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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式疗法对某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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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山西医科大学管理学院ꎬ太原 ０３０００１ꎻ２.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阅读式疗法对山西医科大学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效果ꎬ为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法　 随机选取山西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 级 １ ９８８ 名大一新生为研究对象ꎬ对 ７３６ 名大学生实施 ３ 个月的阅读式疗法干预ꎬ其余

的 １ ２５２ 名大学生作为对照组ꎬ采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对阅读式疗法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ꎮ 结果　 干预前ꎬ干预组

与对照组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各维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 ３ 个月后ꎬ干预组与对照组各维度得

分ꎬ除躯体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 ｔ＝ －１.３６ꎬＰ>０.０５)ꎬ其余 １１ 个维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干预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ꎮ 对比干预组在干预前后各维度得分ꎬ除依赖( ｔ＝ １.２７ꎬＰ>０.０５)和冲动( ｔ＝ －０.６１ꎬＰ>０.０５)２ 项外ꎬ其余 １０ 个

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干预后得分明显低于干预前ꎮ 结论　 阅读式疗法对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有积极效果ꎮ 但在依赖和冲动方面效果欠佳ꎬ可能与干预时间短、硬件条件不足、干预过程尚不完善等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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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卫生管理与卫生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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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主力军ꎬ承载着家庭

及社会的极高期望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大学生所面临

的学习、情感及就业压力等急剧增加ꎬ交际困难、恋爱

苦恼、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困扰也更加普遍[１－６] ꎮ
阅读式疗法是运用生理学、医学、图书馆学和读者心

理学的原理ꎬ通过帮助读者有针对性地选择读物ꎬ指
导其科学阅读ꎬ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排除心理困扰ꎬ
提高心理素质ꎬ以达到预防和辅助治疗心理问题的目

的[７－９] ꎮ 本研究以某高校 ２０１５ 级大一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ꎬ采用阅读式疗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管

理ꎬ并评估效果ꎬ从而探究阅读式疗法对大学生心理

健康的影响程度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７ 月ꎬ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ꎬ以班级为单位ꎬ选取山西医科大学 ２０１５ 级 ２ ０００
名新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基线调查共发放问卷 ２ ０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９８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９.４％ꎬ其
中男生 ５３３ 名(２６.８％)ꎬ女生 １ ４５５ 名(７３.２％)ꎮ 在后

测阶段ꎬ根据自愿原则ꎬ７３６ 名进入干预组ꎬ１ ２５２ 名为

对照组ꎬ对 １ ９８８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有效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内容　 采用教育部«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

系统»课题组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量表(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ａｌｅꎬＣＣＳＭＨＳ) [１０]

进行调查ꎮ 量表包含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交

退缩、社交攻击、偏执、强迫、依赖、冲动、性心理障碍、
精神病倾向 １２ 个维度ꎬ在国内广泛使用ꎬ信度与效度

良好[１１－１３] ꎮ 该量表采用 ５ 级评分ꎬ对每个题目描述的

症状按出现的频率进行选择(１ ＝没有ꎬ２ ＝ 偶尔ꎬ３ ＝ 有

时ꎬ４ ＝ 经常ꎬ５ ＝ 总是) ꎬ分数越高说明症状越明显ꎮ
量表所测最终结果中ꎬ被调查者得分越高表示其心理

问题越多ꎮ
１.２.２　 干预方法 　 参照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

员会阅读与心理健康分委员会推荐的“大学生常见心

理困扰对症书目”ꎬ由调查员、图书馆馆员、辅导员三

方人员对干预组大学生群体实施阅读式疗法ꎮ 每周

由图书馆馆员对被试组大学生推荐阅读 １ 本书ꎬ阅读

结束后干预组大学生向调查员汇报阅读感悟ꎬ在此过

程中调查员记录被试大学生的心理变化状况ꎮ 干预

时间为 ３ 个月ꎮ
１.２.３　 质量控制　 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ꎬ了解调查目

的ꎬ熟悉干预的过程ꎬ每位调查员负责固定的班级ꎮ
调查表的计分采用统一标准ꎬ在数据录入前对问卷进

行逻辑检查ꎮ 干预前后ꎬ均以班级为单位统一进行问

卷调查ꎬ调查对象匿名独立填写调查问卷ꎬ调查表当

堂收回ꎬ调查人员现场检查问卷ꎬ如发现缺漏项现场

补填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对数据

进行整理与分析ꎮ 得分以均数±标准差( ｘ±ｓ)进行描

述ꎬ采用 ｔ 检验进行组间各维度得分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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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 ＣＣＳＭＨＳ 各维度得分比

