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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学习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状况ꎬ为改善学习困难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

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北京市 １１ 所公立普通初中初一、初二年级全体在籍学生共 ５ ７８７ 名作为调查对象ꎮ 采用自行

设计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ꎬ了解学生学习困难和心理健康状况ꎮ 结果　 有 １１.６％的学生自我

报告有学习困难ꎬ其中数学推理困难和数学计算困难的学生占比较高ꎬ分别为 ４４.１％和 ４０.７％ꎮ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报告

率为 ３８.３％ꎮ １０ 个因子平均分排名前 ４ 位的分别是强迫症状(２.１９±０.７７)分、学习压力(２.１７±０.９９)分、情绪不稳定(２.０９±
０.９０)分、焦虑(２.０７±１.０８)分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与非学习困难学生相比ꎬ自我报告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

健康状况较差(ＯＲ＝ １.４７)ꎬ且学习困难与心理健康大多数因子相关ꎬ不同的学习困难类型与不同的心理健康因子相关ꎮ 结

论　 与非学习困难学生相比ꎬ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ꎮ 应大力加强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帮扶工作ꎬ提高心

理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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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困难指一种或多种基本心理过程障碍ꎬ包括

语言使用、说话、书写ꎬ以上障碍使人在听、想、读、写、
拼写ꎬ或数学计算等活动中表现出不完整的能力[１] ꎮ
青少年儿童学习困难是家庭和社会非常关心和重视

的问题ꎬ已引起国内外教育界、医学界、心理学界和社

会学界的广泛关注[２] ꎮ 据估计ꎬ我国中学阶段的学习

困难学生约占总数的 １０％左右[３] ꎬ是困扰初中生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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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问题之一ꎮ 学习困难导致学生学习成绩落后ꎬ在一

定程度上对学生的心理健康、个性品质与行为产生严

重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学习困难学生作为一个异质群

体ꎬ比一般学生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ꎬ有的甚至

高达 ７ 倍之多[４] ꎮ 若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的干

预措施ꎬ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ꎮ «“健康中

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５]提出ꎬ要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建设和规范化管理ꎬ加大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

和干预力度ꎮ 本研究以北京市初一、初二年级学生为

调查对象ꎬ分析自我报告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ꎬ从而为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干预对策的

制定提供参考ꎬ并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循证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采用随机

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北京市 １６ 个区县的公立普通初中随

机抽取 １１ 所学校作为调研学校ꎬ其中城区 ５ 所ꎬ县区

６ 所ꎬ各校初一、初二年级全体在籍学生参与调查ꎬ共
回收问卷 ５ ７８７ 份ꎬ有效问卷 ５ ７８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其中男生 ３ ０１３ 名ꎬ女生 ２ ７７４ 名ꎻ汉族学生

５ ３２９名ꎬ少数民族学生 ４５８ 名ꎻ初一年级 ３ １４３ 名ꎬ初
二学生 ２ ６４４ 名ꎮ 平均年龄(１３.５７±２.７７)岁ꎮ 本研究

通过 北 京 大 学 伦 理 委 员 会 的 批 准 ( 批 准 号:
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８０９３)ꎮ 现场调研遵循知情同意、自愿

参与、匿名调查的伦理学原则ꎮ
１.２　 方法　 问卷为电子问卷ꎬ包括调查对象一般人口

学特征(性别、年龄、民族、年级、家庭住址、是否独生

子女、是否留守等)ꎬ学习困难情况ꎬ心理健康水平等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６ꎬＫＭＯ 检验系数为０.９８ꎬ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１.２.１　 学习困难 　 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确定学习困

难学生ꎬ问卷中涉及 ２ 道题目:(１)认为自己的智商在

同学中处于什么水平? 选项为偏低、正常、偏高ꎮ (２)
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处于什么水平? 选项

为较低、中等、较高ꎮ 同时使用以下题目确定学生学

习困难的类型:在文字阅读能力 / 阅读理解能力 / 书面

表达 / 文字书写 / 数字计算 / 数学推理能力方面ꎬ与同

学相比ꎬ认为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选项均为:很
差、较差、中等、较好、优秀ꎮ 根据学生对调查问卷中

