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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护理工作中,护士改变消极情绪为积极情绪,用自己

的好情绪感染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患者是非常重要的[1 - 2] 。
作为未来护理行业的中坚力量,护理本科生(以下简称护生)
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还要具备提供高质量

人文服务的素质和能力,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进行有效管

理。 本文针对护生的情绪管理能力现状作一综述。

1摇 情绪管理的涵义

摇 摇 关于情绪管理的涵义,一般存在三种界定方式。 第一种

是从情绪管理的特征角度进行界定,代表人物是 SALOVEY
和 MAYER。 他们认为,情绪管理是情绪智能的主要成分之

一,是加德纳社会智能结构中的一个亚成分[3] 。 第二种是从

情绪管理的功能角度加以界定,如 MASTER。 他指出,情绪

管理是一种服务于个人目的、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活

动。 人们在进行情绪管理前,会对社会情景与自身关系的主

观意义以及自身应付能力进行认知评价,最终决定如何对自

身情绪进行管理[4] 。 第三种是从社会适应性角度来定义的。
如 THOMPOSON 认为,情绪管理应适应社会现实,它要求人

们的情绪反应具有灵活性、应变性和适度性,以使人们能以

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方式,迅速而有效地适应变化的社会情

景[5] 。
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也对情绪管理进行了界定,并强调情

绪管理与情绪调节、情绪控制等相似概念是不同的。 杜继淑

等[6]认为情绪管理的核心在于对情绪情景、情绪类型以及情

绪强度进行管理。 情绪管理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更好地适应

社会环境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解小青[7] 把情绪管理

界定为个体在了解自己情绪特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培养健

康积极的情绪体验,建立科学的情绪宣泄和调控机制,自觉

克服和消除负面情绪的影响,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吕峰[8]

对情绪管理的定义是,个体通过利用正确的方式探索自己的

情绪,然后将之进行调整,从而使得自己情绪改变的过程。
石枫[9]认为,情绪管理是个体有意识地觉察、表达、控制自我

情绪的行为,从而达到个体身心适应良好的状态。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者的个人理解和研究角度不同,对

情绪管理的涵义界定也存在一些差异,虽然已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是,尚没有确定的关于情绪管理的概念。

2摇 情绪管理测量工具

摇 摇 国内大多引进和翻译国外量表,自编的情绪管理测量工

具较少,现将较常使用的几种情绪管理测量工具介绍如下。
2. 1摇 情绪智力量表 (EIS) 摇 该量表是由美国心理学家

SCHUTLE 等[10]根据 SALOVEY 和 MAYER 的情绪智力理论

编制而成。 此量表包括 33 个条目,四个维度(情绪感知、自
我情绪调控、调控他人情绪、运用情绪),克隆巴赫系数在

0. 87 ~ 0. 90。 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模式,1 表示很不符

合,5 表示很符合。 中文版由我国学者王才康翻译、修订,并
在大中学生和少年犯中试用,初步证明信、效度较好[11] 。
2. 2摇 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问卷 摇 该问卷由王飞飞[12] 编制

于 2006 年,探讨了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问卷包含 38 道题项,分五个维度:理智调控情绪能力、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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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发泄能力、寻求外界支持能力、控制消极暗示能力、积极

补救能力。 问卷同质性信度为 0. 827 6,分半信度为 0. 668 3;
问卷结构效度较好,各因素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 0. 450 ~ 0. 724 之间,各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在

0. 035 ~ 0. 454 之间。 研究者表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2. 3摇 大学生情绪管理问卷 摇 孟佳[13] 编制的大学生情绪管

理问卷共有 22 个题项,五个维度,分别为:情绪觉察能力、情
绪理解能力、情绪运用能力、情绪调控能力和情绪表现能力。
各维度的相关系数在 0. 411 ~ 0. 619 之间。 问卷包含 5 个因

子,其中情绪觉察能力有 4 个题项,情绪理解能力、情绪运用

能力各有 3 个题项,情绪调控能力和情绪表现能力各有 6 个

题项。 采用 5 点量表计分,从“非常不符合冶到“非常符合冶
分别计分 1 至 5,分数越低表示越不符合,越高表示越符合。
研究者表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是没有进行重测信

度的检验。
2. 4摇 大学生情绪智力问卷摇 该问卷由吴娟[14] 于 2007 年编

制,共 61 道题目。 它包括 5 个主因素:情绪知觉、情绪评价、
情绪表达、情绪调控和促进思维。 问卷采用五级评分标准,
其中 18 道为反向记分。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15,重
测信度系数为 0. 75,研究者表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

效度。

3摇 影响护生情绪管理能力的主要因素

3. 1摇 性别摇 吕峰[8]在调查后发现,大学生的情绪管理能力

和性别相关。 女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比男生强,而且优势明

显。 原因可能是男生更容易冲动行事,而女生较男生来说更

加冷静、理智,并且向他人求助的能力较强。
3. 2摇 健康状况摇 汪庆等[15]认为,健康状况较好或很好的学

生情绪管理能力显著高于健康状况一般或易生病的学生。
这可能是由于健康的身体为情绪管理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生

理平台。 只有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才能更多地表现出积极

的情绪状态,减少消极情绪的产生,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增强

其情绪管理能力。
3. 3摇 是否为独生子女摇 赵琼兰[16] 的研究显示,非独生子女

护生的自我情绪管理能力高于独生子女。 原因可能为:独生

子女的护生大多娇生惯养,集父母、长辈的宠爱于一身,以自

我为中心,这容易导致他们不善于感知、体察他人的情绪,在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采取怨天尤人、退缩等消极应对方式,缺
乏管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 相反的,非独生子女的护生

