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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怨园 后”
大学生指的是出生于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并且目前已进入大学的中国公民。研究表

明，
“怨园 后”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良好，并不比
“愿园 后”
大学生差；关于“怨园 后”
大学生心理健
“怨园 后”
康的性别、
年级和城乡差异，
目前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影响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有
学校、
社会等环境因素。未来的研究中，在
人格特征、应对方式、
自我同一性等个体因素以及家庭、
研究内容上应更多关注
“怨园 后”
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在研究对象上应更多关注不同类别“怨园 后”
大
测验法和实验法等方法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多
学生的心理健康；
在研究方法上应整合使用访谈法、
层线性模型和元分析等技术，
并积极开展纵向追踪研究；
在教育建议上，则应将宏观调控和微观干
预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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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转型袁人们的

新一代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正成为学界

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袁这在

关注的焦点遥 近五年来袁研究者们针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

年轻一代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冤中显得尤为突出遥 伴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过较多的理论探

随着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的相继毕业并步入社会袁野怨园 后冶

讨和实践研究袁 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

大学生逐步进入大学校园遥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指的是出

概括和评述袁以期为提高野新生代冶大学生心理健康

民遥 野缘窑员圆冶大地震尧北京奥运会尧上海世博会等一系

一尧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

生于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并且目前已进入大学的中国公
列重大事件表明袁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

水平和该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遥

国情怀是值得肯定的袁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共和国

渊一冤总体水平

野垮掉的一代冶袁 他们在国家的危难时刻和关键时期

关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袁以往

是能够担当起责任的遥 那么袁目前大学校园的主力

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院一是将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

军要要
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人格和心理状况如何钥 他们

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青年常模进行比较曰 二是将

呢钥 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遥

行比较遥

是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野纨绔子弟冶或野垮掉的一代冶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进

在经济全球化尧网络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目前国内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全

下袁野怨园 后冶 大学生表现出这个时代青年的鲜明特

国青年常模的对比研究结果比较一致袁 即基本都认

征袁在价值取向尧心理素质和行为特征上具有与以往

为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不低于全国青年

时代所不同的特点遥 随着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逐渐进入公

常模水平袁说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总体状况

众视野袁社会舆论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批野新生

良好遥例如袁李伟明 咱员暂采用症状自评量表渊杂悦蕴原怨园冤对

代冶大学生遥面对来自学校尧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袁

源 员猿缘 名野怨园 后冶大学 新生 进行 测试 袁结果 表明 野怨园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苑原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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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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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冶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袁在强迫尧焦虑和
精神病性因子上得分高于常模袁但在躯体化尧人际关
系敏感尧抑郁尧敌对和偏执因子上的得分却显著低于
咱圆暂

窑源园员窑

名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和 员 缘远缘 名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进行测

查袁结果发现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在大部分心理症状上的
得分高于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袁其中在躯体化尧人际关系

常模袁且所有得分均处于阴性水平渊约圆冤遥 刘艳艳 采

敏感尧焦虑尧敌对尧偏执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野愿园 后冶

用 杂悦蕴原怨园 对河南某高校 圆 园园园 名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

大学生袁说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

况较好袁但也有 猿援远豫的大学生存在中度或重度以上

上述调查结果之间的差异袁 一方面可能与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袁大多数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观遥

的心理问题曰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分与国内大学生常模水

抽样代表性上的偏差有关袁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不同

平相比袁也 显示野怨园 后 冶大学 生的 心理健 康水 平较

研究所使用的常模参照群体不同有关遥 这些都有待

咱猿暂

好遥 徐远超等 研究发现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

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遥

状况总体来说处于相对较好的水平袁他们在 杂悦蕴原怨园

渊二冤性别差异

的躯体化尧人际敏感尧抑郁尧敌对尧偏执等因子上的得

关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袁以往

分均显著低于全国大学生常模遥 王井云 咱源暂的研究也

研究结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遥 一些研究表明袁相

表明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新生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渊总

