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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护生职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

胡曼曼1,钱志刚2

[摘要]目的:了解男女护生职业态度现况,掌握职业态度影响因素在男女护生中的差异。 方法:男生采取条件抽样,女生采取

便利抽样的方法,对某医学院校在校护生进行调查。 结果:护生的职业态度得分为(4. 34 依 0. 65)分,其中男、女护生职业态度

得分分别为(4. 29 依 0. 71)分、(4. 36 依 0. 63)分,不同性别护生的职业态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同年级、家庭居住

地、专业选择动机、职业兴趣和职业选择的护生职业态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家庭居住地、专业选择动机、职业兴趣和职业选择均为护生职业态度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1)。 护生职业态度影响因

素的性别差异研究中,家人态度、本专业和其他专业学生态度、学校态度以及自身对专业的认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 结论:男女护生职业态度均偏消极、缺乏职业兴趣;家庭居住地、自身意愿和兴趣影响护生的职业态度;护
生职业态度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受社会传统观念影响深刻,学校及护理教育者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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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in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U Man鄄man1,QIAN Zhi鄄g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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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and grasp the differenc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rofessional attitud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The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from a
med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using the conditions sampling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respectively. All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The score of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4. 34 依 0. 65) points,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score of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were (4. 29 依 0. 71)points and (4. 36 依 0. 63) points,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 of which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and the differences of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nursing students among
different grade,family residence,professional choice motivation,vocational interest and vocational choi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family residence,professional choice motivation,
profession interest and profession choice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ursing students忆 professional attitude(P < 0. 01).
Among the gender i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of nursing students,the differences of attitude of family members,
attitude of students of this major and other majors,attitude of schools and their own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ajor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in male and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are negative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The family residence, and willingness and interest of nursing students affect their professional attitude. The
difference of gender i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nursing students忆 professional attitude is deeply,and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oncepts,so schools and nursing educator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Key words] nursing student;professional attitude;influencing factor;gender difference

摇 摇 20 世纪中期以来,护士职业一直处于“男少女 多冶的性别隔离状态[1]。 据统计,截至 2016 年,我
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 350 万,然而男护士人数仅占

1. 8% [2]。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健康需

求的提高,各医院及科室急需男护士的加入[3 - 6],然
而,现实中男性却很少选择护士职业。 护士职业态

度是人们对护士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护士素质

要求和现况、护士劳动特点、护理学科性质和发展等

方面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7]。 关于护士职业态

度的研究,多为职业态度的现况调查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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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8 - 11],很少涉及职业态度影响因素中的性别

差异研究。 护生作为护理队伍的后备军,研究男女

护生的职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对护理

教育者以及管理者相关策略的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某医学院校护理专业 1 ~ 4 年

级本科生及 1 ~ 3 年级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以下

简称“护生冶),由于护理专业中男性人数较少,因而

男性选择条件抽样(全部抽取),女生选择便利抽

样。 纳入标准:(1)全国统招全日制护理本科生及

研究生;(2)目前在校正常就读(包括在外实习生);
(3)自愿参加本次调查。 样本含量取调查条目的 10
~ 20 倍,本次调查选取 15 倍,考虑到流失、无效情

况,适当增加 20% ,最后确定样本量 810 人。
1. 2摇 研究工具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根据前人研究情况及查

阅相关资料编制而成,并通过预调查的方式进行修

订,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家庭居住地、父母受教育

程度、专业选择动机以及职业兴趣等。
1. 2. 2摇 职业态度影响因素问卷 摇 由吴冬梅[12] 编

制,该量表的理论基础是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和社会

心理学理论,用于护生职业态度现状及影响因素研

究。 由自身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部分组成,共 15
个条目,内容效度由护理专家进行评审,将问卷各条

目设为很相关、相关、不相关、很不相关 4 个等级制

成评价表,根据条目与研究内容的相关程度进行独

立评审,共 5 位专家,评审结果两两配对,两人均填

很相关、相关的计 1 分,否则计 0 分,构成条目的内

容效度指数,5 位专家中有 3 位或 3 位以上认为某

一条目不相关,则给予删除,结果专家对各条目相关

性评价均较高,因而全部保留,问卷总体内容效度指

数为 0. 885,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77。 问卷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制,从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别赋