要与兄弟姐妹共处,他们大多会与家人互相迁就忍让,调控

自己的情绪,因而情绪管理能力较高。
3. 4摇 情绪智力摇 汪庆等[15]的研究表明,医学院校大学生情

绪智力与情绪管理能力存在显著正相关。 李明霞[17] 认为,
护生的情绪智力水平不高,其中利用情绪的能力最强,理解

情绪的能力最弱。 有研究[18] 发现,情绪智力是决定个人成

功最重要的因素,情绪智力水平高的个体通常学业成功,心
理健康,情绪智力影响个体的自我调控水平。
3. 5摇 自我效能感 摇 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情绪管理能力

越强。 反之,自我效能感越低,情绪管理能力越差[19] 。 原因

可能是高自我效能感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他
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时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解决问

题,较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而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往往缺

乏自信,认为自己能力不足,不能较好地解决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常表现出幻想、自责、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导致焦虑

情绪的产生,不能较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4摇 对策及建议

4. 1摇 培养护生的情绪智力 摇 国内外研究表明,护生的情绪

智力普遍处于低值[20] 。 姚金兰等[21] 认为,医学院校应把情

绪智力教育作为护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其渗透到学科

教学中,使他们认识情绪、调控情绪,管理好自己与他人的情

绪。 廖晓春[22]认为,要提高护生情绪智力,就应转变教育观

念,把社会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

位,抓好护生护理实践能力的培养,激发和维持护生良好的

情绪状态,提高护生情绪智力水平。 学校和教育者应切实转

变教育理念和策略,既要抓专业素质的培养,也要兼顾人文

素养的教育,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适时调整教育理念。 重视

护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认识、调节自己的情绪。 人生

不是一帆风顺的,难免遇见不顺心的事,这就需要我们学会

自我控制,化解消极情绪,总结经验和教训[23] 。
4. 2摇 通过提高护生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其情绪管理能力摇 罗

延清等[24]认为,要培养护生的自我效能感,就要在对护生进

行教育时,既注重其专业理论技能的教育,也加强其心理健

康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以优秀护士的事迹教育学生,提高

他们对挫折心理的预防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 庄文敏[25] 的

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医学生自我效能感较平均水平低,在人

格上较男生表现得更需要依恋。 因此,可以引导护生独立完

成某项任务,降低人格中依赖因子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间
接获得自我效能感的提高。 还可以通过老师、同学的帮助增

加专业知识,积累生活经验,缓解其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的挫

折感,使他们获得足够的自信,提高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4. 3摇 加强护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摇 护生课业繁重,学习紧张,
还要应对考试、升学、实习、就业等各种挑战,压力较大。 因

此,教育者应重视并加强护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心理健

康教学、团体辅导、心理训练活动、心理咨询等方式促进护生

的身心健康。 因此,心理健康相关课程的开设对于增强护生

的情绪调节、控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相关课程的学

习,护生可以学习并掌握有效的管理情绪的方法,并利用这

些方法进行自我调控,及时地排解消极情绪。 研究[26 - 27] 表

明,个体心理咨询仍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之

一,团体心理咨询能够有效提升大学生的情绪智力。 因此,
还可以利用学校心理咨询专业机构,及时为护生提供心理咨

询和辅导。
4. 4摇 合理发泄情绪摇 如果长期压抑情绪,“喜怒不形于色冶,
使消极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却得不到释放和调节,就有可能

产生敏感、偏执、焦虑等心理症状,这就是表达抑制。 表达抑

制虽然可以降低护生的情绪行为,但并不能真正调节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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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将会产生各种生理和精神疾病(如抑郁症) [28] 。
我们可以鼓励护生通过运动、倾诉来宣泄情绪,也可以通过

写日记等方式释放和调节情绪,使他们的身心更加健康。
4. 5摇 鼓励护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摇 高校社团为大学生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可以使护生更好

地适应校园集体生活,培养护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交流

能力,使护生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学会调控自身情绪,设身处

地地为他人着想,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大学生社团具有自

发性、多样性、协作性等特点,这些都促进了大学生情商的发

展[29] 。 因此,可以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使护生通过社团

活动提高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力。
4. 6摇 培养护生的专业兴趣摇 研究[15] 表明,对本专业越感兴

趣的护生其情绪智力也越高。 这提示教育者可通过对护生

进行专业课思想教育、积极引导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提升他们的专业兴趣,使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充满期待,在遇

到困难和挫折时能有效调控自身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带来的

困扰,进而使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得到增强。 护生只有对本

专业充满热情,将来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护理事业中去。

5摇 前景与展望

摇 摇 目前,对于护生的情绪管理能力现状的研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许多需要继续深入研

究的地方。 (1)当前国内关于情绪管理能力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临床护士,而对护生这一群体的情绪管理能力状况关注较

少,这说明对情绪管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2)情绪

测量工具虽然不少,但国内自编的情绪管理测量工具较少,
尤其是专门用于我国在校护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方面的测评

工具几乎没有。 (3)以往的研究虽然指出了护生情绪管理的

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但多是综述类的研究,缺乏实证和干

预研究。 另外,对于是否存在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提高护生的

情绪管理能力还缺少相关的实验研究。 在临床工作中,对护

理人员实施管理工作的过程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情绪管理措

施和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30] ,而护生将来要承载“健
康所系、生命相托冶的重任,如何使护生更好地管理自身和他

人的情绪,继而培养出高质量的护理人才仍将是教育者关注

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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