比于男生而言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较

均分平均值为 员援源远冤袁心 理症状得分渊均约圆冤按顺序

差 咱员袁远袁怨暂曰女生的焦虑 咱愿暂和抑郁 咱员园暂水平比男生高曰在心

从高至低依次是院强迫尧人际敏感尧焦虑尧偏执尧抑郁尧
咱缘暂

精神病性尧敌对尧恐怖尧躯体化遥 此外袁董薇等 采用
杂悦蕴原怨园 对某军事医学院校 远员员 名野怨园 后冶新生进行
测试袁结果显示野怨园 后冶军事医学院校大学生与军校
大学生尧全国大学生以及军人相比袁杂悦蕴原怨园 的各项因
子分低于各群体常模袁 且心理问题检出率仅为
圆援员猿豫袁说明野怨园 后冶新生心理健康状况良好遥 张学良

理健康筛查中袁 被筛查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女生比例
比男生高咱员员暂遥 另外一些研究则显示袁比较野怨园 后冶大学
男女生组之间的 杂悦蕴原怨园 各因子分袁发现男生在大部

分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女生渊躯体化除外冤袁说明野怨园
后冶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好于男生咱缘暂遥

除此之外袁还有大量研究发现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

咱远暂

理健康水平表现出不同的性别差异遥 例如袁王井云咱源暂

和张华东 咱苑暂采用大学生人格问卷渊哉孕陨冤所进行的调查

的研究表明袁女生焦虑和恐怖因子的得分高于男生袁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遥

而男生敌对因子的得分高于女生遥 喻瑶等咱员圆暂的研究

对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野愿园 后冶大

显示袁女生在抑郁尧焦虑和恐怖方面要高于男生袁而

学生的对比研究袁国内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

男生在人际关系敏感尧敌对尧偏执方面要高于女生遥

差异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

徐远超等 咱猿暂进一步研究发现袁男生在人际敏感尧敌对

平并不差于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遥 例如袁王井云 咱源暂通过对

和偏执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女生袁女生在抑郁尧焦虑和

野怨园 后冶和野愿园 后冶大学新生数据的纵向比较袁发现

恐怖因子上的得分高于男生遥

存在显著性差异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新生在躯体化尧焦虑尧

女性心理失调渊抑郁和焦虑冤和男性心理失调渊愤怒

敌对因子上的得分高于野愿园 后冶袁而在强迫因子上的

和敌对冤袁 其中女性在症状上的报告多为情感性的袁

得分低于野愿园 后冶曰野怨园 后冶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主要

男性在症状上的报告多为反社会型人格失调咱员猿暂袁有待

野怨园 后冶与野愿园 后冶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不

问题与野愿园 后冶大学新生基本一致袁依次是强迫尧人
际敏感尧抑 郁尧偏 执尧焦虑 遥 徐 远超 等

咱猿暂

以 圆园员园 级

渊野怨园 后冶冤和 圆园园苑 级渊野愿园 后冶冤大学生为被试袁发现

针对以上不同的性别差异袁 西方学者认为存在

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证实遥
渊三冤年级差异

关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袁以往

圆园员园 级与 圆园园苑 级大学生在 杂悦蕴原怨园 的所有因子上

研究较少涉及和探讨遥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袁以往研究

均存在显著差异袁圆园员园 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明

大多是以野怨园 后冶大一新生作为研究对象袁而较少关

显好于 圆园园苑 级大学生袁也就是说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

注其他高年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袁这不难理解遥

心理健康水平要好于野愿园 后冶大学生遥 张华东 咱苑暂采用

大一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袁 他们面临从高中生向

哉孕陨 考察 野怨园 后冶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袁 并与野愿园

大学生的过渡袁需要经历角色身份尧生活环境尧学习

后冶进行对比研究袁结果显示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

方式等多重转变袁心理问题可能较多袁因而成为研究

康状况至少与 圆园 世纪 愿园 年代最后两批大学生的心

者的重点关注对象 咱员源暂遥 不过袁也有研究者对野怨园 后冶

出了相反的结果袁如刘剑斌 咱愿暂采用 杂悦蕴原怨园 对 远 苑源园

张力 咱员员暂 对某高校 圆园园怨 级尧圆园员园 级和 圆园员员 级的 野怨园

理健康状况相近袁甚至优于他们遥 然而袁也有研究得

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年级差异进行过间接的研究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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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冶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筛查袁结果发现三个年级需

