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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担负着为我军培养 “能打仗、打

胜仗”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重任。我军研究

生教育历经３０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不

断出现。特别是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和社会节

奏不断加快，军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

成为影响军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成才成长的关键

问题之一。

军校研究生具有军人和研究生的双重身份。

相比地方研究生，除了学习和科研双重压力以外，

他们还肩负着来自军校环境、军人职业的多种特

殊压力。尤其近几年，我军院校正处于院校改革

调整转型的关键时期，外在因素如军营文化的变

迁、人才培养质量要求的提高，内在因素如研究

生自身的学习科研、人际关系、婚姻恋爱等方面

带来的问题，使得军校研究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成为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

国防科技大学 “心之桥”机构统计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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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记录。结果表明，军校研究生存在不同程度

的心理问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人际关系问题

（３６％）、恋爱婚姻问题 （１９％）和科研压力问题
（１５％）等［１］。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研

究生毕业、甚至休学退学的重要原因［２－４］。如何缓

解军校研究生学员的学习生活压力，维护研究生

学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军校人才培养质量，

成为当前学校管理者和心理服务工作者面临的一

个新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问

题开展了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理论剖析［５－８］、现状研究［９－１１］、原因与

对策探讨［１２－１４］。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

地涉及到了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问题，但仍然

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对军校研究生学员心理需

求分析较少，对影响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素分析不够全面，对军校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

的类型及典型表现研究不够深入，提出的促进学

员心理健康的针对性对策较少，理论剖析居多，

实证研究较少等。

本研究着眼新形势下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

实际，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从军校研究生整体

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主要心理问题和相关

心理服务需求四个方面入手，全面深入探讨军校

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相关问题。结合实证研究的结

果，从思想观念、管理保障、心理服务、研究生

导师、研究生个体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构

建 “五位一体”的研究生心理服务体系。

二、研究概况

（一）研究对象

依据某军校研究生 （硕士和博士）学员的男

女性别、学科专业和年级比例等，采取抽样调查

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２３６份，其中
男性２０６人，女性３０人；研一４８人，研二６１人，
博一２７人，博二２４人，博三２４人，博四５２人。
调查采取集中组织、匿名回答的形式进行。答题

前组织者对问卷目的、答题要求进行详细说明，

确保问卷作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二）研究工具

采用５份中文版符合国际标准的心理学调查问

卷：症 状 自 评 问 卷 ＳＣＬ －９０（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１５］、抑郁自评问卷（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１６］、艾森克人格简式问卷（Ｅｙｓｅｎ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Ｓｈｏ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７］、社会支持评
定问卷（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１８］、应对方式
问卷（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Ｓｃａｌｅ）［１９］。采用２份自编的心理
学调查问卷：军校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问卷、军

校研究生心理需求问卷。

ＳＣＬ－９０症状自评问卷和抑郁自评问卷，可从
宏观层面摸清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整体水平；

症状自评问卷ＳＣＬ－９０、艾森克人格问卷、应对方
式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问卷，可进一步探讨影响

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自编军校研究

生常见心理问题问卷，可深入把握军校研究生常

见心理问题的类型及典型表现；军校研究生心理

需求问卷，可精准定位军校研究生真正需要的心

理服务形式和内容。

三、研究结果

（一）军校研究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ＳＣＬ－９０问卷共１０个因子，单项因子分大于
等于２者，可定为有心理问题。由表１可知，有心
理问题的研究生人数比率为２６％—２３６％。研究
生心理问题的症状按人数比率由高到低排行前３位
分别为强迫、人际敏感和抑郁等。研究结果显示，

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好，但也存在着

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

敏感和抑郁三个方面，心理问题发生率较高，应

当引起注意。

针对军校研究生抑郁发生率较高且容易引发

自杀等恶性后果的问题，本研究对研究生抑郁的

检出率做了专项调查。抑郁问卷调查发现 （表２），
军校研究生抑郁症状 （重度、中度和轻度）的平

均检出率是 ２５４％，略高于十多年前的研究结
果［２０］。这表明２５％军校研究生存在轻中度以上的
抑郁心理，主要表现为心烦、郁闷、压抑、无助，

对自己评价过低，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导致疲

乏、严重睡眠障碍等躯体症状。该研究结果表明，

军校研究生抑郁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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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某军校研究生ＳＣＬ－９０问卷各因子分及＞＝２的人数和比例 （ｎ＝２２９）

