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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心理韧性的关系研究

高摇 勤1,2,李晓波3

[摘要]目的:了解实习阶段护理学生(简称实习护生)社交焦虑现状,探讨心理韧性在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之间的关系,为降

低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交往焦虑量表、情绪智力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对泰州市某三级

甲等医院 235 名实习护生进行调查。 结果:实习护生的社交焦虑水平为(40. 76 依 5. 99)分,高于国内大学生常模(38. 90 依
9. 70)分( t = 4. 75,P < 0. 05)。 中专、大专护生社交焦虑水平明显高于本科护生(P < 0. 01);月生活费 600 元以下护生社交焦

虑水平高于月生活费 600 ~ 1 000 元和 1 000 元以上护生(P < 0. 05)。 实习护生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总分分别为(113. 14 依
9. 41)分和(87. 52 依 8. 53)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与社交焦虑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 P < 0. 01)。
心理韧性在社交焦虑和情绪智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35. 6% 。 结论: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水平较高,可以通过

提高实习护生心理韧性和情绪智力,减缓实习护生社交焦虑,维持实习护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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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ing interns

GAO Qin1,2,LI Xiao鄄bo3

(1. Medical College,3.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2. Hanlin College,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Taizhou Jiangsu 225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social anxiety in nursing intern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social anxiet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ducing social anxiety in nursing
interns. Methods:A total of 235 nursing interns in a grade A tertiary hospital in Taizhou were investigated with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and resilience scale. Results:The social anxiety level of nursing
interns was(40. 76 依 5. 99) points,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38. 90 依 9. 70) points( t =
4. 75,P < 0. 05). The level of social anxiety of nursing interns in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and junior colleg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interns(P < 0. 01),and which in nursing interns with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of less than 600 yua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ursing interns with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of 600 - 1 000 yuan and more than 1 000 yuan(P < 0. 05). The
total score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nursing interns were(113. 14 依 9. 41) points and(87. 52 依 8. 53)
points,respectively,which were at upper middle leve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anxiety(P < 0. 05 to P < 0. 01).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ed for 35. 6% . Conclusions:The social anxiety level of nursing interns is
higher. By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f nursing interns,the social anxiety level of nursing interns
can be alleviated 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nursing interns can be maintained.
[Key words] nursing intern;social anxiety;emotional intelligence;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摇 摇 《2020 中国大学生健康报告》 [1]披露,随着大学

生年级的升高,大学生自我心理健康评价逐渐降低,
大四学生中,心理困扰比例高达 47% 。 困扰大学生

心理健康的突出问题是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和就业

规划等。 临床实习是护生毕业前重要的知识和技能

储备时期,是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特殊阶段[2]。
多项研究[3 - 5]显示,临床实习阶段护理学生(简称实

习护生)由于学业负担重,实习压力大,需要长期接

触不同人群,与在校大学生相比,在人际交往中更容

易出现恐惧、回避、社交焦虑等心理问题。 这不仅会

影响实习护生的身心健康和实习质量,更不利于护

生职业发展。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逆境中采用各种方法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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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克服困难,完成积极适应过程的心理特征,它意

味着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 “复原能力冶 [6]。 研

究[7]证实,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与心理韧性密切相

关。 情绪智力被认为是个体准确、有效的加工情绪

信息的能力集合,也是医务人员应对工作压力、维持

心理健康的一种保护性因素[5]。 已有学者[8] 证实

情绪智力影响人际关系,目前,医学生情绪智力水平

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护理研究的重点[9 - 11]。
本研究以临床实习护生为研究对象,对其社交焦虑

现状及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心理韧性的关系进行

调查研究,旨在为降低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促进护生

身心健康提供新的干预视角和理论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以 2019 年

5 - 6 月期间在泰州地区实习的 235 名护生作为调

查对象。 纳入标准:(1)临床实习时间 > 3 个月,对
临床学习生活已经熟悉;(2)未曾患过精神疾病且

不在学校心理危机库;(3)知情并自愿参加本次调

查研究。
1. 2摇 研究工具摇
1. 2. 1摇 一般资料调查表摇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条目