女袁也是个性张扬的一代袁有的学生一切以自我为中

重点关注的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渊圆园园怨 级跃圆园员园

心袁对他人缺乏理解与尊重袁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不

级跃圆园员员 级冤袁说明低年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

协调遥 另外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袁但是心理

高年级大学生要好遥 随着野怨园 后冶逐渐完全覆盖所有

年龄还处于向成熟化转换的过渡期袁 普遍都在独立

年级大学生袁对年级差异的探讨将是后续研究的一

性与依赖性尧自觉性与被动性尧成熟性与幼稚性等错

大重点遥

综复杂的矛盾之中成长 咱员苑暂遥 他们看待事物往往过于

渊四冤城乡差异

主观袁加之抗挫折能力较弱袁遇到困难和失败容易出

对于来自城镇和来自农村的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
理健康的差异袁以往研究也较少袁但为数不多的研究
咱猿暂

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遥 如徐远超等 研究表明袁

现焦虑尧烦躁尧灰心丧气尧抑郁等症状遥
圆援 应对方式

一方面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袁部分

不同生源地的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在心理健康水平上表

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尧 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

现出显著差异袁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受到家庭

能力曰另一方面袁野怨园 后冶新生要完成从高中生到大

所在地的影响袁这在农村大学生的身上表现得更加

学生的转变袁需要经历角色身份尧生活环境和学习方

突出袁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城镇大学生袁说明

式的多重转变遥 因此袁面对新环境和新的发展任务袁

野怨园 后冶农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太乐观遥 而张

他们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尧困惑和适应问题遥

学良 的研究则显示袁相对于来自城镇的大学生袁农

以往研究表明袁 能否积极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会对

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好遥 针对这些不一致的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如

咱远暂

研究结论袁辛自强等

咱员源暂

采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

张文华 咱员园暂 考察了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应对方式与心理

考察了 圆缘 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袁

健康的关系袁结果发现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解决问题和

结果发现城市生源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不仅略高于

求助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渊症状冤之间呈显著负相

农村袁而且大体在以稍快的速度提高遥 这一研究结

关袁自责尧幻想尧退避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

果虽然不能完全代表野怨园 后冶城乡大学生心理健康

康渊症状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遥 也即是说袁野怨园 后冶大

水平的差异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袁在心理健康水平

学生越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和求助等积极的应对方

上袁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大学生存在一些差距渊虽然差

式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曰越倾向于采取自责尧幻想尧

距不太显著冤袁而且这种差距似乎有扩大的趋势遥 不

退避或合理化等消极的应对方式袁 其心理健康水平

过袁关于城乡差异的这些结论不够稳健袁还有待进一

越低遥
猿援 自我同一性

步深入研究和探讨遥

二尧影响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
渊一冤个体因素
文献回顾及经验表明袁目前影响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

自我同一性由 耘则蚤噪泽燥灶 在 野心理社会性发展理

论冶中首次提出袁他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对独一无
二的野我冶的主观感知咱员愿原员怨暂遥酝葬则糟蚤葬 咱圆园暂进一步给自我同
一性设定了两个维度袁即探索和承诺袁并用这两个维

心理健康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人格特征尧应对方式尧

度将自我同一性划分为四种状态院同一性获得尧同一

自我同一性等方面遥

性延缓尧同一性早闭尧同一性扩散袁并认为自我同一

员援 人格特征

性的形成过程是由同一性扩散尧 同一性早闭向同一

大量研究表明袁人格特征是个体心理健康的一
个重要预测变量

遥 个性外向的学生往往更加积

咱员缘原员远暂

性延缓和同一性获得转变遥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正处于形
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时期袁 因而能否顺利地完成这