因子 均分 ±标准差 因子分＞＝２人数 占百分比 等级

躯体化 １２５±０３６ ９ ３９ ９

强迫 １７１±０５３ ５４ ２３６ １

人际敏感 １５１±０５０ ３３ １４４ ２

抑郁 １４８±０４６ ３０ １３１ ３

焦虑 １３８±０４１ ２０ ８７ ６

敌对 １３２±０３７ ２１ ９２ ５

恐怖 １１５±０２６ ６ ２６ １０

偏执 １２９±０３３ １８ ７９ ７

精神病性 １２７±０３２ １２ ５２ ８

其他 １４２±０４４ ２６ １１４ ４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表２　某军校研究生抑郁自评问卷结果

抑郁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无抑郁 １７６ ７４６

轻度抑郁 ５２ ２２

中度抑郁 ７ ３

重度抑郁 １ ０４

（二）影响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

应对方式相关研究发现 （表３），研究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消极应

对方式呈负相关。这说明良好的应付方式可对研

究生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表明，军

校研究生的心理服务不应只关注研究生当前的心

理问题，更要注重帮助研究生培养积极健康的应

对方式，改变消极被动的应对方式。

人格特质相关研究发现，研究生心理健康水

平与内外向、神经质和掩饰等人格维度存在相关。

拥有外向、情绪稳定性高等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

生通常具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这表明，军校

研究生心理服务工作一方面要注重研究生积极人

格特质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向、情绪不稳

定等消极人格特质的个体给予重点教育和关注。

社会支持相关分析发现，研究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与主观、客观社会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

都存在正关系。这表明，军校研究生的心理服务

既要从主客观等角度对研究生提供社会支持，也

要多鼓励和培养研究生学员主动寻求、发展和利

用社会支持。

表３　某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人格特质、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精神质Ｐ 内外向Ｅ 神经质Ｎ 掩饰Ｌ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

ＳＣＬ－９０均分 －２７４ ２１１ ００７７ －２２９ ５６１ －２３２ －１９０ －２５４ －３１７

　　注：ｐ＜００１。

（三）军校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军校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主

要分为６类：学习训练问题、科学研究问题、人际
关系问题、婚恋家庭问题、毕业分配问题、自我

认识与管理问题。其中，在学习训练上，军校研

究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自控能力或抗干扰能力差、

学习效率低下 （４５８％）；在科学研究中，军校研
究生面临的问题有不知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３２７％）、科研进展缓慢或结果不佳、对自己的
科研能力产生怀疑 （３６７％）；在人际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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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不会处理与导师的关系 （４３５％）、缺
乏人际交往的能力和技巧 （４０６％）；在毕业分配
上，主要担心分配不到理想的地域导致夫妻 （或

男女朋友）分居两地 （３７８％）、以及担心分配
不到与自身专业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４２５％）；
在自我认知与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自我规划不

合理 （３５６％）和自我管理能力差 （４１９％）。
研究结果表明，军校研究生学员有特定的心理问

题及表现，这是军校研究生心理服务工作的重点

和难点。

（四）军校研究生心理需求

军校研究生心理需求的调查结果发现，

３９６％的学员认为自己需要心理服务。在心理服
务的形式上，最受研究生学员欢迎的心理服务形

式依次为：面对面心理咨询 （５２０％）、心理电
影 （３１２％）和心理健康讲座 （３０９％）。而一
般意义上大家认为重要的心理服务形式，如心理

健康手册、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研究生学员

则表示不太感兴趣。在心理服务的内容上，研究

生学员感兴趣的心理服务内容依次为：情绪与压

力管理（４３１％）、科研工作者必备心态（３８１％）、
研究生常见心理矛盾解析 （３４４％）、人际交往中
的心理调适 （３２８％）、心理学常识 （３１４％）
等。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生学员对心理服务的内

在需求较高，且由于学历、角色等方面的特殊

性，研究生学员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有自身的特

殊性。

　　四、加强和改进军校研究生心理

服务工作的建议

　　军校研究生学员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军
校研究生面临学习训练、科学研究、人际关系、

婚恋家庭、毕业分配和自我认识与管理等多方面

的心理健康问题，且军校研究生对心理健康服务

有较为迫切和特定的需求。因此，如何从思想理

念、管理保障、心理服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

个体５个方面入手，构建 “五位一体”的军校研

究生学员心理服务模式，显得格外重要。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要纠正错误观点，对

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对研究生学员的心理健

康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有人认为，研究生年龄比

本科生大，心理素质相对较高，一般不会出现心

理问题。还有人认为，研究生已经经过了小学、

中学、本科阶段的心理健康教育，在研究生阶段

要将精力转向学术研究和学术深造，不需要再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其实不然，年龄与心理健康并

