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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对促进本科护生心理健康的研究

李摇 静1,孙雪芹2,马摇 杰1

[摘要]目的:探讨积极心理干预对在校本科护生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 方法:在蚌埠医学院一至三年级的本科护生中进行招

募,经过筛选,选取在校护生 66 名,采用随机数字表分为干预组(n = 32)和对照组(n = 34)。 干预组进行 6 周团体积极心理干

预,对照组只参加常规心理活动。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幸福感指数量表,在基线、6 周干预结

束后、干预后第 1 个月、干预后第 3 个月对 2 组进行调查。 结果:2 组护生在 T0 时间点生活满意度得分、幸福感指数、抑郁得

分、焦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 T1、T2、T3 时间点,干预组生活满意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幸福感

指数得分、抑郁、焦虑得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干预组各时点生活满意度得分、幸福感指数、抑郁得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T1、T2、T3 得分均高于 T0(P < 0. 05 ~ P < 0. 01)。 结论:积极心理干预能够提升护生的生活满意度

及幸福感,减缓抑郁、焦虑负性情绪,有利于护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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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LI Jing1,SUN Xue鄄qin2,MA Jie1

(1.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Sixty鄄six nursing students from grade one to grade three in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ere screened,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intervention group(n = 32) and control group(n = 34).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6 weeks,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SDS,SAS,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and index of well鄄being at baseline,after 6 weeks,1 month and 6 months of intervention.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life satisfaction score,happiness index,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at T0 time鄄
point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t T1,T2 and T3 time鄄points,the score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he scores of the index of well鄄being,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dex of well鄄being
and depression in intervention group among all time鄄point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and the score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index of well鄄being and depression in intervention group at T1,T2 and T3 were higher than those at T0(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well鄄being,relieve depression,anxiety
and negative emotions,and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nursing students.
[Key words] mental health;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

摇 摇 心理健康是一种幸福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个人

能够认识自己的能力,能够应对正常的生活压力,有
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1]。 积极

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倡导心理学的积

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

康幸福与和谐发展,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2 - 7] 开始

关注积极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 孟莉[8] 研究

指出,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心理干预,能够帮助大学生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护生作为大学生的重要组成部

分,除了面临繁重的学习任务、人际困扰、就业压力

等,由于其以后将面临复杂的护患关系及社会偏见,
更易导致负性情绪的滋生[9 - 14]。 因此,是否具备健

康的心理,关系到护生的自身成长及在以后工作中

的发展。 本研究对在校本科护生进行 6 周的积极心

理干预,探讨促进护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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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样本量估计:参考公式,其中为对照组

均数,为干预组的均数,为合并标准差。 参考统计标

准,本研究按双侧取 0. 05,取 0. 08,参考文献[15] 得,
依据公式,查表 n = 32 人。 考虑到存在研究对象流

失情况,将样本数扩大 10% ,最后确定 2 组人数 n1
= n2 = 35 人。

选取在蚌埠医学院就读的在校本科护生为研究

对象。 纳入标准:(1)通过招募报名的志愿者;(2)
近期未参加过其它心理治疗或心理咨询者;(3)理

解能力正常,无精神障碍。 排除标准:(1)中途退出

研究者;(2)因各种原因失访者。 经过筛选,最终纳

入符合标准的护生 66 名,采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

干预组(n = 32)和对照组(n = 34)。 其中,干预组年

龄 18 ~ 23 岁;男生 5 名,女生 27 名;大一 14 名,大
二 11 名,大三 7 名;城市 6 名,城镇 3 名,乡村 23
名。 对照组年龄 17 ~ 23 岁;男生 3 名,女生 31 名;
大一 19 名,大二 9 名,大三 6 名;城市 7 名,城镇 9
名,乡村 18 名,2 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工具 摇 (1)抑郁自评量表(SDS):共 20 个项

目,采用 1 ~ 4 级评分,反向计分包括 10 个条目。 其

中 53 ~ 62 分为轻度抑郁,63 ~ 72 为中度抑郁,72 分

以上为重度抑郁。 本研究中 Cronbach 琢 系数为

0. 77。(2)焦虑自评量表(SAS):共有 20 个条目,采
用 1 ~ 4 级评分,其中有 5 个条目为反向评分,50 ~
59 分为轻度焦虑,60 ~ 69 分为中度焦虑,大于 69 分

则为重度焦虑。 SAS 有较高的信效度,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 本研究中 Cronbach 琢 系数为 0. 75。 (3)生
活满意度量表:共 5 个条目,采用 1 ~ 7 级分,从“非
常不同意冶到“非常同意冶,得分越高,表明生活满意

度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Cronbach 琢 系数为 0. 76。
(4)幸福感指数量表:包含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

活满意度问卷,主要用于测查人们当前所体验到

的幸福程度。 其中前者包含 8 个项目,而后者仅 1
项,两部分均采用 1 ~ 7 分评分制,得分范围 2. 1 ~
14. 7 分,表示由最幸福到最不幸福,量表的重测信