包括实习护生性别、年龄、性格、户口、学历、成绩排

名、是否独生子女、月生活费等。 护生成绩按照班级

排名百分比分为三等,成绩排名前 25% 为优秀,成
绩排名 26% ~74%为良好,成绩排名后 25%为差。
1. 2. 2摇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
IAS)摇 1983 年由 LEARY 编制,由 15 个条目构成,
用于评定个体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不涉及外

在行为[12]。 该量表共有 15 条自陈条目,这些条目

按 5 分制予以回答。 量表中条目 3、6、10、15 为反向

计分题,量表总分为 15 ~ 75 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

社交焦虑的程度越明显。 该量表的 Cronbach忆s 琢 系

数为 0. 81,重测系数为 0. 78[13]。 彭纯子等[14] 应用

此量表对国内 1 439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测量学指标,可以作为国内大学

生社交焦虑的有效测量工具。 该量表已被国内学者

多次应用于实习阶段医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测

量[15]。
1. 2. 3 摇 情绪智力量表(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EIS) 摇 由心理学家 SCHUTTE 等[16] 编制的自评量

表,用于评价青少年和成人的情绪智力情况。 王才

康[17]对情绪智力量表进行翻译和信效度检验,形成

中文版 EIS。 该量表由感知情绪、自我情绪调节、调

节他人情绪及情绪运用 4 个维度组成,共 33 个条

目。 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很不符合冶到“很符

合冶依次计 1 ~ 5 分,3 道题为反向计分,总分为 33 ~
165 分,分数越高表示情绪智力水平越高,该量表适

用于青少年和成人。 中文版 EIS 的 Cronbach忆s 琢 系

数为 0. 88。
1. 2. 4 摇 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 resilience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RSCA)摇 由胡月琴等[18] 编制,该
量表由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和

人际协助等 5 个维度 27 个子项目构成,其中前 3 个

维度构成“个人力冶因素,后 3 个维度构成“支持力冶
因素。 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1 代表“完全不符

合冶,2 代表“比较不符合冶,3 代表“说不清冶,4 代表

“比较符合冶,5 代表“完全符合冶,总分越高表明被

试者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本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 805。
1. 3摇 调查方法摇 通过护理部批准,选择实习生集中

培训时间发放问卷。 统一指导语,问卷当场收回。
共发放问卷 238 份,回收有效问卷 235 份,有效率回

收率为 98. 74%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

2摇 结果

2. 1摇 不同人口学特征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比较摇 实

习护生的社交焦虑得分为(40. 76 依 5. 99)分,高于

国内大学生常模[14](38. 90 依 9. 70)分( t = 4. 75,P <
0. 05)。 中专、大专护生社交焦虑水平明显高于本

科护生(P < 0. 01);月生活费 600 元以下护生社交

焦虑水平高于月生活费 600 ~ 1 000 元和 1 000 元以

上护生(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不同人口学特征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比较(x 依 s;分)

项目 n 社交焦虑得分 t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38
197

40. 60 依 5. 50
40. 73 依 6. 10

0. 13 > 0. 05

户口

摇 城镇

摇 农村

92
143

40. 78 依 6. 21
40. 74 依 5. 88

0. 05 > 0. 05

学历

摇 本科 80 39. 98 依 5. 67

摇 大专 118 40. 30 依 6. 06 6. 47吟 < 0. 01

摇 中专 37 43. 92 依 5.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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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目 n 社交焦虑得分 t P

