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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学业投入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杨秀木1,2,3,申正付1,4,朱摇 玉5,王辅之6,蒋召彬2,董萍萍1,陈永侠5,申国争5

[摘要]目的:探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自尊在正念与学业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自尊量

表和学业投入量表,对安徽省 3 所医学院校的定向医学生 490 人进行测量。 结果:相关分析表明,正念、自尊及学业投入之间

两两均呈正相关关系(P < 0. 01);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自尊在正念和学业投入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指

数分别为 字2 = 90. 33,df = 37,字2 / df = 2. 377,NFI = 0. 98,CFI = 0. 99,IFI = 0. 99,RMSEA = 0. 069。 正念影响学业动机的总效应值

0. 461,中介效应值 0. 143,占总效应值的 31. 12% 。 结论:对免费医学生进行正念干预,有助于自尊水平的提升,促进学业投

入,提升学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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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mindfulness on the academic engagement of rural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students: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鄄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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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鄄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among rural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Four hundred and ninety order鄄oriented medical students from three medical
colleges in Anhui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the five鄄factor mindfulness scale, self鄄esteem scale and academic input scale.
Results: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indfulness,self鄄esteem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in pairs(P < 0. 01).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 showed that the self鄄esteem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academic engagement. The fitting indexes of the model were 字2 = 90. 33,df = 37,字2 / df = 2. 377,NFI = 0. 98,
CFI = 0. 99,IFI = 0. 99 and RMSEA = 0. 069. The total effect value of mindfulness on academic motivation was 0. 461,the mediating
effect value was 0. 143,and which accounted for 31. 12% of total effect value. Conclusions:The positive intervention of free medical
students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self鄄esteem level,promotion of academic input and improvement of academic level.
[Key words] rural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student;mindfulness;self鄄esteem;academic engagement;academic achievement

摇 摇 我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以下简称免费 医学生)培养始于 2010 年[1]。 2010 - 2019 年我国

共有 68 所本科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招收了 56 000
余名免费医学生。 免费医学生临床医学 5 年本科培

养结束后参加 3 年规范化培训,然后履约工作 3 年。
关于免费医学生的学业情况研究发现,部分免费医

学生存在学习倦怠感、学业成就不良及缺少长期目

标等问题[2 - 4]。
正念是源于东方禅修的一种有意识、非评判地

对当前状态进行专注的方法,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者

是一种心理过程。 强调的是将注意力聚焦于当下,
并且对当下一切的不做任何评判的完全接纳[1]。
正念水平与学业倦怠呈现负相关关系,通过正念训

练,提升正念水平,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学业倦怠水

平和学业拖延情况等[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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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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活

力、奉献和专注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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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7]

发现,学业投入的前因变量主要包括个人特质、父母

养育方式、人口统计学变量、同伴关系以及学校文化

氛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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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投入对学业成就有

正向预测作用。 自尊是指人们在表达情感或评估自

我概念结构中如何感受自我[8],自尊与正念之间存

在正相关关系,正念可以显著地预测自尊[9]。 通过

系统化的正念训练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的自尊水

平[10]。 自尊对于维护心理健康状态至关重要,自尊

有助于提升主观幸福感[11],降低抑郁、焦虑、愤怒情

绪[12]。 教育心理学研究发现,自尊是预测学业投入

的最佳指标之一。 因此可以预测,自尊可能在正念

和学业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正念、学业投入、自尊三者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

如何? 本研究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作为研究

对象,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教育培养

免费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供参考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选取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和安徽医

科大学 2016 - 2018 级定向医学生 509 人进行问卷

调查,共发放问卷 509 份,收回有效问卷 490 份,有
效回收率为 96. 27% 。 其中蚌埠医学院 170 人

(34. 69% ),皖南医学院 165 人(33. 67% ),安徽医

科大学 155 人(31. 63% );男生 330 人(67. 36% ),
女生 160 人(32. 65% );年龄 17 ~ 23 岁; 2017 级

161 人(32. 86% ),2016 级 166 人(33. 88% ),2015
级 163 人(33. 27% );乡村 360 人(73. 47% ),城镇

130 人(26. 53% );家庭人均月收入臆2 000 元 90 人

(18. 37% ), > 2 000 ~ 3 000 元 177 人(36. 12% ),
> 3 000 ~ 4 000 元 211 人(43. 06% ), > 4 000 元 12
人(2. 45% )。
1. 2摇 调查工具摇
1. 2. 1 摇 正念五因素度量表 ( FFMQ) 摇 由 BAER
等[14]于 2006 年编制,邓玉琴[15] 翻译修订,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 该量表共有 39 道题,包括观察

