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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某农林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变迁状况ꎬ为有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

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某高等农林院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 ４４ ６９９ 名新生采用症状自评量( ＳＣＬ－ ９０)进行测评ꎮ 结果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新生的 ＳＣＬ－９０ 总分、总均分及各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该校近 ５ ａ 的新生心理健康水平高于

全国大学生常模( ｔ＝ －１９８.９５９ ~ －７３.９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每年的咨询人数中新生所占百分比呈现上升趋势ꎬ但经 ２０１３ 年后

有所下降ꎻ人际关系、家庭问题和成长困惑是历年新生咨询求助的主要类型ꎬ恋爱问题和职业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是新生求

助的重点ꎻ新生中男生心理健康水平优于女生(Ｐ<０.０１)ꎮ 结论　 该校新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好ꎬ变迁状况总体较为平

稳ꎬ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ꎬ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差异程度和心理问题求助率逐渐增加ꎮ 构建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管理体系

十分必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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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ꎬ其心理素质

作为人才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已引起社会普遍关

注[１] ꎮ 新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ꎬ其思想与

心理特征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ꎬ由于角色的转换、环
境的变迁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困惑[２] ꎮ 高

等农林院校农村生源学生比较多ꎬ心理健康状况有其

特殊性[３] ꎮ 笔者以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为工具ꎬ
以某高等农林院校 ５ 届新生作为研究对象ꎬ调查其心

理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变迁特点ꎬ为有效开展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福建农林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入

学新生ꎬ 共 ５０ ０６９ 名进行症状自评量表测评ꎮ 回收

有效问卷 ４４ ６９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９. ２７％ꎮ 其中男生

２２ ６９６名ꎬ女生 ２２ ００３ 名ꎻ２０１０ 年 ８ ２０７ 名ꎬ２０１１ 年

８ ７６８名ꎬ２０１２ 年 ８ ６０６ 名ꎬ２０１３ 年 ９ ６６４ 名ꎬ２０１４ 年

９ ４５４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 [４] ꎮ 该量表

共 ９０ 个项目ꎬ包含 ９ 个因子ꎬ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
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ꎬ
还有 ７ 个项目(主要涉及饮食、睡眠等方面)未归入任

何因子ꎬ为了分析方便ꎬ列为第 １０ 个因子ꎮ 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标准ꎬ因子均分≥２.０ 分表示有阳性症状ꎮ 实

施心理普查前对主试进行统一培训ꎬ正式施测时以年

级为单位分别测试ꎬ用统一指导语、统一测试软件ꎬ学
生在机房进行上机测试ꎬ后期由专业人员进行数据的

统计处理ꎮ
１.３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ꎬ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ｔ 检
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ꎬ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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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新生 ＳＣＬ－９０ 得分情况 　 由表 １
可知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新生的 ＳＣＬ－９０ 总分、总均分以及

各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１)ꎮ ５ ａ
来ꎬ新生 ＳＣＬ－９０ 的总分的变化总体趋势是缓慢上升

(节点在 ２０１１ 年)ꎬ节点年份总分和总均分的下降与

前一年相比无统计学意义ꎬ但与后一年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５ ａ 来ꎬ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均分除敌对因

子外ꎬ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节点在 ２０１１ 年)ꎬ
上升幅度排在前 ３ 位的是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和

焦虑ꎮ 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均分、总分以及总均分均

与年代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ꎮ 新生的阳性症状检

出率呈现线性上升的趋势ꎮ
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新生 ＳＣＬ－ ９０ 因子分与全国大