是否独生子女

摇 是

摇 否

132
105

40. 37 依 5. 43
40. 26 依 6. 64

0. 15 > 0. 05

月生活费

摇 < 600 元 52 39. 29 依 5. 27

摇 600 ~ 1 000 元 140 40. 63 依 6. 24 4. 62吟 < 0. 05

摇 > 1 000 元 43 42. 95 依 5. 47

是否愿意从事护理职业

摇 愿意 52 40. 83 依 5. 79

摇 不确定 152 40. 73 依 6. 29 0. 01吟 > 0. 05

摇 不愿意 31 40. 77 依 4. 90

成绩排名

摇 优秀 39 41. 23 依 6. 68

摇 良好 155 40. 61 依 6. 01 0. 17吟 > 0. 05

摇 差 41 40. 85 依 5. 34

摇 摇 吟示 F 值

2. 2摇 实习护生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评分摇 实习护

生情绪智力总分为(113. 14 依 9. 41)分,各条目总体

平均分为(3. 43 依 0. 29)分,四个维度得分从高到底

依次为感知情绪[(3. 95 依 0. 46)分]、调控他人情绪

[(3. 50 依 0. 54)分]、自我情绪调控[(3. 16 依 0. 36)
分]、情绪运用[(2. 72 依 0. 43)分]。 心理韧性总分

为(87. 52 依 8. 53)分,各维度均分为(3. 24 依 0. 32)
分,处于中等水平。
2. 3摇 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心理韧性的相

关性分析 摇 实习护生情绪智力、心理韧性总分和

各维度得分与社交焦虑得分均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见表 2)。
2. 4摇 实习护生心理韧性对情绪智力与社交焦虑的

中介效应分析 摇 为进一步探讨社交焦虑与情绪智

力、心理韧性的关系,采用温忠麟等[19] 的中介效应

检验方法。 第一步,以社交焦虑为应变量,情绪智力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决定系数(R2 )为 0. 307。
第二步,以心理韧性为应变量,情绪智力为自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R2 为 0. 228。 第三步,以社交焦虑为

应变量,情绪智力与心理韧性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

程,R2 为 0. 374,由于心理韧性的介入,使情绪智力

对社交焦虑的主效应由 - 0. 557 上升至 - 0. 412,说
明心理韧性在情绪智力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 = ( - 0. 412 伊 0. 481) / ( - 0. 557) 伊
100% =35. 6% (见表 3)。

表 2摇 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心理韧性的相关性分析( r)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社交焦虑 1

2 目标专注 -0. 255** 1

3 情绪控制 -0. 254** 0. 160* 1

4 积极认知 -0. 387** 0. 299** 0. 137* 1

5 家庭支持 -0. 237** 0. 207** 0. 217** 0. 130* 1

6 人际协助 -0. 333** 0. 158* 0. 197** 0. 150* 0. 255** 1

7 心理韧性 -0. 499** 0. 595** 0. 595** 0. 586** 0. 565** 0. 621** 1

8 感知情绪 -0. 637** 0. 283** 0. 271** 0. 387** 0. 204** 0. 308** 0. 495** 1

9 自我情绪调控 -0. 592** 0. 304** 0. 285** 0. 312** 0. 086 0. 176** 0. 398** 0. 388** 1

10 调控他人情绪 -0. 426** 0. 262** 0. 142* 0. 209** 0. 167* 0. 192** 0. 326** 0. 340** 0. 302** 1

11 情绪运用 -0. 480** 0. 195** 0. 100 0. 186** 0. 118 0. 162* 0. 257** 0. 306** 0. 311** 0. 225** 1

12 情绪智力 -0. 773** 0. 372** 0. 296** 0. 410** 0. 218** 0. 318** 0. 548** 0. 830** 0. 667** 0. 641** 0. 608** 1

摇 摇 *P <0. 05,**P <0. 01

摇 表 3摇 实习护生心理韧性对情绪智力与社交焦虑的中介

效应分析

步骤 吟R2 SE 茁 t P

第一步 0. 307 0. 037 - 0. 557 10. 23 < 0. 01

第二步 0. 228 0. 056 0. 481 8. 38 < 0. 01

第三步 0. 374 0. 040 - 0. 412 6. 98 < 0. 01

0. 041 - 0. 301 5. 11 < 0. 01

3摇 讨论

3. 1摇 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情绪智力及心理韧性现状

分析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护生社交焦虑得分为

(40. 76 依5. 99)分,明显高于国内大学生常模(38. 90
依9. 70)分,这与单玉香等[20 - 21]调查结果一致,其中

学历和经济消费水平与社交焦虑关系密切。 实习护

生情绪智力总分为(113. 14 依 9. 41)分,总均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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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3 依 0. 29)分,说明实习护生情绪智力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这与王春梅等[22]研究结果类似。 实习护