度为0. 849[16]。 本研究中 Cronbach 琢 系数为 0. 89。
1. 3摇 常规心理活动摇 包括学校开设的大学生心理

课程、开展的“心理健康活动月冶活动、大学生心理

健康专题讲座等。 干预组与对照组均参加常规心理

活动。
1. 4摇 干预方法摇
1. 4. 1摇 干预形式摇 干预组采取团体积极心理疗法,

对照组仅参加常规心理活动。 将干预组分为 2 组,
每组 16 例。 干预时间为 2016 年 9 月初至 2016 年

10 月下旬。 共 6 次,每周 1 次,每次 90 min,定于不

影响护生学习的下午放学后,活动地点定于护理系

活动室。
1. 4. 2摇 干预方案及实施摇 本次干预活动命名为:心
灵幸福之旅;干预小组命名为“心动力冶成长小组。
团队指导老师 1 名,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长期从事护生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与治疗,具有丰

富的经验。 协助者 1 名,具备一定的积极心理学理

论及心理干预实践知识。 本次干预方案的设计主要

是在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下,参考“6 周集体积极心

理治疗冶方案[15]及阳志平主编的《积极心理学:团体

活动课操作指南(第 2 版)》,在导师指导及咨询相

关心理学专家后,进行不断修改完善,确定最后干预

方案(见表 1)。

表 1摇 干预方案

活动 主题 内容 家庭作业

第一周 发现你的优势 (1)滚雪球:自我介绍(2)发现你的优

势(3)优势轰炸(4)优势取舍

填写 VIA鄄IS 优

势问卷

第二周 积极情绪 (1)微笑握手(2)情绪接龙(3)OH 卡

牌(4)管理情绪分享

每晚临睡前记

录“三件好事冶

第三周 人际关系 (1)Copy 不走样 (2) 人际交往原则

(3)视频:宿舍你我他

人际关系中成

功的交往

第四周 积极应对 (1)梅花朵朵开(2)认识压力(3)管理

压力有妙招

填写 ABC 表格

第五周 感恩 (1)成长四部曲(2)取舍之间(3)感恩

清单(分享瞬间)
感恩日记

第六周 探索生命的意义 (1)松鼠与大树(2)墓志铭(3)分享时

刻(你想过怎样的人生)
填写人生规划

1. 4. 3 摇 具体实施过程 摇 每次活动分为 3 个部分:
(1)对上一次的活动进行回顾与总结,分享在上一

周的时间里表现与收获;(2)对本周的主题进行介

绍,并对本周课后练习进行说明与讲解;(3)对下一

周的内容进行展望。
1. 4. 4摇 干预效果评估摇 设定 2 名调查员,由 2 名护

理心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担任,负责研究过程中的

问卷收集,分别在基线、6 周干预结束后、干预后第 1
个月、干预后第 3 个月对研究对象统一发放问卷,评
估干预效果。
1. 5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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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2. 1摇 2 组护生生活满意度得分比较摇 结果显示,2
组护生在 T0 时间点生活满意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在 T1、T2、T3 时间点干预组生活满

意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干预组各时点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T1、T2、T3 得分

均高于 T0(P < 0. 05 ~ P < 0. 01),而对照组则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2. 2摇 2 组护生幸福感指数得分比较摇 结果显示,2
组护生在 T0 时间点幸福感指数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在 T1、T2、T3 干预组幸福感指数得

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 干预组各

时点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T1、T2、T3
得分均低于 T0(P < 0. 05 ~ P < 0. 01),而对照组则

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表 2摇 2 组护生生活满意度得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T0 T1 T2 T3 F P MS组内

干预组 32 4. 06 依 0. 91 4. 62 依 0. 98# 4. 74 依 0. 85## 5. 03 依 0. 85## 6. 54 < 0. 01 0. 808

对照组 34 4. 03 依 1. 21 3. 99 依 0. 95 4. 16 依 1. 15 4. 52 依 1. 02 1. 67 > 0. 05 1. 182

t — 0. 11 2. 65 2. 32 2. 15 — — —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与 T0 比较#P < 0. 05,##P < 0. 01

表 3摇 2 组护生幸福感指数得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T0 T1 T2 T3 F P MS组内

干预组 32 7. 06 依 1. 76 6. 16 依 1. 97# 5. 89 依 1. 46# 5. 62 依 1. 74## 4. 12 < 0. 01 3. 034

对照组 34 7. 39 依 2. 66 7. 50 依 2. 10 7. 04 依 2. 32 6. 86 依 2. 13 0. 57 > 0. 05 5. 351

t — 0. 60* 2. 67 2. 42* 2. 58 — — —

P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 —

摇 摇 与 T0 比较#P < 0. 05,##P < 0. 01

2. 3摇 2 组护生抑郁得分比较摇 结果显示,2 组护生

在 T0 时间点抑郁、焦虑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在 T1、T2、T3 干预组抑郁、焦虑得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 01)。 干预组各时点抑郁得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且 T1、T2、T3 得分