相关题目的选择结果ꎬ同时参考有关档案资料及老师

的评价ꎬ确定学习困难学生ꎮ 确定学习困难学生具体

标准如下:(１) 智商在同学中处于正常及以上水平ꎻ
(２)学习成绩在同学中处于较低水平ꎻ(３)学习机会没

有被剥夺ꎻ(４)排除明显的精神疾病及其他严重病史ꎮ

同时具备上述 ４ 个条件被界定为学习困难学生ꎮ 在自

我报告为学习困难的学生中ꎬ在学习困难类型相关题

目中选择“很差”或“较差”选项的学生被界定为相应

类型的学习困难ꎮ
１.２.２ 　 心理健康水平 　 采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ａｌｅꎬ
ＭＳＳＭＨＳ)进行评估ꎮ 该量表由王极盛教授等[６] 编制ꎬ
在国内外被广泛使用ꎬ共 ６０ 个条目ꎬ分为强迫症状、偏
执、敌对、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焦虑、学习压

力、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心理不平衡 １０ 个因子ꎮ 每

个因子包括 ６ 个条目ꎬ均采用 １ ~ ５ 级评分制(“无”计

１ 分ꎬ“轻度”计 ２ 分ꎬ“中度”计 ３ 分ꎬ“偏重”计 ４ 分ꎬ
“严重”计 ５ 分)ꎮ 量表 ６０ 个条目和量表总分的相关

系数为 ０.４０ ~ ０.７６ꎬ表明各条目区分度良好ꎻ１０ 个分量

表重测信度为 ０.７２ ~ ０.９１ꎬ同质信度为 ０.６０ ~ ０.８６ꎬ分
半信度为 ０.６３ ~ ０.８７ꎻ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０.７７ ~ ０.８７ꎬ内容效度比较理想ꎬ可以作为评估中学生

心理健康状况的客观有效的工具[７] ꎮ 依据 ＭＳＳＭＨＳ
的评分标准ꎬ因子分≥２ 分作为有心理问题的界限值ꎮ
其中每个因子的 ６ 个项目得分之和除以 ６ꎬ即为该因

子得分ꎮ 因子分≥２ 分为轻度问题ꎬ≥３ 分为中度问

题ꎬ≥４ 分为偏重问题ꎬ≥５ 分为严重问题ꎮ 总体心理

健康情况为 ６０ 个项目得分之和除以 ６０ꎬ评定方法同

各因子ꎮ
在学校相关领导和班主任的协助下ꎬ以班级为单

位进行集体测试ꎬ由经过培训的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统一指导语ꎬ学生按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匿名

填写ꎬ认真、独立回答每一个问题ꎬ当场作答ꎬ当场回

收和核对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在各校成立子课题组ꎬ在现场开始前

对子课题组成员进行面对面培训ꎬ包括调查目的、内
容和方法ꎬ质量控制方法和技巧ꎮ 数据处理时不做单

卷分析ꎮ 保护调查对象隐私不被侵犯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ꎮ 主要方法为描述性

分析、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学习困难情况 　 ５ ７８７ 名学生中ꎬ有 ６６９
名自我报告有学习困难ꎬ学习困难的发生率为 １１.６％ꎮ
其中在数学计算和数学推理能力方面有困难的学生

较多ꎬ分别占 ４０.７％和 ４４.１％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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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北京市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自我报告学习困难报告率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自我报告

学习困难

文字阅

读困难

阅读理

解困难

文字书

写困难

书面表

达困难

数字计

算困难

数学推

理困难
性别 男 ３ ０１３ ３３５(１１.１) ５８(１.９) ４８(１.６) ４９(１.６) ４６(１.５) ６７(２.２) ５９(２.０)

女 ２ ７７４ ３３４(１２.０) ７１(２.６) ３９(１.４) １０４(３.７) ７８(２.８) ３０(１.１) １７(０.６)
民族 汉族 ５ ３２９ ６１６(１１.６) １１５(２.２) ８０(１.５) １４５(２.７) １１５(２.２) ８７(１.６) ６７(１.３)

少数民族 ４５８ ５３(１１.６) １４(３.１) ７(１.５) ８(１.７) ９(２.０) １０(２.２) ９(２.０)
年级 初一 ３ １４３ ３２５(１０.３) ６９(２.２) ４１(１.３) ６９(２.２) ６０(１.９) ５３(１.７) ４１(１.３)

初二 ２ ６４４ ３４４(１３.０) ６０(２.３) ４６(１.７) ８４(３.２) ６４(２.４) ４４(１.７) ３５(１.３)
家庭住址 农村 ３８０ ５０(１３.２) ７(１.８) ３(０.８) ７(１.８) ９(２.４) ８(２.１) ６(１.６)