予 5 ~ 1 分,反向题按相反方向赋分。
1. 2. 3摇 职业态度测评量表 摇 由吴雅文等[13] 编制,
在国内已得到广泛应用[14]。 量表采用瑟斯顿等距

量表法研制而成,共有 30 条态度语,按极端反对到

极端赞成(负情感到正情感)形成一条假设的度量

线[13],根据各条态度语在度量线上的位置,进行赋

值,最低分 0. 95 分,最高分 8. 28 分,研究对象需从

30 条态度语中选择 7 ~ 9 条(最能反映自身态度倾

向的),得分情况为选择项目赋值之和除以项目数,
4. 5 分表示中立,得分越高表示越积极,越低则表示

越消极。 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 93,内容效度由 12
位护理专家进行评价,认为该量表效度较好,可用于

护生职业态度的测评。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资料收集摇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在各年级辅

导员及各班班长、学习委员等协助下完成。 研究员

事先向各班级负责人讲解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
统一培训,采用统一指导语。 告知调查要在学生完

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并对调查内容进行详细解释,
最后要感谢同学的配合。
1. 3. 2摇 数据录入摇 采用 Excel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并对数据进行复核,筛选回收有效的问卷。 剔除的

问卷包括:具有明显填写错误的问卷、连续选择同一

个选项超过 10 题的问卷、缺失数据的问卷等。 共发

放 810 份问卷,回收 792 份,剔除无效问卷 32 份,有
效问卷 760 份,有效回收率 93. 83% 。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字2 检验、 t(或 t忆)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护生职业态度的单因素分析摇 调查结果显示,
护生的职业态度得分为(4. 34 依 0. 65)分,其中男、女
护生职业态度得分分别为(4. 29 依 0. 71)、(4. 36 依
0. 63)分。 将护生职业态度作为因变量,逸4. 5 分为

“积极冶, < 4. 5 分为“消极冶,护生一般资料情况作

为自变量,结果显示,不同年级、家庭居住地、专业选

择动机、职业兴趣和职业选择的护生职业态度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护生职业态度的单因素分析(n = 760)

项目 n
职业态度

< 4. 5 分摇 逸4. 5 分摇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155
605

94
352

61
253

0. 31 > 0. 05

年龄 / 岁

摇 17 ~ 19 146 90 56

摇 20 ~ 22
摇 23 ~ 25

464
140

265
83

199
57

3. 08* > 0. 05

摇 > 25 10 8 2

年级

摇 大一 205 112 93

摇 大二 201 106 95

摇 大三 144 95 49 11. 2 < 0. 05

摇 大四 195 121 74

摇 研究生 15 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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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目 n
职业态度

< 4. 5 分摇 逸4. 5 分摇
字2 P

家庭居住地

摇 农村

摇 城镇

529
231

287
159

242
72

14. 09 < 0. 01

父亲受教育程度

摇 大学 59 34 25

摇 中学

摇 小学

469
193

279
114

190
79

1. 76 > 0. 05

摇 小学以下 39 19 20

母亲受教育程度

摇 大学 29 18 11

摇 中学

摇 小学

307
313

180
190

127
123

2. 56 > 0. 05

摇 小学以下 111 58 53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

摇 < 1 000 138 77 61

摇 1 000 ~ 2 000
摇 > 2 000 ~ 3 000

304
169

179
99

125
70

0. 83 > 0. 05

摇 > 3 000 149 91 58

专业选择动机

摇 自愿 197 86 111

摇 调剂

摇 家人意见

386
110

260
64

126
46

31. 02 < 0. 01

摇 好就业 67 36 31

职业兴趣

摇 非常喜欢 17 10 7

摇 比较喜欢 42 12 30

摇 一般 447 262 185 18. 53 < 0. 01

摇 不太喜欢 158 102 56

摇 非常不喜欢 96 60 36

职业选择

摇 不从事

摇 从事

140
620

104
342

36
278

17. 23 < 0. 01

摇 摇 *示 Fisher忆s 确切概率法

2. 2摇 护生职业态度的多因素分析摇 将单因素分析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进行非

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2,因变

量“护生职业态度冶,“积极冶赋值为 1,“消极冶赋值

为 0。 结果显示,家庭居住地、专业选择动机、职业

兴趣和职业选择均为护生职业态度的独立影响因素

(P < 0. 01)(见表 3)。
2. 3摇 护生职业态度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摇 男女护