(8 个条目)、描述(8 个条目)、不判断(8 个条目)、
不反应(7 个条目)和有觉知的行动(8 个条目)5 个

维度,量表采用 5 级评分制,得分越高表示正念水平

越高。 本研究中,五因素正念度量表以及观察、描
述、不判断、不反应和有觉知的行动五个维度的

Crobach忆 s 琢 系数分别为 0. 901、 0. 888、 0. 923、
0. 865、0. 891、0. 867。 本次研究以 39 个条目的总分

来表示正念水平。
1. 2. 2摇 学业投入量表摇 选用李西营等[16]编制的学

业投入量表,包括动机(6 个条目)、专注(5 个条目)
和精力(6 个条目) 3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 本研究中,学业投入量表及动机、
专注、精力 3 个分量表的 Crobach忆s 琢 系数分别为

0. 851、0. 842、0. 799、0. 873。 本次研究以 17 个条目

总均分表示学业投入程度。
1. 2. 3摇 自尊量表 摇 采用 Rosenberg 自尊量表中文

版[17],共 10 个条目,Likert 4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

符合冶,4 表示“非常符合冶,10 个条目得分相加即自

尊水平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尊水平越高。 本

研究其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96。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分析正

念、自尊和学业投入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

验自尊在正念和学业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2摇 结果

2. 1摇 正念、自尊和学业投入的相关分析结果摇 正念

(120. 22 依 8. 21)分与自尊(29. 13 依 4. 01)分、学业

投入(4. 41 依 0. 90)分均呈正相关关系( r 分别为 0.
52 和 0. 49,P < 0. 01),自尊与学业投入呈现正相关

关系( r = 0. 491,P < 0. 01)。
2. 2摇 自尊在正念和学业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摇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在 2. 1 中相关分析

均有统计学意义的基础上,检验中介效应。 首先对

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检验自尊(M)是否在正

念和学业投入(Y)之间起中介作用。
引入中介变量自尊后,正念对学业投入的效应

值仍然显著,回归方程系数显著,因此说明自尊在其

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见表 1)。 为进一步探讨正念、
自尊和学业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正念作为自变量、自
尊作为中介变量、学业投入作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

程模型,考察模型的拟合效果,见图 1。 结构方程模

型的拟合指数分别为 字2 = 90. 33,df = 37, 字2 / df =
2. 377,NFI = 0. 99,CFI = 0. 99,IFI = 0. 99,RMSEA =
0. 069,均较理想。 正念影响学业动机的总效应值 =
0. 318 + 0. 516 伊 0. 278 = 0. 461,中介效应值占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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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值的 31. 12% 。

表 1摇 自尊的中介效应检验(n = 490)

检验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t P

第一步 Y = 1. 118X SE = 0. 120 9. 35 < 0. 01

第二步 M = 0. 388X SE = 0. 044 9. 64 < 0. 01

第三步 Y = 0. 789M SE = 0. 182 5. 13 < 0. 01

= 0. 713X SE = 0. 126 6. 11 < 0. 01

摇 摇 注:图中所示为标准化路径系数,P < 0. 01;“1、2、3、4 和 5冶分别

代表观察、描述、不判断、不反应和有觉知的行动

3摇 讨论

3. 1摇 正念对学业投入的预测作用分析摇 正念是指

主体对当前客观情况下身体内外部各种刺激的持续

专注和不做任何评判的接纳状态[2]。 研究认为正

念状态可以提升个体调节情绪、觉察、注意以及记忆

等各方面能力。 而觉察、注意以及记忆等基本认知

能力等的提升,将直接促进个体对内外部各种刺激

进行信息加工,而信息加工过程对于提升注意力专

注于当前状态有很大影响,对于学生而言,这个过程

即是专注于当前学习任务的过程,从而增加学业投

入,提升学业水平[3 - 7]。 生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参
与正念训练的被试者,其脑部与注意力、感知力、情
绪调节能力和记忆能力相关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即
正念训练后,被试正念水平提升,其感知力、注意力、
情绪调节能力和记忆能力均相应提升[10 - 12,18 - 19]。
3. 2摇 自尊对学业投入的预测作用分析摇 自尊对学

生对中学生[20 - 21]、职高生[22]、大学生[23 - 24]、研究

生[25]等的研究均表明,自尊对学业投入有正向影

响,对学业倦怠或学业拖延有负向影响。 自我决定

理论[12 - 13]认为,人是具有积极性的有机体,自尊是

个体基本的心理需求和行为的动力性成,被认为是

影响学业的重要的中介变量。 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

心指标之一,具有重要的适应价值,可增强自我的调

适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 大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遇到自己目前的能力无法