城市 ３ ８６０ ４６５(１２.０) １００(２.６) ６９(１.８) １０６(２.７) ８８(２.３) ６６(１.７) ５３(１.４)
城镇 １ ５４７ １５４(１０.０) ２２(１.４) １５(１.０) ４０(２.６) ２７(１.７) ２３(１.５) １７(１.１)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４ １６１ ４５２(１０.９) ９０(２.２) ６０(１.４) ９８(２.４) ７７(１.９) ５９(１.４) ５３(１.３)
否 １ ６２６ ２１７(１３.３) ３９(２.４) ２７(１.７) ５５(３.４) ４７(２.９) ３８(２.３) ２３(１.４)

是否留守 是 ３９０ ５４(１３.８) １２(３.１) ９(２.３) １３(３.３) １２(３.１) ８(２.１) ８(２.１)
否 ５ ３９７ ６１５(１１.４) １１７(２.２) ７８(１.４) １４０(２.６) １１２(２.１) ８９(１.６) ６８(１.３)

合计 ５ ７８７ ６６９(１１.６) １４３(２.５) ２１２(３.７) １６９(２.９) １７０(２.９) ２７２(４.７) ２９５(５.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北京市中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良好率为 ６１.７％ꎬ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为３８.３％ꎬ
其中有轻度心理问题的学生占 ２８.１％ꎬ有中度心理问

题的占 ８.８％ꎬ有重度心理问题的占 １.４％ꎮ 心理健康

量表中 １０ 个因子平均分排名前 ４ 位的分别是强迫症

状(２.１９±０.７７)分、学习压力(２.１７±０.９９)分、情绪不稳

定(２.０９±０.９０)分、焦虑(２.０７±１.０８)分ꎬ且平均分值均

>２ 分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北京市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分布(ｎ ＝ ５ ７８７)

因子　 　 　 　 　 　 　 良好 轻度 中度 重度
强迫　 　 　 　 　 　 　 ２ ３９４(４１.４) ２ ３７６(４１.１) ８５８(１４.８) １５９(２.８)
偏执　 　 　 　 　 　 　 ３ ９７４(６８.７) １ １６３(２０.１) ４６４(８.０) １８６(３.２)
敌对　 　 　 　 　 　 　 ３ ９２２(６７.８) １ ０８６(１８.８) ４９７(８.６) ２８２(４.９)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３ ４９７(６０.４) １ ４７８(２５.５) ６６４(１１.５) １４８(２.６)
抑郁　 　 　 　 　 　 　 ３ ６０３(６２.３) １ ２８３(２２.２) ５６９(９.８) ３３２(５.７)
焦虑　 　 　 　 　 　 　 ３ ３００(５７.０) １ ２７８(２２.１) ７０９(１２.３) ５００(８.６)
学习压力　 　 　 　 　 ２ ８５９(４９.４) １ ６５７(２８.６) ８５２(１４.７) ４１９(７.２)
适应不良　 　 　 　 　 ３ ９７２(６８.６) １ ３５９(２３.５) ３６９(６.４) ８７(１.５)
情绪不平衡　 　 　 　 ２ ９４８(５１.０) １ ７７７(３０.７) ８０３(１３.９) ２５９(４.５)
心理不平衡　 　 　 　 ４ １８１(７２.３) １ １８３(２０.４) ３５１(６.１) ７２(１.２)
总均分　 　 　 　 　 　 ３ ５７０(６１.７) １ ６２８(２８.１) ５１１(８.８) ７８(１.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自我报告有无学习困难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表明ꎬ性别、年
级、是否独生子女、自我报告学习困难、文字阅读困

难、阅读理解困难、文字书写困难、书面表达困难、数

字计算困难、数学推理困难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ｒ 值

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０６ꎬ０.０５ꎬ０.１０ꎬ０.０６ꎬ０.０８ꎬ０.０５ꎬ０.０７ꎬ
０.１０ꎬ０.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家庭住址、是否留守与心

理健康之间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００ꎬ
０.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以心理健康状况为因变量(０ ＝心理健康量表总均

分及各因子均分<２ 分ꎬ１ ＝ 心理健康量表总均分及各

因子均分≥２ 分)ꎬ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为自变量[性别(１ ＝ 男ꎬ２ ＝ 女)、年级(１ ＝ 初一ꎬ２ ＝ 初

二)、家庭住址(１ ＝农村ꎬ２ ＝城市ꎬ３ ＝城镇)、是否独生

子女(１ ＝是ꎬ２ ＝否)、是否留守(１ ＝ 是ꎬ２ ＝ 否)、是否有

学习困难及学习困难类型(１ ＝ 是ꎬ２ ＝ 无)]ꎬ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使用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Ｒ 法将所有影响因

