力指标报告率

有逐渐升高的趋势ꎬ计算学习成绩与每种精神压力之

间的等级相关系数 ｒｓ 值ꎬ并进行的假设检验结果显

示ꎬ打算出走、尝试出走和离家出走与学习成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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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呈正相关关系(Ｐ 值均<０.０５)ꎮ 学习成绩差的女生

７ 项精神压力指标报告率均最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女生合计的 ７ 项精神压力指标不同自评学习

成绩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随着

学习成绩的下降ꎬ各项压力指标报告率有逐渐升高的

趋势ꎬ计算学习成绩与每种精神压力之间的等级相关

系数 ｒｓ 值ꎬ并进行假设检验ꎬ结果显示ꎬ打算出走和尝

试出走与学习成绩之间呈正相关ꎬ随着学习成绩的下

降ꎬ报告率呈上升趋势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学生离家出走情况　 不同自评学习成绩男生和

女生比较ꎬ男生打算出走的报告率均低于女生ꎬ而真

正离家出走的报告率均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３　 讨论

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发育、人格形成及心

理健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６] ꎮ 学习成绩差的学生ꎬ
父母通常管教过严、惩罚过多ꎬ而关心、理解和支持不

够[７] ꎮ 本调查表明ꎬ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存在着更多的

精神压力ꎬ提示学业不良易于导致家长不良的教养方

式ꎬ进而导致一系列精神压力ꎮ
当前盛行应试教育ꎬ家庭、学校和社会过分重视

孩子的学习成绩[８] ꎮ ２００６ 年长春市初中生存在学习

压力的占 ５５.５％ꎬ且考试成绩排名越靠后的学生学习

压力越大[８] ꎮ 本调查表明ꎬ学习成绩差的男生、学习

成绩差和中等偏下的女生ꎬ学习压力的报告率较高ꎮ
持续、过大的学习压力会导致多方面的问题ꎬ如学习

时易注意力分散、理解力下降、记忆力减弱ꎬ同时学习

的毅力与恒心、果断性、自信心以及耐受挫折的能力

都会降低ꎬ在情绪方面会导致疲劳增加以及忧郁、焦
虑和悲伤等情绪增多[９－１０] ꎮ 有研究表明ꎬ学习压力与

强迫、敌对、人际关系紧张、焦虑、抑郁、适应不良、情
绪不平衡、心理不平衡等相关[８] ꎮ

产生学习压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ꎬ最主要的来源

是家庭期望ꎬ主要包括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父母的

管教方式[８－９] ꎮ 因此ꎬ若要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ꎬ建立

民主的家庭气氛非常重要[８] ꎮ 有调查表明ꎬ男生在安

全感方面优于女生[１１] ꎮ 本调查结果也是如此ꎬ即在缺

乏安全感方面ꎬ男生不同自评学习成绩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ꎻ而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且学习成绩差

的女生报告率较高ꎮ
人的需要包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

实现ꎬ其中安全需要指个体希望获得稳定、安全、秩

序、保障ꎬ免受恐吓、焦虑混乱的需要[１２] ꎮ 安全感是心

理健康的基础ꎬ有了安全感才能有自尊和自信ꎬ才能

发掘自身的潜力ꎬ才能更好地与他人建立信任的人际

关系[１２－１３] ꎮ 现代人缺乏归属感ꎬ经常体验到孤独和不

安全[１２] ꎮ 家长教养方式越理性、越温和ꎬ孩子安全感

水平越高[１３] ꎮ 孩子从父母那里没有得到足够的爱ꎬ或
者父母采用鄙视、讥讽和羞辱的教养方式ꎬ均会产生

不良的影响[１２] ꎮ 打骂会给孩子带来恐惧和焦虑ꎬ使得

孩子缺乏对人际交往的信任和安全感[１３] ꎮ 学习成绩

好的学生容易获得家长的温暖理解ꎻ学习成绩差的学

生父母提供的情感支持较少ꎬ而过度惩罚、过分干涉、
消极评价等教养行为较多[１４] ꎬ就容易缺乏安全感ꎮ

女生对周围环境及人际关系比较敏感ꎬ更易于产

生孤独感[１５] ꎮ 孤独感在中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ꎬ２０１１
年河南省较重和严重孤独感者多达 １３.７％[１５] ꎬ沈阳市

