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摇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人才培养是关键,基层人力资源配备是重点。 2010 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 6 部委联合下发《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发改

社会[2010]561 号)和《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

知》(发改社会[2010]1198 号),全国包括蚌埠医学院共 68 所医学院校开始实施农村订

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7 年来,我校教科研团队积极探索农村卫生人才订单定向

培养模式的创新与改革,积极探索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的新途径。 本刊选发几

篇论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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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职业使命感

与学业投入的关系:希望的中介作用

杨秀木1,2,申正付1,3,刘晶晶2,刘摇 峰4,姚摇 扬5,陶仪声6

[摘要]目的:探讨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定向医学生)职业使命感、希望与学业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方法:采用职业使命感

量表、希望量表、学业投入量表,对安徽省 3 所医学院校的定向医学生 493 人进行测量。 结果:职业使命感、希望与学业投入三

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P < 0. 01);职业使命感对学业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P < 0. 01);职业使命感对希望有正向预测作用

(P < 0. 01);引入中介变量希望,职业使命感对学业投入的影响有所降低,但仍然显著(P < 0. 01),希望在职业使命感和学业

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对定向医学生进行职业使命感教育,有助于希望水平的提升,促进学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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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fessional mission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in rural order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the intermediary function of hope

YANG Xiu鄄mu1,2,SHEN Zheng鄄fu1,3,LIU Jing鄄jing2,LIU Feng4,YAO Yang5,TAO Yi鄄sheng6

(1. Department of Research Center for General Practice Education Development,2. School of Nursing,3. School of Marxism,
4.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5. School Hospital,6. Department of Path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hop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in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Four hundred and ninety鄄three order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ree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scale,hope scal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scale. Results: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areer mission,hope and academic engagement(P < 0. 01). The professional mission had positive predicting effect
on hope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hope(P < 0. 01).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mediary variables hope,the effect of professional mis鄄
sion on academic engagement decreased,but still significant(P < 0. 01),and the hope played a par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areer mis鄄
sion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Conclusions:The vocational mission education in order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can be conducive to

摇 摇 摇 improve the level of hope,and promote academic engagement.
摇 摇 [Key words] medical student; professional mission; hope;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cademic engagement

摇 摇 职业使命感是指促使个体追求特定职业的强烈

的激情与力量;是希望从事某种期望的特定职业并

在其中获得职业的责任感、意义感和实现个人的价

值;是一种工作价值导向[1]。 研究[2 - 7]发现,使命感

与职业承诺、组织承诺、职业自我效能、工作意义、人
与环境适配、工作投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

幸福感及主观幸福感等相关,拥有高职业使命感的

人在工作中有更多的收益、取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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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免费师范生的研究发现,高职业使命感的学生

学业投入更多,取得更好的学习绩效[8]。
学业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业活动中表现的对学业

的一种持续的、充满了积极情绪情感的状态,以专

注、奉献和活力为主要特征。 学业投入与学习绩效、
有效学习策略等结果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研

究[9 - 10]发现,学业投入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人口统

计学变量、学校文化氛围、个人特质等。 学业投入程

度高的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往往精力充沛、不知疲倦,
甚至废寝忘食;学习专注度高,课堂讨论参与的积极

性高。
希望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心理学界公

认的人格优势力量和积极人格特质,对人们的环境

适应和毕生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1]。 心理学

界目前公认的是 Snyder 的希望理论,认为希望是一

种心理现象,是一种积极的动机性状态,这种状态包

括三个核心成分: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目标

包括“趋近冶目标和“回避冶目标,是希望的最核心成

分;路径思维是达到目标的具体方法、具体计划,是
希望的认知成分;动力思维是执行路径思维的动力,
是希望的动机成分。 希望作为一种对未来的积极期

望,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如对学业投

入、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消极心理产生的缓

冲作用,对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起到增益作用

等[12 - 18]。
综上所述,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投入存在正相关

关系,希望与学业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就农

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以下简称定向医学生)的职业

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探讨,
为教育培养定向医学生提供参考意见。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选取蚌埠医学院、安徽医科大学和皖南

医学院 2015 - 2017 级定向医学生 510 人进行问卷

调查,共发放问卷 51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93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6. 67% 。 其中蚌埠医学院 171 人