素纳入回归方程ꎬ结果发现ꎬ与非学习困难学生相比ꎬ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ＯＲ ＝
１.４７)ꎬ其中数学推理困难学生较突出(ＯＲ ＝ １.７４)ꎻ女
生、初二年级学生城市和城镇学生非独生子女的心理

健康状况较差ꎮ 在控制其他混杂因素的情况下ꎬ不同

学习困难类型与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ꎬ表明自我

报告学习困难、数学计算困难、数学推理困难、书面表

达困难和阅读理解困难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较大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北京市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５ ７８７)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强迫 数字计算困难 ０.３２ ０.１３ ５.８０ ０.０２ １.３７(１.０６ ~ １.７８)
偏执 数字计算困难 ０.５０ ０.１６ ９.５４ ０.００ １.６４(１.２０ ~ ２.２４)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３１ ０.１１ ８.１７ ０.００ １.３６(１.１０ ~ １.６９)
敌对 数学推理困难 ０.３６ ０.１６ ５.１９ ０.０２ １.４３(１.０５ ~ １.９５)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４６ ０.１１ １７.６１ ０.００ １.５９(１.２８ ~ １.９７)
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 书面表达困难 ０.６５ ０.１７ １４.１９ ０.００ １.９２(１.３７ ~ ２.６９)

数字计算困难 ０.５４ ０.１４ １５.５３ ０.００ １.７１(１.３１ ~ ２.２４)
抑郁 数学推理困难 ０.３７ ０.１６ ５.３６ ０.０２ １.４５(１.０６ ~ １.９８)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５３ ０.１１ ２３.４４ ０.００ １.７０(１.３７ ~ ２.１０)
焦虑 书面表达困难 ０.４３ ０.１９ ５.２８ ０.０２ １.５４(１.０７ ~ ２.２３)

数学推理困难 ０.６１ ０.１６ １４.０４ ０.００ １.８５(１.３４ ~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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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２５ ０.１２ ４.４５ ０.０４ １.２８(１.０２ ~ １.６１)

学习压力 阅读理解困难 ０.５０ ０.１９ ７.２６ ０.０１ １.６５(１.１５ ~ ２.３８)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６１ ０.１０ ３６.２０ ０.００ １.８６(１.５１ ~ ２.２５)

适应不良 数字计算困难 ０.４６ ０.１３ １３.１７ ０.００ １.５８(１.２４ ~ ２.０３)
情绪不平衡 数学推理困难 ０.３６ ０.１７ ４.６０ ０.０３ １.４３(１.０３ ~ １.９７)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５２ ０.１１ ２２.１４ ０.００ １.６８(１.３５ ~ ２.０８)
心理不平衡 数字计算困难 ０.３７ ０.１３ ７.９６ ０.０１ １.４５(１.１２ ~ １.８７)
量表总均分 数学推理困难 ０.５５ ０.１６ １１.９９ ０.００ １.７４(１.２７ ~ ２.３８)

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０.３９ ０.１１ １２.５６ ０.００ １.４７(１.１９ ~ １.８２)
性别 ０.２５ ０.０６ ２０.９５ ０.００ １.２９(１.１６ ~ １.４３)
年级 ０.２６ ０.０６ ２１.８３ ０.００ １.２９(１.１６ ~ １.４４)
城市 －０.４１ ０.１１ １３.７５ ０.０３ ０.６７(０.５４ ~ ０.８３)
城镇 －０.２６ ０.１２ ５.０１ ０.０２ ０.７７(０.６１ ~ ０.９７)
独生子女 ０.１９ ０.０６ ９.８４ ０.００ １.２１(１.０８ ~ １.３７)

３　 讨论
目前ꎬ学习困难已经成为国内外教育界、医学界

和心理学界等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ꎮ 国外研究

显示ꎬ学习困难在学生群体中占有很大比重[８－１０] ꎮ 本

次研究发现ꎬ北京市中学生中自我报告学习困难的比

例为 １１.６％ꎬ与以往国内对初中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３] ꎬ但低于小学生的调查结果(１５.３％) [１１] ꎬ可能与