生在家人对其选择护理专业的态度(B1)、认为本专

业多数学生对护理专业的态度(B2)、认为其他专业

学生对护理专业的态度(B3)、认为学校对护理专业

的态度(B5)、认为护士地位太低(B6)、认为护理工

作太繁忙(B7)、认为男生不适合当护士(B10)、觉
得男护士前途光明(B12)等条目差异均有统计学差

异(P < 0. 05 ~ P < 0. 01)(见表 4)。

表 2摇 自变量赋值情况

自变量 赋值

家庭居住地 1 = 农村(参照);2 = 城镇

专业选择动机 1 = 自愿(参照);2 = 调剂;3 = 家人意见;4 = 好就业

职业兴趣 1 = 非常喜欢(参照);2 = 比较喜欢;3 = 一般;4 =
不太喜欢;5 = 非常不喜欢

职业选择 1 = 不从事(参照);2 = 从事

表 3摇 护生职业态度多因素分析

变量 B S茁 Wald字2 P OR
95%CI

下限摇 上限摇

家庭

居住地 -0. 600 0. 177 11. 531 < 0. 01 0. 549 0. 388 0. 776

专业选择动机 26. 408 < 0. 01

摇 调剂 -1. 003 0. 196 26. 192 < 0. 01 0. 367 0. 250 0. 538

摇 家人意见 -0. 564 0. 254 4. 923 < 0. 05 0. 569 0. 346 0. 936

摇 好就业 -0. 575 0. 301 3. 659 > 0. 05 0. 563 0. 312 1. 014

职业兴趣 27. 548 < 0. 01

摇 比较喜欢 2. 270 0. 646 12. 362 < 0. 01 9. 681 2. 731 34. 320

摇 一般 0. 610 0. 531 1. 322 > 0. 05 1. 841 0. 651 5. 207

摇 不太喜欢 0. 121 0. 542 0. 050 > 0. 05 1. 129 0. 390 3. 267

摇 非常不喜欢 0. 740 0. 572 1. 674 > 0. 05 2. 095 0. 683 6. 423

职业选择 0. 884 0. 234 14. 309 < 0. 01 2. 422 1. 531 3. 829

常数 -0. 887 0. 560 2. 510 0. 113 0. 412

表 4摇 护生职业态度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x 依 s)

影响因素摇
组 1

(男,n = 155)
组 2

(女,n = 605)
t P

B1:家人的态度 3. 39 依 0. 83 3. 55 依 0. 81 2. 19 < 0. 05

B2:本专业同学态度 3. 18 依 0. 79 2. 96 依 0. 80 3. 05 < 0. 01

B3:其他专业同学态度 3. 06 依 0. 78 2. 72 依 0. 80 4. 81* < 0. 01

B4:就业压力 3. 20 依 0. 77 3. 07 依 0. 90 1. 75* > 0. 05

B5:学校对本专业的重视程度 3. 21 依 0. 92 2. 99 依 1. 04 2. 42 < 0. 05

B6:护士地位太低 2. 83 依 0. 95 2. 59 依 0. 96 2. 77 < 0. 01

B7:护理工作太繁忙 2. 05 依 0. 71 1. 88 依 0. 72 2. 55 < 0. 05

B8:护士收入太低 2. 59 依 0. 82 2. 56 依 0. 83 0. 43 > 0. 05

B9:无法发挥个人才能 3. 05 依 0. 73 3. 02 依 0. 93 0. 34* > 0. 05

B10:男生不适合当护士 3. 28 依 0. 90 3. 90 依 0. 86 7. 74* < 0. 01

B11:本专业教师态度 3. 79 依 0. 74 3. 75 依 0. 74 0. 70 > 0. 05

B12:男护士前途光明 3. 57 依 0. 78 4. 01 依 0. 74 6. 27* < 0. 01

B13:护理职业不会影响未来婚姻 3. 12 依 0. 92 3. 05 依 0. 96 0. 80 > 0. 05

B14:社交中问及专业,能如实回答 3. 21 依 0. 91 3. 24 依 0. 93 0. 34 > 0. 05

B15:男生性格会被同化 3. 54 依 0. 95 3. 37 依 0. 95 1. 98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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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职业态度得分为(4. 34
依 0. 65)分,态度偏消极,与张勇等[15 - 16] 研究结果