极活跃袁更愿意参加一些演讲尧比赛尧社团等活动袁遇

一发展任务会对其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遥

到不愉快的事情更善于向别人倾诉袁他们更加自信袁

国内曾庆等 咱怨暂的研究表明袁杂悦蕴原怨园 各个因子的得分

看待问题也更加积极一些袁因而心理问题发生的概

与自我同一性获得尧 延缓尧 早闭得分均呈显著负相

率和频率相对要低一些遥 而个性内向的学生往往比

关袁与扩散得分呈显著正相关遥说明个体同一性水平

较封闭袁不爱与人交流袁也不太愿意参加一些社团和

越高袁其目标尧价值观尧探索的方向等都较为明确袁因

社会实践活动袁遇到问题更喜欢藏在心底袁久而久之

而心理问题也就越少遥

就容易形成抑郁尧敏感尧自卑等负性心理袁心理问题
的发生率相对要高一些遥
对 于野怨园 后 冶大学 生来 说袁他 们 大 多 是 独 生子

以上研究探讨了人格特征尧 应对方式和自我同
一性等个体因素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遥
然而袁纵观以往的研究袁一方面大多是理论探讨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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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数据支持的研究较少曰另一方面袁在仅有的实证

的整体水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遥二是学校的类型遥有

研究中袁探讨的影响因素太少袁除了本研究探讨的几

研究表明袁与普通高校相比袁重点高校渊如野圆员员冶系列

个因素外袁像自我效能感尧自尊尧学业压力和就业焦

高校冤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更为明显的改善咱员源暂遥 一方

虑等个体因素可能都会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

面可能跟重点高校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投入和重

康水平产生影响遥 此外袁 还可以尝试建立影响野怨园

视程度较高有关袁另一方面可能是普通高校的学生进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因素的综合模型袁从更系统的角

入大学后的心理落差更大袁 更容易产生低落的情绪

度来考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遥 这些

渊如失落感冤袁甚至失去平衡袁诱发为心理障碍咱圆员暂遥

应是后续研究的重点遥
渊二冤环境因素

猿援 社会因素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袁

关于影响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环境因素袁

社会因素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容

以往研究大多从家庭因素尧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三

忽视遥 首先袁随着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袁很多大学生

个方面来探讨遥

都拥有电脑袁 大学生网民正成为我国网民的主体和

员援 家庭因素

家庭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院一是父母的教养
方式遥 实践表明袁 父母采用专制型教养方式的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袁如城市里受过高等

野中坚力量冶遥然而袁一方面网络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好处曰另一方面袁很多大学生沉溺
于网络的虚拟世界 渊如电脑几乎成了很多大学男生
的野游戏机冶和大学女生的野影碟机冶冤袁一些自制力差

教育的父母袁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生活经验和社会阅

的野怨园 后冶学生甚至出现了电脑依赖和手机依赖等

历丰富袁什么野世面冶都见过袁因而对子女管教比较严

网络成瘾的症状袁身体和心理健康都受到了影响遥其

格袁他们很少尊重子女的想法袁常常习惯于替子女做

次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遥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是在改