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不同自尊水平的学生的行

为表现有区别,低自尊的学生往往受到对自我构成

威胁的信息的打击,封闭自己,不愿意向他人求助,
从而使学业受阻,出现学业不良的情况;而高自尊的

个体,往往自我效能感也高,愿意向同伴、老师或者

他人进行执行性求助[20 - 24]。
3. 3摇 自尊在正念和学业成就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摇 本研究发现,正念除了对学业成就产生直接效应

外,还通过自尊作为中介变量对学业成就产生间接

效应,自尊在正念和学业成就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ROSENKRANZ 等[26]认为,正念是一种人格特质,是
一种对注意的自我控制,个体努力将注意力从“错
误的对象冶上转移到“正确的对象冶上,进而实现注

意状态的保持,并最终达到对当前内外环境的认知

深入状态;正念是对当下的客观体验或既往经验采

取特定的认知导向或态度,如充满好奇心、开放的态

度以及接纳的态度等;正念的操作性定义为“将注

意力从觉察到不由自主的内心活动转移到当前的经

验,并对此当下经验保持好奇、开放和接纳的态

度冶。 正念所包括 5 个因素分别是观察、描述、不评

判、不反应和有觉知地行动:(1)观察,即自我感知

到的内外部的客观刺激,包括感知觉、视知觉、情绪

和认知等,例如“我留意到饮料和食物是如何影响

着身体的感觉、我的想法和情绪的冶;(2)描述,即用

言语确认心理内部体验,例如“我很擅长于用语言

描述我当下的情绪状态冶;(3)不评判,即个体不评

价当下的感觉、认知和情绪的好坏,例如“我会评判

自己的想法是好的或是坏的(反向计分)冶;(4)不反

应,即允许感受和思维自由来来去去,并聚焦在这上

面,例如“我感受到了我的情绪和情感,但我不必对

它们做出反应冶;(5)有觉知地行动,即强调“专注冶,
也就是聚焦于个体当前的活动,与自动化导航或者

茫然行动相反,例如“在做事的时候,我经常走神,
而且很容易被干扰 (为反向计分)冶。 大量的研

究[1 - 10]表明正念对学业成就具有正向影响,对学业

倦怠具有负向影响。 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准确感知

到内外部环境的刺激,对自我的知觉、感觉、认知和

情绪能够准确的在心里用语言描述出来,并不去评

判对与错,体会当下的状态,接纳当下的自己,专注

于当下的事务,不被既往和未来干扰,因而对当下的

学业可以有更多的投入,从而较少出现学业拖延和

学业倦怠,有较多的学业投入,因而有更好的学业

成就。
自尊是指个体对于自我价值的总体评价[13],代

表了自我概念中涉及到情绪性、价值性和评价性的

成分, 是高层次的需求。 根据 “ 社交计量器理

论冶 [12 - 13],人在本质上具有人际归属的需要决定了

人类对于高自尊的渴望。 因为从人类长期进化的角

度来看,只有高情感联结的并且稳定的人际关系才

有利于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自尊应运而生于监

控个体人际关系的质量,同时自尊被形象地比作

“社交计量器冶。 具体地说,社会学和心理学一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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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尊的高低可以反映个体被他人接纳或者排斥的

程度,可以分为即时的和长期的两个监控系统,及时

监控系统对应情境性自尊,长期监控系统对应特质

性自尊。 情境性自尊能够反映出个体在特定情境中

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程度,而特质性自尊反映的是

个体长期以来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程度。 本研究中

测量的是特质自尊,发现自尊对学业成就有正向影

响,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相一致[20 - 25]。 自尊越低的个

体对外部事件自我卷入的程度越高,对外部事件中

那些潜在的、涉及自我评价的部分往往非常在意,同
时会出现将模糊的甚至与自尊无关的事件理解为与

自尊有关的倾向,并且表现为将自己的自我价值过

分泛化地建立在具体事件的或结果之上。 因此,他
们经常会表现出对生活琐事的过多卷入,更容易受

到各种具体的事件的影响,体验到更多的负面的和

消极的情绪如愤怒和对抗性;相反,那些具有稳定的

高自尊者,往往拥有架构非常良好的、积极的自我价

值感,他们在现实中的自主性更强,对环境的掌控能

力更强,具体的评价性事件对其产生很少的影响,其
更能够专注于当下的学习任务,因而一般不会出现

学业拖延、学业倦怠的情况,而又由于学业的高投入

状态而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
综上分析可知,正念对学业投入有正向影响,是

学业投入的保护性因素;自尊对学业投入有正向影

响,也是学业投入的保护性因素;自尊在正念和学业

投入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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