(34. 88% ),皖南医学院 166 人(33. 67% ),安徽医

科大学 156 人(31. 64% );男生 332 人(67. 34% ),
女生 161 人(32. 66% );年龄 17 ~ 23 岁;2017 级 161
人(32. 66% ),2016 级 166 人 (33. 67% ),2015 级

166 人(33. 67% );乡村 360 人(73. 02% ),城镇 133
人(26. 98% );家庭人均月收入臆2 000 元以下 90
人(18. 26% ), > 2 000 ~ 3 000 元 178 人(36. 11% ),
>3 000 ~ 4 000 元 213 人(43. 20% ), > 4 000 元 12

人(2. 43% )。
1. 2摇 调查工具摇
1. 2. 1摇 职业使命感量表摇 (12鄄CS)选用 DOBROW
等[19]2011 年编制的 12 个条目职业使命感量表对

职业使命感进行测量,采用 Likert7 点计分,“1冶表示

“非常不同意冶,“7冶表示非常同意。 张春雨等[8] 研

究表明此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次研究该量

表的 Cro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16。
1. 2. 2摇 学业投入量表摇 选用李西营等[20]编制的学

业投入量表,包括动机(6 个条目)、精力(6 个条目)
和专注(5 个条目)3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鄄
ert7 点计分。 本研究中,学业投入量表及动机、精
力、专注三个分量表的 Crobach忆 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01、0. 822、0. 794、0. 773。 本次研究以 17 个条目

总均分表示学业投入程度。
1. 2. 3 摇 希望量表 摇 采用 Snyder 等编制、陈灿锐

等[21]本土化的成人素质希望量表,包括 12 个条目,
其中 4 个条目是干扰项,采用 Likert8 点计分,“1冶表
示“绝对不符合冶,“8冶表示“完全符合冶,8 个条目相

加总分即表示希望水平,得分越高说明希望水平越

高。 本次研究该量表的 Crobach忆s 琢 系数 0. 799。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入的相关分析结果

摇 职业使命感(4. 41 依 0. 99)与学业投入(4. 42 依
0. 91)、希望(4. 88 依 0. 23) 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 r =0. 466,r = 0. 471,P < 0. 01),学业投入与希望亦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r = 0. 502,P < 0. 01)。
2. 2摇 希望在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投入之间的中介效

应分析结果摇 将预测变量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

投入转化为 Z 分数。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流程进行

分析[22],在方程 1 中,职业使命感对学业投入有正

向预测作用(P < 0. 01);方程 2 中,职业使命感对希

望有正向预测作用(P < 0. 01);方程 3 中,引入中介

变量希望,职业使命感对学业投入的影响有所降低,
但仍然显著(P < 0. 01),说明希望在职业使命感和

学业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 1)。

3摇 讨论

摇 摇 我国政府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卫生人力资源的不

足,于 2010 年起实施定向医学生政策[23]。 免费医

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与将来履约地卫生计生委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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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投入的关系:希望的中介效应检

验(n = 493)

变量
方程 1(效标:学业投入)

茁摇 摇 摇 摇 摇 t摇
方程 2(效标:希望)
茁摇 摇 摇 摇 摇 t摇

方程 3(效标:学业投入)
茁摇 摇 摇 摇 摇 t摇

性别 - 0. 062摇 - 0. 085摇 0. 061 0. 621 - 0. 063摇 - 0. 881摇

年级 0. 091 0. 534 0. 241 1. 556 0. 054 0. 321

家庭收入 0. 077 0. 525 0. 119 0. 745 0. 081 0. 584

职业使命感 0. 297 13. 566** 0. 396 18. 666** 0. 203 5. 853**

希望 0. 380 11. 345**

R2 0. 118 0. 188 0. 200

F 184. 08 180. 88 170. 81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P < 0. 01

了为期 6 年的工作合同,意味着他们毕业后初期的

职业身份和职业目标已经确定。 职业使命感、希望

和学业投入的水平如何,可以反映他们对其所选择

职业的认同程度、内心期望。 本研究显示,定向医学

生的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入的得分均分分别

为 4. 41 依 0. 99、4. 88 依 0. 23、4. 42 依 0. 91,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定向医学生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

