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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现状调查研究
魏 玲
渊福建医科大学人文学院应用心理系袁福建 福州 猿缘园员园愿冤
摘

要院

对临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进行调查分析遥

采用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和

临床医生的工作要家庭冲突渊憎燥则噪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蚤贼澡 枣葬皂蚤造赠袁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遥

宰陨云冤大于家庭要工作冲突渊枣葬皂蚤造赠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蚤贼澡 憎燥则噪袁云陨宰冤曰男性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均高于女性曰
未婚者 云陨宰 显著高于已婚者曰 有子女者 宰陨云 显著高于无子女者袁 且和子女年龄呈显著负相关曰
宰陨云 和每周工作时间呈显著正相关袁云陨宰 和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遥

临床医生的工作家

庭冲突具有职业特性袁性别尧家庭情况尧工作时间及社会支持等因素对不同方向冲突的影响不同遥
关键词院临床医生曰工作要家庭冲突曰家庭要工作冲突曰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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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征可能导致不同职业人群在两个方向冲突的

言

随着经济尧社会的发展袁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

表现不同 咱愿暂遥 因此袁在进行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时有
必要明确职业领域袁对特定职业人群开展专门性研

到职场袁而男性也被要求更多地分担家庭责任曰与此

究遥 目前国内的多数研究混合了各种职业群体袁仅

同时袁职场竞争和压力指数也在不断上升遥 因此袁职

有 少数 针对 特定 职 业 人 群 渊护 士 尧企 业 员 工冤 的研

业人群在扮演工作尧家庭的双重角色时袁难免会产生

究遥 临床医生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袁具有工作

角色冲突袁即工作家庭冲突渊憎燥则噪 枣葬皂蚤造赠 糟燥灶枣造蚤糟贼冤 咱员暂遥

强度大尧压力大尧高风险尧服务对象广尧社会期望值

工作家庭冲突容易导致职业人群产生工作倦怠袁减

高等特点袁他们的工作性质容易产生较高的工作家

少工作投入袁降低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袁甚至出现

庭冲突袁但是目前却极少有研究关注医生的工作家

身心亚健康

遥 因此袁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探讨已成

咱圆鄄猿暂

庭冲突状况遥

为近三十年来职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遥

因此袁本研究将采用问卷调查法袁从性别尧家庭

根据工作家庭冲 突的方向性可以将其分为两

状况尧工作时间尧社会支持等角度全面考察临床医生

类院工 作要家庭 冲突 渊憎燥则噪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蚤贼澡 枣葬皂蚤造赠袁

的工作家庭冲突现状袁 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工作

庭要工作冲突 渊枣葬皂蚤造赠 蚤灶贼藻则枣藻则藻灶糟藻 憎蚤贼澡 憎燥则噪袁云陨宰冤

健康辅导和临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遥

宰陨云冤 指 由 工 作 角 色 对 家 庭 角 色 产 生 的 干 扰 曰 家
指由家庭角色对工作角色产生的干扰

咱源暂

家庭冲突的职业领域性研究袁 也为医生的职业心理

遥 有关工作

二尧方

家庭冲突的研究发现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存在性别差异袁且
受婚姻尧子女等家庭情况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咱缘原远暂遥 但

渊一冤研究对象
从福建省 源 所三甲医院尧源 所二级医院随机选

是已有研究结果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袁例如在工
咱圆暂

作家庭冲突的性别差异上袁云则燥灶藻 研究发现男性的
宰陨云 高于女性袁李晔 研究发现女性的 宰陨云 高于男
咱苑暂

性袁而在 云陨宰 上不存在性别差异遥 不同的结论可能

源于研究取样时选取了不同的职业群体袁而不同职

法

取医生 圆缘园 人袁根据问卷回答的情况袁共获有效被试

圆圆苑 人 袁平 均 年 龄 渊猿圆援员猿 依 远援猿愿冤 岁 袁其 中 男 性 员圆猿
人袁女性 员园源 人曰已婚 员圆怨 人袁未婚 怨愿 人曰有子女 怨愿
人袁无子女 员圆怨 人遥

基金项目院福建医科大学妇女理论研究课题计划渊圆园员员云晕园园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圆远
作者简介院魏 玲渊员怨愿猿原 冤袁女袁福建松溪人袁讲师袁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袁研究方向为认知发展与教育袁职业心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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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渊二冤测评工具
员援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由 晕藻贼藻皂藻赠藻则 等 编制袁共 员园 道题袁测量 宰陨云 缘
咱怨暂

题袁例如野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袁我不得不改变家庭活
动的计划冶曰测量 云陨宰 缘 题袁例如野家庭或配偶对我
的需求袁妨碍了我工作上的事务冶遥
圆援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由 在蚤皂藻贼 编制袁共 员圆 个项目 咱员园暂袁包含野家庭内支

持冶渊来自家庭内部成员冤和野家庭外支持冶渊来自朋
友尧同事尧领导等冤两个因子遥
渊三冤统计方法
以上两种量表均采用 苑 点制计分袁员 表示非常

不同意袁苑 表示非常同意遥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分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三尧结

果

指标
总体
性别

男
女
贼值
孕值
婚姻情况
已婚
未婚
贼值
孕值
子女情况
有
无
贼值
孕值

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现状 渊曾 依 泽袁分冤

宰陨云
源援远怨 依 员援园苑

云陨宰
猿援圆远 依 员援员圆

贼值
员缘援圆怨

孕值
约园援园员

源援愿缘 依 员援员园
源援缘园 依 员援园园
跃圆援缘圆
约园援园缘

猿援缘员 依 员援员园
圆援怨愿 依 员援园苑
园猿援远愿
约园援园员

员园援缘远
员员援员员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猿援缘员 依 员援员园
源援愿缘 依 员援员园
原员援猿苑
跃园援园缘