生心理韧性总均分为(3. 24 依 0. 32)分,得分接近中

间值 3 分,处于中等水平,但略低于潘云波[23] 的研

究结果。 实习护生社交焦虑问题突出,究其原因,在
学历方面,专科实习护生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高于

本科生,这可能是因为专科实习生年龄普遍偏小,阅
历不如本科生,综合素质水平较本科生差,更容易受

到外部环境影响产生心理问题,此外,专科护生和本

科护生共同参与轮转实习,学历优越感较低,在理论

知识和技能水平上总体较本科生差,专科护生心理

上往往产生畏缩感,同时作为就业中的弱势群体,对
自身职业认同感偏低,焦虑程度更高。 在消费水平

方面,月生活费低的护生,社交焦虑水平高于月生活

费高的护生,这与曾晶等[24]研究结果一致。 既往研

究[25]表明家庭贫困的大学生是高校中心理问题高

发的特殊人群,这可能是因为家境经济困难护生由

于自身经济状况与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反差较大而容

易产生自卑,进一步减少与他人的接触,交际圈缩

小,更容易发生社交焦虑。
3. 2摇 实习护生社交焦虑、情绪智力及心理韧性的相

关关系摇 相关分析表明,实习护生心理韧性和情绪

智力水平越低其社交焦虑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尤

晨晨[8]研究表明,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社交焦

虑。 汪美华等[26]研究表明,情绪智力水平高的实习

护生,其学习适应性亦高,即使是处于实习阶段,护
生遇到学习模式和学习环境的改变,也能够通过积

极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来保持稳定的情绪和高效

的学习状态。 而良好的心理韧性有利于个体维持较

高的心理健康水平[27],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实习护

生倾向于积极的面对实习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因而

其积极情感较高,焦虑等负性情感较低。 因此,护理

教育者应该重视实习护生心理韧性的培养和情绪智

力的提高,在实习带教中,积极组织实习护生参加各

种护理查房,开展以护生为主体的案例讨论,为护生

提供锻炼和展示的机会,通过不断的临床实践来加

强实习护生对患者角色的情绪体验,挖掘实习护生

内在心理潜能,提高护生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缓解

社交焦虑。
3. 3摇 心理韧性在实习护生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间

的中介作用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韧性在情绪智

力与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

35. 6% 。 实习护生的情绪智力不仅可以负向预测社

交焦虑,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社交焦虑。

情绪智力高的护生在面对挫折时,能做出正确的认

知和积极的情绪反应,表现出较高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人际交往中能够更加的积极主动,情绪上更加稳

定,不易产生社交焦虑。 可见高情绪智力可以通过

构建较强的心理韧性,进而影响社交焦虑水平。 本

研究结果支持了心理韧性动态模型,该模型认为个

体在成长发展中有各种心理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

与个体内部和外部的保护性因素有关,内部保护性

因素如自我效能感[23]、情绪智力,当这些保护性因

素具备的条件下个体心理韧性就会被激发,良好的

心理韧性能够抵抗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减轻社

交焦虑。
综上,实习护生社交焦虑处于较高水平,实习护

生社交焦虑与情绪智力和心理韧性呈负相关关系。
家庭、学校、医院和社会应关注实习阶段护生心理健

康问题,并尝试从加强培养护生情绪智力和心理韧

性的角度出发,帮助护生使其在面对复杂的人际交

往、繁重的学习负担和工作压力时,积极通过自身情

绪调节和管理,保持高水平的抗压能力,维持身心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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