一致。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女护生的职业态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家庭居住地、专业选

择动机、职业兴趣和职业选择的护生职业态度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多因素分析中,不同年级并

非护生职业态度的独立影响因素。 教育对个人发

展、观念意识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7],不论在

课堂教学还是临床带教中护理教育者都应强调护士

职业的价值以改善护生职业态度消极的状态。 与家

庭居住地在农村的护生相比,家庭居住地在城镇的

护生职业态度较为消极。 家住农村的学生,一般家

庭经济状况较差,父母多是农民或工人,人脉关系较

窄,护理专业较好找工作,可作为谋生的手段,因而

与城镇的学生比较,其对护士职业颇有好感,态度较

积极。 与“自愿冶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相比,因“调
剂冶“好就业冶而选择护理专业的学生职业态度更为

消极。 而“自愿冶选择的仅有 197 人(25. 92% ),“调
剂冶的护生占 50. 79% ,达到一半,多数学生对护理

专业并非完全认可,并非自愿选择该专业。 在职业

兴趣中,与“非常喜欢冶的护生相比,“比较喜欢冶的
护生职业态度较为积极,“一般冶 “不太喜欢冶 “非常

不喜欢冶的护生职业态度与其没有差异,可能与样

本量差异有关。 但表示感兴趣的(选择“非常喜欢冶
或“比较喜欢冶)人数仅有 59 人,占 7. 77% ,护生对

护士职业缺乏兴趣。 职业选择中,打算“从事冶护士

职业的护生较打算“不从事冶护士职业的护生态度

要积极,也可以理解为积极的职业态度很大程度上

决定其职业选择。 在课堂上,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尤

其重要,教师的教学方式影响着学生的科学态

度[18],教师对某一事物或专业的态度直接影响学生

对该事物或该专业的态度,因而,加强学校教师教学

管理与培训是不可获缺的环节。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在家人对其选择护理专业

的态度上,女护生得分高于男护生,说明女性选择护

理专业比男性选择护理专业更能得到家人的支持,
这与人们普遍想法一致,认为护士是女性的专属职

业[19]。 在认为本专业多数学生对护理专业的态度

上,男护生得分高于女护生,这与学生平时所接触的

人或事有关,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容易表达情

感[20],女护生相对于男护生来说接触的更多是女同

学,消极情绪较容易传播。 对于其他专业多数学生

对护理专业的态度上,男护生的得分高于女护生,原
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男护生接触的其他专业学

生多为男性,而这些人对男护生周围能有诸多女生

持羡慕的态度;第二,作为护理专业的男生来说,相
对于其他专业的男生好就业。 同样在学校对护理专

业的重视程度上,男护生的得分也高于女护生,认为

学校比较重视护理专业,这与教学单位重视男护生

的培养有关[21]。 相比于男护生,女护生对“护士地

位太低冶的观点表示更为赞许,主要受传统观念和

性别文化的影响,不仅男性对护士职业认知普遍缺

乏[22],女性更是认为护士社会地位低下;同样,相比

男护生,女护生更觉得护理工作繁忙,在生活中女性

不仅要忙于工作,还需照顾家庭,从而感觉身心俱

疲。 认为男生不适合当护士方面,男护生表示更为

赞同,“认为护士是女性职业冶是其考虑转行的主要

原因[23]。 关于男护士在医院发展前途光明方面,女
护生表示更为支持的态度,临床工作中男性有着明

显的性格、体力优势[6],女性对男性从事护理工作

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他们适合当护士。
综上,男女护生职业态度均偏消极,家庭居住

地、自身意愿和兴趣影响其职业态度,学校及护理教

育者应加以重视,在教学中应强调护士职业价值,培
养学生的职业兴趣。 从男女护生职业态度影响因素

的差异中可知,女性认为护理工作太繁琐,难以平衡

工作和家庭,在职业发展上,认为男性更有发展潜

能,但男性表现出对护士职业的低认同度,并不被家

人所支持,认为男性不适合当护士,可以看出职业态

度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受社会传统观念影响深刻,
因而正确认识两性间的差异、弱化社会传统观念是

改善护士职业性别化现象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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