学生常模[５]进行比较显示ꎬ新生的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分

均低于全国大学生常模(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某农村大学不同年份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年份 人数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２０１０ ８ ２０７ １.２１±０.３１ １.７３±０.５０ １.５８±０.５０ １.３８±０.４３ １.４１±０.４２ １.３５±０.４１
２０１１ ８ ７６８ １.２１±０.３０ １.７２±０.５０ １.５７±０.４９ １.３８±０.４３ １.４１±０.４１ １.３６±０.４１
２０１２ ８ ６０６ １.２３±０.３４ １.７７±０.５２ １.５７±０.５１ １.３９±０.４５ １.４２±０.４４ １.３７±０.４５
２０１３ ９ ６６４ １.２７±０.３６ １.８５±０.５３ １.６４±０.５４ １.４３±０.４７ １.４８±０.４７ １.４１±０.４６
２０１４ ９ ４５４ １.２６±０.３７ １.８８±０.５６ １.６６±０.５６ １.４４±０.５０ １.４９±０.４９ １.４１±０.４７
合计 ４４ ６９９ １.２４±０.３４ １.８０±０.５３ １.６１±０.５２ １.４１±０.４６ １.４４±０.４５ １.３８±０.４４
Ｆ 值 ６１.９４ １６８.６８ ６７.１１ ３５.１６ ６９.０８ ３２.７５
年份 人数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总分
２０１０ ８ ２０７ １.３２±０.４０ １.４２±０.４２ １.３９±０.３９ １.３７±０.４１ １.４２±０.３５ １２７.３９±３１.５２
２０１１ ８ ７６８ １.３１±０.３９ １.４２±０.４２ １.３８±０.３８ １.３７±０.４０ １.４１±０.３４ １２７.１３±３０.８２
２０１２ ８ ６０６ １.３２±０.４２ １.４１±０.４３ １.３８±０.３９ １.３９±０.４４ １.４３±０.３７ １２８.３６±３３.３５
２０１３ ９ ６６４ １.３６±０.４４ １.４６±０.４６ １.４２±０.４１ １.４３±０.４４ １.４７±０.３８ １３２.６８±３４.５２
２０１４ ９ ４５４ １.３８±０.４６ １.４６±０.４７ １.４３±０.４４ １.４３±０.４５ １.４８±０.４０ １３３.８７±３６.４１
合计 ４４ ６９９ １.３４±０.４３ １.４３±０.４４ １.４０±０.４０ １.４０±０.４３ １.４４±０.３７ １３０.０４±３３.６０
Ｆ 值 ４５.８０ ２７.９９ ３４.４２ ３５.７３ ７５.７０ ８０.７９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表 ２　 某农村大学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与全国大学生常模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大学新生 ４４ ６９９ １.２４±０.３４ １.８０±０.５３ １.６１±０.５２ １.４１±０.４６ １.４４±０.４５ １.３８±０.４４ １.３４±０.４３ １.４３±０.４４ １.４０±０.４０
全国大学生常模 ４ １４１ １.４５±０.４９ １.９８±０.６４ １.９８±０.７４ １.８３±０.６５ １.６４±０.５４ １.７７±０.６８ １.６４±０.５３ １.８５±０.６９ １.６３±０.５４
ｔ 值 －１３３.２１３ －７３.９７３ －１５１.３７３ －１９５.２６８ －９３.１８３ －１８５.７５８ －１４９.９８５ －１９８.９５９ －１２０.８７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性别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由表 ３
可知ꎬ除了偏执和敌对因子外ꎬ女生在其他各因子上

的得分均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３　 大学新生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心理求助情况　 见表 ４ꎮ

表 ３　 某农业大学不同性别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女 ２２ ００３ １.２５±０.３５ １.８１±０.５３ １.６１±０.５３ １.４４±０.４８ １.４８±０.４７ １.３８±０.４３
男 ２２ ６９６ １.２２±０.３２ １.７８±０.５２ １.６０±０.５２ １.３７±０.４４ １.４１±０.４３ １.３９±０.４５
Ｆ 值 １０１.４８ ３５.４９９ ４.０１１ ２７０.４２７ ２５７.０２６ １０.８６８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女 ２２ ００３ １.４０±０.４６ １.４１±０.４３ １.４１±０.４０ １.４２±０.４４ １.４６±０.３８ １３１.６９±３４.２３
男 ２２ ６９６ １.２８±０.３８ １.４５±０.４５ １.３９±０.４１ １.３９±０.４３ １.４３±０.３７ １２８.４４±３２.９０
Ｆ 值 ８６８.０７７ ８４.４３１ １５.１７８ ５３.９４４ １０４.７０６ １０３.８０５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 ４　 某农业大学不同年份新生心理求助问题报告率 / ％

年份 人数 人际关系 学习问题 家庭问题 适应问题 神经症 职业发展 情绪管理 性心理 成长困惑 恋爱问题
２０１０ ２１ ３３.３３ ０ ４.７６ ０ １４.２９ ４.７６ １４.２９ ０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２０１１ ２６ ２４.３２ １６.２２ １６.２２ １６.２２ １８.９２ ８.１１ ５.４１ ０ １８.９２ ８.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７ ３６.６７ １１.６７ １０.００ ８.３３ ６.６７ ６.６７ １６.６７ ０ ２１.６７ ６.６７
２０１３ ３７ ２２.９５ ３.２８ １４.７５ ８.２０ ９.８４ １４.７５ １４.７５ ４.９２ １１.４８ １９.６７
２０１４ ２８ ５２.６３ ７.０２ １５.７９ ０ ５.２６ １７.５４ １７.５４ ３.５１ １７.５４ ５.２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ꎬ每年的咨询人数中新生所占百分

比呈现上升趋势ꎬ但自 ２０１３ 年后有所下降ꎮ
人际关系、家庭问题和成长困惑是历年新生咨询

求助的主要类型ꎬ同时恋爱问题和职业发展方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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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是新生求助的重点ꎮ 适应问题呈现逐年下降的