不是成正比例的关系。不同的年龄阶段与发展时

期，要面临不同的问题与压力，也会出现不同的

心理问题。许多学员在本科阶段并未出现任何异

常，但在研究生阶段却出现心理问题。与本科学

员相比，研究生学员心理健康问题隐蔽性更强，

积累性更深，一旦出现，情况一般较为严重。因

此，军校研究生管理者和教育者要在观念上及早

走出认识误区，对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给予足够

关注。

（二）在管理保障方面，要坚持制度落实，确

保研究生心理健康工作制度化和常态化

军校管理和保障部门应将研究生心理健康工

作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将研究生心理健

康工作制度化和常态化。其一要发挥课堂主渠道

作用，在教学体系中增设心理学必修课程，有针

对性地开设 “普通心理学”、“研究生心理健康专

题讲座”等课程。除了帮助研究生学员系统学习

心理学基本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及

早了解军校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影响心理健康

的主要因素等，从思想上触发研究生对于心理健

康问题的重视。其二要发挥心理学专业力量作

用，设置军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配备专

业的心理咨询队伍，组织实施心理咨询、心理测

评和心理训练等各项工作。通过专业的心理服务

技术和方法，对有心理需求的研究生学员进行心

理健康的科学指导，缓解心理问题，优化心理

品质。

（三）在心理服务方面，要贴近学员需求，增

强研究生心理服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首先，心理服务形式和内容要符合军校研究

生的实际需要。心理服务的形式应多采用军校研

究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如面对面心理咨询、高水

平心理健康讲座，以及心理学电影。心理服务的

内容应根据研究生群体的需求，多提供与研究生

学习工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内容，如情绪与

压力管理、科研工作者必备心态、研究生常见心

理矛盾解析和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调适等。其次，

要做好研究生主要心理问题的干预工作。应重点

从研究生６个方面的心理问题入手，重点做好强
迫、人际敏感、抑郁等主要心理问题的干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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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建立研究生心理健康档案。心理健康档案

主要包括研究生心理普查档案、心理咨询档案、

经典案例分析档案，以及应对方案档案。通过心

理健康档案，可以对研究生心理服务工作进行科

学地汇总、分析和总结，及时发现研究生共性和

个性的心理问题，进一步增强心理服务工作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四）在研究生导师方面，要加强引导培训，

增强其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指导

研究结果发现，４０％以上的研究生不会处理与
导师之间的人际关系。研究生导师不仅是研究生

学习科研的指导者，更是研究生身心全面健康发

展的引导者。而一部分导师往往只把研究生的学

习科研放在首位，忽视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应发

挥研究生导师的角色优势和重要作用，促进研究

生心理健康成长。第一是对导师加强理念引导，

使其在思想上认识到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促进导师教育理念的升华。第二对

导师加强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培训，提升导师对研

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和水平。第三鼓励导师

创造条件，多开展氛围宽松、平等愉悦的师生交

流活动，多为研究生提供职业发展规划、就业分

配和婚姻恋爱等多方面的指导。第四鼓励导师通

过多种渠道，主动了解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状况，

提高心理问题防范意识，防微杜渐。

（五）在研究生个人方面，要充分发挥主体

性，加强心理素质的自我培养和提升

军校研究生具备较强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

能力，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进行心理

健康的自我培养、自我锻炼、自我改造和自我提

升。首先，多从应对方式、人格特质和社会支持

等角度来培养良好心理素质。在应对方式上，教

育研究生多采取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应对方式，

主动面对问题，而不是在困难面前一味自责、幻

想和逃避。在人格特质上，应引导研究生多发展

积极外向的性格特质。在社会支持上，应引导研

究生主动寻求和建立正性的社会支持网络，特别

是与导师、学员队干部、同学、家人等社会支持

群体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其次，学会合理化自

身情绪，不要产生过于负性、强烈或不稳定的情

绪反应。军校研究生往往容易因学习科研压力过

大而产生心烦、郁闷、压抑、无助等抑郁心理。

应传授军校研究生主动掌握抑郁情绪调试的方法

或技巧，及时从负性情绪中解脱出来，自觉提升

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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