较　 干预前ꎬ干预组与对照组在躯体化、焦虑等 １２ 个

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可以进

行后续干预研究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干预后对照组与干预组 ＣＣＳＭＨＳ 各维度得分比

较　 干预后ꎬ干预组焦虑、抑郁、自卑、社交退缩、社交

攻击、性心理障碍、偏执、强迫、依赖、冲动和精神病倾

向各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干预组干预前后 ＣＣＳＭＨＳ 各维度得分比较　 干

预组干预后躯体化、焦虑、抑郁、自卑、社交退缩、社交

攻击、性心理障碍、偏执、强迫和精神病倾向各维度得

分均低于干预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 ７６ꎬ１ ９８ꎬ２ １６ꎬ５ ３７ꎬ４ ０５ꎬ３ ７８ꎬ４ ２６ꎬ２ ２５ꎬ２ ６９ꎬ
３ ４６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ꎻ依赖和冲动得分与干预前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 ２７ꎬ－０ ６１ꎬＰ 值均

>０ ０５)

表 １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 ＣＣＳＭＨＳ 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躯体化 焦虑 抑郁 自卑 社交退缩 社交攻击 性心理障碍 偏执 强迫 依赖 冲动 精神病倾向
干预组 ７３６ ４７.５８±７.８７ ４６.３５±９.０９ ４７.１３±８.９２ ４７.６２±８.８０ ４７.３４±９.０６ ４６.６４±８.２３ ４７.４８±９.１９ ４６.４７±８.４６ ４８.１１±９.０３ ４７.２４±８.７７ ４６.５２±８.７３ ４６.７６±８.５０
对照组 １ ２５２ ４７.０４±９.１２ ４６.１６±８.２４ ４７.６３±８.５６ ４６.８９ ±８.７９ ４８.０２±９.０７ ４７.０４±８.９９ ４７.３３±９.１２ ４６.９４±９.０３ ４７.６９±８.９８ ４７.８９±８.８７ ４７.０９±９.１４ ４７.１４±８.７９
ｔ 值 １.３４ ０.４８ －１.２４ １.７９ －１.６１ －０.９９ ０.３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１.５８ －１.３６ －０.９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２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 ＣＣＳＭＨＳ 各维度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躯体化 焦虑 抑郁 自卑 社交退缩 社交攻击 性心理障碍 偏执 强迫 依赖 冲动 精神病倾向
干预组 ７３６ ４６.５３±８.０７ ４６.１８±７.４３ ４６.３３±８.２７ ４５.２９±８.７６ ４５.６３±８.１８ ４５.０６±９.１１ ４５.７５±７.９５ ４５.３５±８.９９ ４６.９５±８.７１ ４６.７３±８.８３ ４６.８５±８.９５ ４５.１３±１０.２５
对照组 １ ２５３ ４７.０９±９.２８ ４７.３２±８.６１ ４７.５１±９.１３ ４９.０１±１０.１１ ４８.４２±８.８０ ４８.９１±１０.１０ ４７.３１±９.５４ ４７.４０±９.１８ ４８.７８±８.９７ ４８.３９±１０.８９ ４７.９１±１０.２５ ４８.３７±１０.０８
ｔ 值 －１.３６ －３.００ －２.８８ －８.３１ －７.００ －８.５１ －３.７４ －４.８４ －４.４４ －３.５１ －２.３３ －６.８８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干预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实施阅读式疗法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焦虑、抑
郁、自我意识偏差、退缩等 １０ 类心理困扰均有所缓解ꎬ
说明阅读式疗法对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有着积

极影响ꎮ 依赖和冲动 ２ 个维度的得分干预前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可能与干预时间较短、软硬件条件不足、
干预流程尚不完善等有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强迫项在

实施阅读式疗法前后得分均为最高ꎬ提示高校应着重

针对有强迫症状的大学生群体开展心理健康管理ꎬ帮
助其正视现在ꎬ回归现实ꎬ逐步摆脱困扰ꎮ

本次研究中ꎬ干预组大学生在阅读过指定书目后

与调查员交流思想ꎬ汇报感悟ꎬ通过倾听和叙述去建

构他人的生活故事ꎬ同时也是在体验个人生命进程和

表达内心世界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通过分享、移情、模

仿、启发等获得抚慰与改变ꎬ摒弃原有的错误认知ꎬ形
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建构ꎬ从而能以健康的心理状态