均明显低于 T0(P < 0. 01),而对照组抑郁及 2 组焦

虑各时点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
表 4)。

表 4摇 2 组护生抑郁、焦虑得分比较(x 依 s)

分组 n T0 T1 T2 T3 F P MS组内

抑郁得分

摇 干预组 32 47. 11 依 7. 51 41. 95 依 7. 12## 41. 29 依 5. 54## 40. 70 依 5. 43## 6. 63 < 0. 01 41. 818

摇 对照组 34 46. 36 依 8. 64 48. 35 依 9. 10 47. 24 依 10. 65 45. 11 依 8. 66 0. 74 > 0. 05 86. 204

摇 摇 t — 0. 38 3. 17 2. 88* 2. 49* — — —

摇 摇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 —

焦虑得分

摇 干预组 32 40. 98 依 7. 97 38. 55 依 8. 08 36. 91 依 6. 55 36. 84 依 7. 51 2. 11 > 0. 05 57. 028

摇 对照组 34 40. 55 依 7. 20 43. 27 依 9. 94 41. 07 依 9. 97 41. 58 依 9. 59 0. 55 > 0. 05 85. 503

摇 摇 t — 0. 23 2. 11 2. 01 2. 23 — — —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 —

摇 摇 与 T0 比较##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地改

善护生的生活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与以往研究结

果相似[6,17]。 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发掘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自我认知)。 充实

而有意义的生活是“幸福冶三因素理论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实现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主要通过帮助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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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现自身才能与优势,并指导帮助他们如何运用

这些优势,这有利于幸福感的产生[18]。 本次干预中

帮助护生发现及识别自身优势,并指导他们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运用自身优势,可提升他们的自信心和

自我认同感,有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可显著提高其

对幸福感的体验。 (2)积极情绪。 积极的情感,即
快乐的生活,是 “幸福冶三因素理论中的又一重要部

分,感恩日记、“三件好事冶等练习,通过对今天积极

事件和积极情绪进行回顾可以增加积极的记忆,培
养积极情绪[5,15],以往的研究[19] 显示,积极情绪对

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3)
积极人际。 在积极心理学之中,认为积极的人际关

系能够帮助人们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人

们的主观幸福感。 通过本次活动,使护生明白认真

待人、真诚接纳他人的重要,学会爱别人,更要懂得

爱自己,回馈别人的快乐同样可以增加自己的快乐,
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

统。 (4)积极应对。 研究[20 - 21] 显示,归因方式、应
对方式都会对护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积极心理

学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关注个体优势或抗逆力,借助

这种积极、向上的自我力量来对抗心理困扰。 此次

活动帮助护生学会正确归因以及积极应对,增强其

抗逆能力,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增加幸福感。
(5)感恩。 积极心理学实验证明,记录感恩日记能

够有效地提高主观幸福感。 干预方案中的感恩日记

的练习,可以促使护生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去看待身

边的人和事。 护生通过记录感恩日记,更懂得以一

颗感恩的心去看待生活,更容易体会到生活中的点

滴幸福。 (6)探索生命的意义。 有意义的生活才会

让人有持久的幸福感。 本次活动中,在指导老师的

带领下,护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回顾,看到自身的成

长与进步,同时对未来进行规划,明确以及坚持自己

的道路,体会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的含义。
根据本次研究,采用积极心理干预对缓解本科

护生的焦虑、抑郁情绪有良好的效果,并且有一定的

维持作用,与以往的研究[22 - 23] 结果一致。 分析原

因,与积极心理疗法的作用机制有关。 不同于传统

心理学,积极心理干预的目标是降低个体的消极情

绪,而不是消除它。 积极情绪作为 “幸福冶三因素理

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人们幸福感、减缓消极

情绪有着重要作用。 积极情绪可以抵消或缓冲负性

情绪对生理、注意力、创造力的影响[24]。
虽然人类更倾向于关注生活中的消极方面,但

干预方案中的一些练习旨在使护生的注意力、记忆

力和期望远离消极和灾难化而朝着积极和充满希望

的方向。 例如“三件好事冶练习,护生每晚回忆并记

录今天发生的积极的或是完成的事件,而不是今天

遇到的麻烦或是问题,或是未完成的作业及任务。
记录这些愉快的正能量的事件,并回味这种愉悦的

感受,不断用积极的情感体验去置换那些消极情感

体验,有助于积极情感的培养,减轻或缓解抑郁、焦
虑等消极情绪。 同样,感恩日记的练习,使护生可以

发现生活中瞬间或是永恒的美好,去关注和发现别

人的闪光点而不是一味的苛责别人,这更有利于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回忆过去的幸福,构建今天的快

乐,减少消极情绪,使护生更容易体验到幸福感。
采用积极心理疗法有助于提升护生的生活满意

度,增加幸福感,同时能够减缓或是抵消抑郁、焦虑

情绪,有利于护生的心理健康。
本次研究在参考 “6 周集体积极心理疗法冶的

基础上,设计并制定了干预方案,研究对象为在校本

科护生,随访时间至干预结束后第 3 个月。 因此,后
续的相关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延长随访

时间,进一步观察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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