趋势ꎬ神经症、情绪管理等问题则呈现波动上升的趋

势ꎻ此外ꎬ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新生求助性心理方面的问题逐

渐增多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该校近 ５ ａ 的新生心理健康水平虽

存在差异ꎬ但总体上较为平稳ꎬ波动幅度不大ꎮ 新生

的心理问题咨询求助率却日益增多ꎬ对心理辅导需求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ꎮ 这与王磊、熊燕等[６－７] 的研究结

果一致ꎮ 研究显示ꎬ近 ５ ａ 该校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类型变化不大ꎬ主要集中在人际关系、家庭问题、成长

性困惑方面ꎮ 这一结果得到了国内外一些研究的支

持:陈喆等[８]研究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状

况发现ꎬ新生心理健康问题集中表现在强迫症状、情
绪、人际关系等方面ꎻ而国外的一项研究证明大学生

常见心理问题有适应问题伴抑郁、学习问题、适应问

题伴焦虑、人际关系问题等[９] ꎮ
研究发现ꎬ５ ａ 来该校新生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

呈缓慢下降趋势ꎬ与以往的研究类似[１０] ꎮ 大学新生面

临着从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转变ꎬ生活阅历浅ꎬ社会经

验缺乏ꎬ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ꎬ理想和

现实的落差ꎬ很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ꎬ出现心理矛

盾ꎬ甚至导致严重心理问题ꎮ
研究显示ꎬ５ ａ 来ꎬ该校新生 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分除

敌对因子外ꎬ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节点在

２０１１ 年)ꎬ上升幅度排在前 ３ 位的是强迫症状、人际关

系敏感和焦虑ꎮ 与秦秀清等[１１] 和李伟明[１２] 的研究结

果基本吻合ꎮ 对于焦虑因子上升幅度较大ꎬ一方面可

能同社会发展变化较快ꎬ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

力有关ꎻ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新生对学校和专业的认同

度有关:我国从传统农耕社会快速转变到工业化社

会ꎬ农业的重要性降低ꎬ社会、学生家长和学生对农林

院校存在偏见ꎬ对专业前景也不够了解ꎬ与学生的期

望值有较大落差ꎬ导致学生在入学之初产生较强的焦

虑感ꎮ
５ ａ 来新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变异程度明显增加ꎬ

新生的心理问题不像以前那样趋同ꎬ而是变得更为分

化了ꎬ与相关研究结果相同[１３－１４] ꎮ 该校新生心理健康

分化增大的原因:一是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ꎮ 随着时

代的变迁ꎬ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多元价值观不断碰撞ꎬ
社会矛盾越发凸显ꎮ 同时大学校园也变得越来越自

由和丰富ꎬ很多新生进入大学面临的环境改变ꎬ新的

生活方式ꎬ多样的选择等都或多或少地会出现一些心

理问题ꎻ二是新生个体不同的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应
对方式等也会使其心理健康受到不同程度影响ꎮ 因

此ꎬ该校在开展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时应实行多样

化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ꎬ满足不同类型学生的心理

需求ꎮ
大学新生心理状况的差异在性别上也有体现ꎮ

本研究发现ꎬ男生心理健康状况比女生好ꎬ与相关研

究一致[１５－１６] ꎮ 两性不同的心理生理特点、传统文化中

的性别观念、就业的劣势都可能是造成女大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差于男生的原因ꎮ
针对近年来该校新生心理健康状况分化程度比

较大ꎬ心理健康问题不断增加的状况ꎬ该校应高度重

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ꎬ把其列入大学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ꎬ建立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全方位的心理健康

教育管理体系ꎮ 首先ꎬ在新生入学之初ꎬ开展心理普

查ꎬ建立完备的学生心理档案ꎬ了解新生心理特点和

存在的问题ꎻ其次ꎬ构建集预防、干预、治疗、追踪于一

体的心理健康网络和教育工作制度ꎬ做到早发现、早
干预和早处置ꎻ第三ꎬ根据新生的心理特点开展针对

性强、形式多样、能够满足不同类型新生的心理健康

教育ꎬ从而有效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ꎮ 除此之外ꎬ该
校还根据农林院校的特色ꎬ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

围ꎬ打造富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ꎬ建立了

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心理咨询队伍ꎮ
总之ꎬ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工作时ꎬ既要

在宏观上做好调控又要落实到微观层面的具体实施

上ꎮ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ꎬ不断丰富教育形式ꎬ抓住普

遍ꎬ把握个别ꎬ让新生尽快消除心理冲突ꎬ实现角色适

应ꎬ按自身的特点得到自由、充分、全面的发展ꎮ 同时

构建具有人才培养特色的系统化、全局化心理健康教

育新格局ꎬ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教育管理系统ꎬ把握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时期ꎬ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

方法ꎬ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ꎬ真正保障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ꎬ为社会培养出真正身心健康的人才[１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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