入三个研究变量在性别、年级和家庭经济收入等人

口社会学变量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1摇 职业使命感和学业投入关系的理论分析摇 关

于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投入之间关系的理论包括存在

主义理论[8]、职业心理学理论[24] 和的职业生涯理

论[25]。 存在主义理论认为,个人为了找到自己在世

界上存在的意义,需要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

根基,这一根基同时体现为一种确定性。 职业使命

感为个体提供了这种根基,帮助个体在职业生涯上

做出明确的职业选择,确定职业目标,制定职业生涯

规划,为实现职业目标投入更多的精力提升自身的

综合素养。 职业心理学理论认为,职业使命感是一

种复杂的心理体验,高职业使命感的人会将职业认

同与自我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会将工作的意义与

社会意义联系在一起,希望所从事的工作能够为社

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在工作中

体验到乐趣,得到自我实现。 高职业使命感的人表

现为对某职业的强烈热情,并体验到强烈的生命意

义感。 职业生涯理论认为职业使命感是一种职业态

度,是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及家庭环境等多重

因素的影响下、通过习得而形成,职业使命感是一种

学习经验。 职业使命感包含强烈的生命意义感和目

标感,与人生意义和人生目标联系紧密。 职业生涯

理论认为,大学阶段是个体职业生涯周期的职业准

备阶段,为了获得职业能力以期实现职业使命感,他

们会表现出更强的目的性、更周详的职业计划性以

及准确认识到当前所学与未来所从事职业的相

关性。
3. 2摇 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分析摇 本研究发现,职业使命感、希望和学业投入三

者之间均显著相关(P 均 < 0. 01),职业使命感对希

望、职业使命感对学业投入、希望对学业投入均有正

向预测作用,影响作用分别达到 0. 396、0. 297、
0. 380,希望在职业使命感和学业投入之间起部分中

介效应。 以往的研究[1 - 8] 发现,使命感使人们具有

行动取向,人们会在使命感的驱动下,投入到与使命

感相一致的实践活动中。 当个体对其将要从事的或

正在从事的职业具有使命感时,他们对该职业的认

可度提高,认为该职业具有社会意义,对社会来说是

重要的,他们会积极投入到提升职业素养的活动中。
目前关于职业使命感的研究包括两种取向,一种取

向是不关注个体将来要从事或已经从事的具体职

业,如“我的职业要对社会有意义冶,一种取向是针

对某种明确的职业,如“我愿意为了成为一个卓越

的医生而牺牲一切冶。 而不论哪一种取向都发

现[1 - 8],高职业使命感的大学生有更高的学业投入,
高职业使命感的工作人员有更高的工作投入。 希望

与学业投入的关系是学者 SNYDER 等[26] 最初关注

的研究,发现希望与学业投入以及优异的学业成绩

紧密联系在一起,高希望水平有效地预测高学业投

入、高学业成就、低开除率和高毕业率,强有力地证

明了希望对学业投入、学业成就预测作用的稳定性。
DAY 等[27] 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格、智力、发散

思维能力、前期学习成绩等因素后,希望仍然能够有

效预测大学生的学业投入和学业成就。 基于希望对

学业成就的预测作用,在 2010 年的国际教育与教育

心理学大会上,TARHAN 等[28] 将教育理念由“批判

性思维、关怀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冶三重思维教育理

论发展为“批判性思维、关怀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

希望思维冶四重思维教育理论模型,重点强调了希

望对于学生职业成长的重要意义和突出作用。
综上,本研究结果对高等医学教育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 首先,本研究显示职业使命感对定向医学

生在校期间的学业投入具有非常显著的预测作用,
给医学院校教育管理者的启示是:要注重培养或激

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医生职业的使命感。 具体

措施:(1)让学生思考自己选择医学专业的原因,帮
助其内省,厘清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2)将医生职

业与免费医学生的个人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感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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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让他们真正体验到医生职业的伟大之处,能让

自己的人生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其次,本研究显

示希望这一社会认知变量在职业使命感和学业投入

之间起到重要桥梁作用。 这给高等医学教育管理者

的启示是:要注重培养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对医生

职业的希望,具体措施可以有榜样学习、增加成功体

验以及进行语言说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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