圆援怨愿 依 员援园苑
源援缘园 依 员援园园
原圆援远怨园
约园援园员

源援愿缘 依 员援园猿
源援缘愿 依 员援园愿
跃员援愿怨
约园援园缘

猿援圆苑 依 员援员圆
猿援圆愿 依 员援员圆
原园援怨圆
跃园援园缘

本研究中 宰陨云尧云陨宰尧社会支持总分尧家庭内支

渊五冤工作时间和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

园援愿源 和 园援愿怨袁 表明各量表在本研究中均有良好的

渊缘苑援园怨 依 员苑援猿员冤小时遥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袁结果

持和家庭外支持的 琢 系数分别为 园援苑圆尧园援苑圆尧园援怨圆尧
信度遥

渊一冤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对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进行配对样本 贼 检

验袁结果显示 宰陨云 显著高于 云陨宰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临床医生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为
显 示袁 每周工作时间和 宰陨云 呈显 著的 正相 关袁则 越
园援圆缘袁孕 约 园援园员袁和 云陨宰 无显 著相 关袁这表 明每 周工
作时间越长袁医生的 宰陨云 越大遥

渊六冤社会支持和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

渊二冤性别对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分别对不同性别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进行

平均数配对样本 贼 检验袁 结果显示院 男医生的 宰陨云
显著高于 云陨宰袁女医生的 宰陨云 也显著高于 云陨宰渊孕 约
园援园员袁表 员冤遥

进一步采用平均数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 分析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的性别差异袁结果显示院男医生的 宰陨云 显著
高于女医生袁贼 越 圆援缘圆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男医生的 云陨宰 也显
著高于女医生袁贼 越 猿援远愿袁孕 约 园援园员遥

渊三冤婚姻状况对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对不同婚姻状况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进行

独立样本 贼 检验袁 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对 宰陨云 没有影

响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但已婚医生的 云陨宰 显著低于未婚的袁贼 越
原圆援远怨袁孕 约 园援园员渊表 员冤遥

渊四冤子女情况对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对临床医生的领悟社会支持各个维度和 宰陨云尧

云陨宰 进行相关分析袁结果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各维度
和 宰陨云 无关袁和 云陨宰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袁这表明临
床医生领悟的社会支持越高袁云陨宰 越小渊表 圆冤遥
表圆

临床医生领悟社会支持各维度和 宰陨云尧云陨宰 的相关
渊则冤

矩阵
宰陨云
云陨宰

社会支持总分
原园援园远
原园援员怨鄢鄢

家庭内支持

鄢鄢

原园援员圆
原园援员苑鄢
鄢

鄢院孕 约 园援园缘曰鄢鄢院孕 约 园援园员遥

四尧讨

家庭外支持
原园援园猿鄢鄢
原园援员愿鄢鄢

论

渊一冤 临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表现为 宰陨云 高
于 云陨宰
本研究发现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显著高于 云陨宰袁更

对有无子女临床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进行独立

多地感受到来自工作对家庭的干扰遥 造成这一现状

女者袁贼 越 员援愿怨袁孕 约 园援园缘曰但有无子女对 云陨宰 没有影

形势严峻袁各行业内岗位竞争激烈袁个体需要将大量

果发现最小子女年龄和有子女医生的 宰陨云 存在显

定影响遥 其次袁可能和医生的职业特性有关遥 临床医

小袁医生的 宰陨云 越大遥

究表明这些特点对 宰陨云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咱员员暂遥 加上

样本 贼 检验袁结果发现有子女者 宰陨云 显著高于无子

的原因袁首先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有关遥目前国内就业

响袁孕 跃 园援园缘渊表 员冤遥 进一步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袁结

的时间尧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袁不免对家庭生活造成一

著负相关袁则 越 原园援圆源袁孕 约 园援园缘袁 这表明子女年龄越

生的工作性质突出地表现为高负荷尧高风险袁已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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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的医患关系紧张袁医疗执业环境不断恶化袁

引发更大的工作家庭冲突遥此外袁临床医生领悟到的

也给医生工作上带来更大的阻力和困扰遥 再次袁国

来自家庭内外的支持越多袁越能缓解其 云陨宰曰但是和

内医生的人事关系多依附于公立医院袁不能自行开
诊袁也不能同时应聘于多家单位袁缺乏私立医院的竞
争遥 这种人事上的绝对优势也容易造成用人单位只
对医生工作业绩的关注袁而忽视其家庭需求袁进而导
致更高的 宰陨云遥

宰陨云 无关遥 已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或来源的社会支
持与不同方向工作家庭冲突的关系不同袁 对社会支
持的利用只对 云陨宰 产生影响 咱员源暂遥 如何缓解 宰陨云袁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遥

总之袁 临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具有其职业特

渊二冤临床医生的工作家庭冲突受性别尧家庭状

况的影响

性袁不同方向的工作家庭冲突受性别尧婚姻尧子女情
况尧每周工作时间以及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袁

本研究发现男医生的 宰陨云 和 云陨宰 均显著高于

医院等相关部门应予以重视袁 在具体的工作中应充

女医生遥 这和以往的多项有关工作家庭冲突性别差

分考虑各项因素对临床医生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袁

异的研究结果不同遥 一方面袁医院的科室分布和工

更好地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遥

作分工存在性别差异袁尤其是在急诊尧外科等业务特
别繁忙的科室袁总体上以男性居多遥 男性医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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