去积极应对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１４－１５] ꎮ
在调查过程中ꎬ通过对被调查者进行访谈发现ꎬ

恋爱困扰、学习障碍、情绪低落等问题报告率较高ꎬ这
与当今大学生的真实生活状态较为契合ꎮ 优美的校

园环境、良好的师资配置、广泛的人际交往等都为大

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ꎬ随着其生理与心智的成

熟ꎬ学习与就业压力加大、恋爱需求增加ꎬ由此引发的

心理问题也更为普遍ꎮ

大学生是一个文化层次较高ꎬ善于独立思考ꎬ有
自我解决问题能力的群体ꎬ针对大学生的群体特性ꎬ
科学合理地使用阅读式疗法可以有效辅助其防治心

理困扰ꎮ 鉴于此ꎬ高校应以本校图书馆为依托ꎬ逐步

推行阅读式疗法ꎬ创建“阅读式疗法”特色阅览室ꎬ并
配备专业指导教师ꎮ 借鉴“大学生常见心理困扰对症

书目”ꎬ形成专业指导老师、图书馆馆员、辅导员、大学

生的“四位一体”心理健康管理模式ꎬ全方位、大范围、
长时间地帮助大学生排除心理困扰ꎬ 营造良好心

境[１６－１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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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满族自治县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忽视度现况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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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满族中学生忽视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改善满族聚居区学生受忽视现状和促进健康发展提供科

学依据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 １ ０５２ 名 １２ ~ １７ 岁满族中学生ꎬ采用“中国城市 １２ ~ １７ 岁中

学生忽视评价常模”中拟定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　 １２ ~ １７ 岁满族中学生总忽

视度为(４９.４±８.２)ꎬ高于全国水平(４８.０±９.１)ꎮ 不同年级的满族中学生忽视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显示ꎬ父母间关系、家庭收入、与母亲关系、是否住校、家庭类型、是否有单独房间、母亲职业、年级、父母工作地点

是否变动对中学生忽视度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满族聚居区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受忽视现况高于全

国ꎮ 学校、社会各界应加强关注ꎬ构建适合儿童主要照顾者(家长)实施、操作性强的预防干预模式ꎬ改善儿童成长的家庭

与社会环境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回归分析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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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身心发育流行病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５.０３８

　 　 儿童忽视( ｃｈｉｌ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是指儿童照管者因疏于

对儿童照料的责任和义务ꎬ导致儿童身心健康受损的

状况[１] ꎮ 由于儿童忽视隐秘性和长期性的特点ꎬ容易

对儿童的认知、社会—情感和行为发展产生短期或长

期的严重的有害影响[２] ꎮ 儿童监护人员因疏于对儿

童基本需求(包括身体、情感、安全、医疗、教育、衣着、
食品与营养等)的满足ꎬ进而导致长期危害儿童的健

康或成展ꎬ或在本来可以避免的情况下使儿童受到极

大的威胁[３] ꎮ 目前ꎬ将儿童忽视主要分为身体、情感、
教育、医疗、安全和社会 ６ 个方面的忽视[４] ꎮ 我国儿

童的忽视问题广泛存在ꎬ已经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成

长发展产生十分重要影响[５] ꎮ 有研究表明ꎬ１２ ~ １７ 岁

儿童忽视发生率最高ꎬ而且报告率极低[４] ꎮ 我国是多

民族的国家ꎬ少数民族的发展对国家的发展有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ꎮ 笔者调查满族聚居区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

忽视现况ꎬ为社会管理、民族交流、少数民族儿童忽视

的预防工作提供客观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聚

居的满族中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ꎬ在高中和初中学校各随机抽取 ２ 所学校ꎬ在所

抽取的学校中按照年级分层ꎬ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１ ~ ２
个班级ꎬ共发放调查问卷 １ ０８６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５２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８７％ꎮ 其中 １２ ~ １４ 岁(初中

组)５４２ 名ꎬ男生 ２６０ 名ꎬ女生 ２８２ 名ꎻ１５ ~ １７ 岁(高中

组)５１０ 名ꎬ男生 ２６１ 名ꎬ女生 ２４９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潘建平等[６] 研制的“中国城区

１２ ~ １７ 岁中学生儿童忽视评价常模”量表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对该地区聚居的满族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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