有 １６.２６％的中学生处于高孤独状态[６] ꎮ 学业不良儿

童的孤独感显著高于一般儿童[１５－１７] ꎬ与本调查结果

一致ꎮ
学习成绩差的儿童孤独感与父母温暖理解呈负

相关ꎬ与父母的惩罚严厉、拒绝否认呈正相关[６ꎬ１６] ꎮ 学

习成绩差的儿童因为学业成绩不理想ꎬ可导致父母焦

虑ꎬ容易引发父母采用严厉惩罚、拒绝否认、过分干涉

等不当教养方式ꎬ使孩子得不到归属和爱的需要ꎬ易
于忧虑、不合群、孤僻ꎬ就会感到无助、孤独[７ꎬ１６－１７] ꎮ 学

业不良儿童在学校得不到老师、同学的认可ꎬ则更需

要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理解和关怀ꎬ如果父母使用

严厉惩罚的教养方式ꎬ就会使孤独感更加强烈[１６] ꎬ进
而产生自卑感ꎬ不愿与人交往ꎬ经常处于孤独、焦虑的

情绪状态之中[７] ꎮ 长期或严重的孤独感可能引发挫

折感、寂寞感和躁狂感[１５] ꎮ 有研究显示ꎬ孤独感与焦

虑、抑郁、自杀等心理行为问题呈正相关[１５] ꎮ
本调查表明ꎬ学习成绩差的学生ꎬ失眠的报告率

较高ꎮ 哈尔滨市 ２００８ 年中学生睡眠问题检出率为

２６.１％[１８] ꎻ江西省宜春市对高中生的调查表明ꎬ 有

７７％的学生认为睡眠好坏对学习成绩有较大的影

响[１９] ꎮ 可见学习成绩与睡眠有着密切关联ꎮ 学习负

担重使学生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ꎬ不能按

时入睡ꎬ使得睡眠时间减少、睡眠质量下降ꎬ导致记忆

力和注意力下降、上课打瞌睡和全身疲倦感ꎬ降低了

学习效率[１８] ꎮ 睡眠不足的学生易出现情绪低落、压
抑、焦虑、急躁等表现ꎬ继而影响睡眠ꎬ导致入睡困难ꎬ
形成恶性循环[２０] ꎻ相反ꎬ睡眠好ꎬ则上课注意力集中ꎬ
学习效率高ꎬ节省学习时间ꎬ学习压力小ꎬ成绩也会相

对较好ꎬ从而保证睡眠时间充足ꎬ睡眠效率较高[１９] ꎮ
总之ꎬ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在学校中会经历更多压力ꎬ
焦虑水平比一般儿童高ꎬ并与睡眠问题有关[１７] ꎮ

本调查发现ꎬ随着学习成绩的下降ꎬ学生打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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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报告率逐渐上升ꎮ 在班级学习成绩排位靠后的

学生ꎬ其父母所提供的情感支持较少而过度惩罚、过
分干涉、消极评价等教养行为较多[１４] ꎬ也得不到教师

的尊重和同伴的接纳ꎬ导致负性情绪较多ꎬ心理压力

较大ꎬ离家出走的意念与行动较多ꎮ
有调查表明ꎬ女生的离家出走意念明显高于男

生ꎬ但真正出走的报告率低于男生[２１－２３] ꎮ 本调查的结

果也是如此ꎮ 主要与青春期男、女生在生理及心理方

面的差异以及社会因素有关ꎮ 学生出走后ꎬ没有经济

来源ꎬ缺乏社会经验ꎬ常会遭受到侵害[２１] ꎮ 国外的一

项调查表明ꎬ无家可归与离家出走的儿童ꎬ约 ５０％遭

受过身体伤害ꎬ约 ３３％遭受到性侵犯[２４] ꎮ 因此ꎬ女生

离家出走的风险、后果严重性明显高于男生ꎬ这是女

生离家出走明显低于男生的一个原因ꎻ而男生冒险、
冲动的特质在童年早期就开始发展ꎬ至青春期得以不

断强化[２５] ꎬ导致尝试出走与离家出走的发生率增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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