学习困难的高发年龄段在小学儿童有关ꎮ 说明学习

困难已经成为困扰青少年学生的常见问题之一ꎬ需要

引起足够关注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学习困难类型上ꎬ数学计算和推

理方面困难的学生占比较多ꎬ可见数学困难已经成为

初中生最主要的学习困难类型ꎻ男生在阅读理解困

难、数字计算困难和数学推理困难方面高于女生ꎬ其
他方面则相反ꎬ可能与男女生之间的遗传特征和认知

发展特点有关[１２] ꎮ
本研究中ꎬ北京市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报告率为

３８.３％ꎬ不同程度心理问题均有报告ꎬ高于无锡市ꎬ低
于南充市[１３－１４] ꎬ但与贵阳市和台山市的研究结果类

似[１５－１６] ꎮ 尽管心理问题以轻度心理问题为主ꎬ但也说

明北京市中学生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ꎮ 其中 １０ 个因

子平均分排名前 ４ 位的分别是强迫症状、学习压力、情
绪不稳定、焦虑ꎬ与有关研究结果相似[１４ꎬ１７] ꎮ 说明中

学生学习负担较重ꎬ学习压力已经成为中学生主要心

理应激源ꎬ影响到中学生的心理健康ꎮ 初中生正处于

青春期早期ꎬ是儿童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ꎬ发展极

其复杂ꎬ充满矛盾ꎬ又称心理危机期[１８] ꎬ同时学习任务

较小学阶段增多、难度加大ꎬ会影响学生在学习上的

成就感ꎬ并更多意识到自身智力及能力的局限ꎬ更易

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１９] ꎻ另一方面ꎬ该阶段的学生身

心发展不均衡ꎬ心理易因外界因素而波动ꎬ导致心理

矛盾和冲突ꎬ而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２０] ꎮ 学生的心理

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疏导和解决ꎬ可能导致严重的

心理疾病ꎬ甚至出现自杀等严重后果[２１] ꎬ势必会对青

少年的一生产生不良影响ꎮ 研究表明ꎬ心理健康教育

干预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率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２２] ꎮ 因此ꎬ应大力加强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

理卫生服务工作ꎬ改善心理健康水平ꎮ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自我报告学习困难

及数学推理困难是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ꎬ说明学习困

难学生比非学习困难学生更有可能出现心理健康问

题ꎬ与汪翠兰等[２３－２４] 的研究结果相似ꎮ 其中数学推理

困难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ꎬ可见ꎬ提高学生的数学

学习能力对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至关重要ꎮ 同时ꎬ
性别、年级、家庭住址、非独生子女也是心理健康影响

因素ꎬ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男生差ꎬ与邓厚才等[１５]

结果一致ꎮ 可能与男女生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和发育

的不同特点有关ꎬ也可能是两者养育方式不同所致ꎮ
初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初一学生差ꎬ可能与初二

年级学生的学习压力和任务较初一学生重ꎬ升学压力

大等有关ꎮ 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城市和城镇

学生差ꎬ与刘敏岚等[２５] 的结果一致ꎬ可能与所处的社

区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不同有重要关系ꎮ 非独

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较独生子女差ꎬ与张运生等[２６]

的报告一致ꎬ可能与独生子女的家庭条件较优越ꎬ学
习和竞争的压力较小ꎬ竞争意识薄弱ꎬ社会适应能力

较强有关ꎮ
此外ꎬ本研究发现ꎬ自我报告学习困难与心理健

康的大多数因子相关ꎬ且不同的学习困难类型与不同

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ꎮ 其中最相关的为学习压力、抑
郁、情绪不平衡ꎬ说明初中学习困难学生面临着更大

的学习压力ꎬ长期的成绩低下ꎬ损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ꎬ从而导致低水平的慢性抑郁ꎮ 同时ꎬ学习

困难学生可能经常受到教师和同伴的冷漠和忽视ꎬ与
他们的关系疏离ꎬ使得有些学生对老师、家长和同学

产生敌视、逆反心理ꎮ 以上可共同引起并加剧他们的

强迫症状、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焦虑、抑郁、情绪不

平衡等不良心理状态ꎮ 同时ꎬ心理行为问题同时又会

反过来影响和阻碍学生的学习成绩ꎮ 研究表明ꎬ在学

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得以解决之前ꎬ对其学业

的帮助往往难以奏效[１０] ꎮ 可见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初

中学习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加以重视和及时

矫治ꎬ将使学生不能拥有健康良好的心态面对学业ꎬ
从而影响其学习成绩ꎬ形成恶性循环ꎮ

０５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总之ꎬ初中学习困难学生存在复杂多样的心理健

康问题ꎬ而这些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学生的学习进

步ꎬ阻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ꎮ 因此ꎬ应当将学习困

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服务作为一项重要教

育决策予以统筹考虑ꎮ 除了进行学业技能指导等方

面的帮扶外ꎬ还应特别重视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个性

化综合性心理健康服务ꎬ使其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

学习ꎬ改善学习成绩ꎬ提高整体素质ꎬ促进«“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５]和全人教育方针的真正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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