决定袁而进入大学之后袁父母的遥控显得有些野鞭长

革开放深入进行尧 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长大

莫及冶袁再加上大学生的自我意识趋于成熟袁他们极

的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袁整个社会结构尧生活方式尧

度渴望摆脱父母的管束袁因而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

价值观念尧 心理素质和行为方式都在发生巨大的变

大的野怨园 后冶进入大学后在心理上更容易叛逆和逆

化遥 另外袁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所处的时代袁也是西方文化

反袁在行为上则更容易野出轨冶遥 而采用尊重和民主

向我国快速传播的时期遥 因此袁新旧观念的碰撞尧东

型教养方式的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则较少出现心理问题袁

西文化的冲突袁强烈地震撼和冲击着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

如偏远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袁父母可能没受过什么教

的心灵袁使得他们容易在心理上感到困惑与迷茫 咱圆圆暂遥

育袁子女能够考上大学已是父母最大的骄傲袁他们认

上述研究从家庭尧 学校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探

为自己的孩子野见过世面冶袁很少管束孩子袁遇到一些

讨了环境因素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遥 然

重大事件也会征求尧尊重子女的意见袁因而在这种家

而以往研究的不足也很明显袁 一方面以往研究都只

庭环境中长大的野怨园 后冶在大学里更加独立自主袁更

是理论探讨袁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袁且探讨的具体因

加有担当袁也更少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遥 二是家庭

素太少曰另一方面袁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袁个

的经济状况遥 研究表明袁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由

体因素可能在环境因素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之

于家庭的经济状况不佳袁他们承受的来自生活和学

间起到一定的中介或调节作用遥因此袁后续研究可采

业上的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袁因而更容易出现焦虑尧抑

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线性模型的方法和技术袁在

郁尧自卑等负面情绪遥 不过袁也有研究表明来自这种

更 系 统 的 构 架 下 考 察 环 境 因 素 和 个 体 因 素 对 野怨园

家庭的大学生更加野懂事冶袁学习生活上更加刻苦努
力袁更加乐观积极遥 这些都有待后续实证研究的进
一步证实遥
圆援 学校因素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综合影响遥

三尧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展望
渊一冤研究内容方面

学校方面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两方面院一是学校

以往研究多是遵循病理心理学的取向袁考察野怨园

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遥 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

后冶大学生是否存在严重的心理症状或心理疾病遥然

要包括新生心理普查尧心理档案的建立袁新生入学适

而袁积极心理健康及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表明袁完

应教育袁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宣传袁学生危机事件
的应急处理袁 毕业生就业指导和就业心理辅导等遥
这些工作的实效和水平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

整的心理健康不仅意味着没有心理疾病 渊心理症

状冤袁还包括各种积极心理品质的产生和增加袁如主
观幸福感尧自信尧乐观尧感恩尧宽恕等咱圆猿原圆源暂遥 所幸的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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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者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幸福感状况进行了
研究袁如孙杰等

咱圆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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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某些心理发展特点和心理

通过回答野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冶来

健康状况遥 因此袁进一步研究野怨园 后冶研究生的心理

考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状况袁结果发现大

健 康状况袁有利于考 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 生的 心理 变化

学生中觉得自己野非常幸福冶尧野比较幸福冶和野一般幸

趋 势袁也有利于从长 远的 角度 做好 野怨园 后 冶大 学生

福冶的比例分别占 员猿援员远豫尧源员援苑猿豫和 猿源援怨远豫袁合计
怨园援怨怨豫袁说明大多数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总体幸福感还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遥

渊三冤研究方法方面

是较高的遥 不过遗憾的是袁该研究只是以简单的百

关于研究方法的不足袁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

分比和单一题项来考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幸福感状

面遥 首先袁以往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测验法渊即使是测

况袁并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幸福感的

验法本身袁 也大多采用的是 野症状自评量表 杂悦蕴原

全貌袁也缺乏科学规范的衡量指标来考察野怨园 后冶大
学生不同领域幸福感的状况遥 因此袁后续研究一方

怨园冶袁工具比较单一冤袁较少采用访谈法和实验法等研
究方法袁从而难以深入全面地揭示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

面要从积极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视角出

理健康的全貌和内部发生机制遥因此袁后续研究应从

发 咱圆远原圆苑暂袁不仅考察野怨园冶后大学生消极的心理症状袁也

研究方法的整合视角出发袁 如可在初期采用访谈法

考察他们积极的心理品质渊或心理状态冤袁并把二者

收集第一手资料袁据此选择或设计针对性较强的尧科

放在同一个研究中来系统考察袁从而更加全面客观

学高效的测量工具袁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地反映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全貌遥 另一方面袁

况进行一个全面摸底调查 渊不仅包括消极的心理症

应采用一些科学规范尧信效度较好的积极心理品质

状袁也包括积极的心理品质冤袁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和

测验工具渊如主观幸福感量表冤来更加科学系统地考

访谈结果制定一套心理健康整合性教育干预措施

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渊或心理状态冤的现

渊直接辅导与间接辅导相结合尧团体辅导与个别咨询

状和发展水平渊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冤遥

相结合冤袁其间采用标准的测验量表对干预的效果进

渊二冤研究对象方面

行评估遥 其次袁以往研究多采用横断研究袁较少采用

关于研究对象渊研究取样冤方面的不足袁主要有

纵向追踪研究袁从而难以揭示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

以下两点院一是以往研究多是针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本科

康的动态发展规律遥 因此后续研究可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

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考察和探讨袁较少有对其他类别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多次观测和追踪研究袁 然后

大学生的研究袁如专科生渊高职生冤尧自考生等遥 虽然

采用多层线性模型的统计技术对追踪结果进行分

野怨园 后冶本科生是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主体袁其在各方面

析袁不仅可以考察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趋

也走在野怨园 后冶大 学生 的前 列袁但 其他 类别 大学生

势袁 也可以考察性别尧 人格等个体因素以及班级环

渊如专科生尧自考生冤也占据了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相当

境尧 宿舍氛围等环境因素对其心理健康发展趋势的

比例袁且这些大学生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尧就学环

不同影响遥 第三袁本文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

境以及将来面临的就业环境袁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状部分显示袁尽管目前国内针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

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野怨园 后冶本科生袁因此后续研

理发展特点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

究可进一步扩展研究这类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和水

讨袁但很多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袁

平袁也可将这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野怨园 后冶本科

因此后续研究可适当采用元分析的方法和技术袁对

生进行对比研究遥 二是以往针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研

近年来在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做个

究较多袁而 专门 针对 野怨园 后 冶研究 生的 研究至 今尚

梳理袁揭示出这些研究中的问题及一般结论遥可喜的

业袁很多野怨园 后冶毕业生选择了 继续 读研 深造 袁野怨园

了一些研究成果遥

未 见 到 遥 圆园员圆 年 随 着 第 一 批 野怨园 后 冶大 学 生 的 毕

是袁国内已有研究者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咱员源暂袁也取得

后冶研究生已经逐渐进入了公众的视野遥 一方面袁

渊四冤教育建议方面

野怨园 后冶研究生没有社会工作的阅历袁还保留着野怨园

野怨园 后冶现象以及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

后冶大学生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待人处事的方式袁因

点和心理健康状况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和

而必然会有某些与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相同或相似的心

参与袁然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如何缓解野怨园 后冶大学

理发展特点和心理健康状况曰另一方面袁野怨园 后冶研

生的心理症状和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遥 通过文

究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袁 身份地位的

献回顾发现袁很多研究者在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理

转变袁学习方式和发展任务的不同袁使得他们在心

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一番论述后袁 都提出了一

理上必然产生一些新的困惑和矛盾袁 因而也会有

些提高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教育建议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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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或措施遥 然而袁纵观这些建议和措施袁大多只是宏
观的理论探讨袁有的甚至只是一个大的口号或者呼
吁袁大多缺乏实效性和可操作性遥 因此袁后续研究可
从两方面展开院一是宏观方面袁主要需要家庭和学校
的协同努力遥 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袁家
庭物质条件丰裕袁父母的管束和野关爱冶也是无微不
至的袁然而这恰恰是很多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叛逆和非主
流的根源袁由于从幼儿园到高中袁他们的生活和重大
人生抉择基本都是由父母包办和安排袁他们急于获
得自由和野解放冶袁而到了大学很多父母仍然不忘野遥
控冶袁这更增添了他们的逆反心理遥 因此袁父母应倾
听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心声袁多尊重他们的选择袁多给
他们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袁使他们真正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爱遥 高校则应针对野怨园 后冶大学
生心理发展的新特点袁重点做好新生心理普查和入
学教育尧毕业生就业心理辅导以及大二尧大三学生健
康生活方式的引导袁可建立学校尧学院尧班级尧宿舍四
级心理健康教育体系袁特别是辅导员尧班干部要真正
融入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中去袁倾听他们的心声袁化解他
们的矛盾和困惑袁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关爱和温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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