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队医务人员生活事件、焦虑
水平及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张莹 1， 陈铖 1， 段家怀 1， 郭立新 1， 肖水源 2

（1.解放军第 163 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3；2.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8）

【摘要】 目的：了解军队医务人员群体的应激现状和主要来源及其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方法：对驻某地区的 3 家

军队中心医院的 300 名医务人员（现役军人）进行调查，采用生活事件量表、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等为测量工具。

结果：军队医务人员应激的主要来源为工作学习事件，焦虑水平和生活事件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力。 结论：减

少军队医务人员生活事件，降低其焦虑水平，能有效提高其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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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its effects on job satisfaction for military med-
ical staffs. Methods: 300 medical staffs in three military hospital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he Life Event Scale(LES)
was applied to investigate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Military Psychological Stress Self-evaluation Test(PSET) was used to in-
vestigate the stress level, and the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were measured by a simple self-assessing scale of 0-10 scores.
Results: The work and study-event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stress for military medical staffs, anxiety level and life events
had predicting power to job satisfaction. Conclusion: Military hospital medical staff can improve their job satisfaction by
reducing the anxiety level and lif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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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医院医务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既

是军人又是医务工作者， 具有双重身份和多任务的

工作性质， 他们对工作的态度直接影响其日常的医

务救治工作， 也对我军平时和战时的卫生勤务保障

产生影响， 因此了解并设法提高军队医务工作者的

工作满意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影响医务人员工

作满意度的因素较多且复杂 [1-3]。 在军队，由于职业

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与军队环境的某些特定的特

征有关[4]。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军在军人心理素

质、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方面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

作 [5]，然而关于军队医务人员工作满意 度的研究目

前还处于探索阶段 [6]。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军队医务

人员的生活事件、焦虑水平的调查，分析其与工作满

意度之间的关系， 以此寻求提高该群体工作满意度

和工作效率的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驻某地区 的 3 所军队中 心医院的医 务人员

（现役军人）为研究对象， 按医疗专业、护理专业、医

技专业、行政管理等不同专业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人

数 300 人。研究对象均排除躯体疾病和精神病病史。
实际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问卷 254 份，其中不合格

无效问卷 39 份，有效问卷 215 份。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包括基本人口学资料、军

龄、从事医务工作年限、婚姻子女状况、职别、职称、
学历、专业、收入、是否值晚夜班等 15 个项目。
1.2.2 生活事件及自评影响程度 以杨德森和张亚

林编生活事件量表（LES）[7]为基础，根据部队群体的

特殊性及军队医务人员的工作特点， 对工作学习方

面事件进行了改编， 最终形成的量表包含 50 个项

目，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生活方面(26 条)，
二是工作学习方面 (18 条)，三是社交及其它方面 (6
条)，另设有空白栏目，供填写调查对象已经经历而

表中并未列出的某些事件。 影响程度即压力情况调

查:采用 0-10 分自评的方式进行。 指导语：过去 30
天中，是否感到工作压力很大（按 10 分回答，0 分是

没有一点压力，10 是压力非常大）。
1.2.3 焦虑水平 选用李权超 2003 年编制的军人

心理应激自评问卷[8]。 该量表由 10 个 题 目 组 成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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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被试根据近半个月的感受，按“没有、有时、经常”
进行 3 级评定。
1.2.4 工作满意度 采用 0-10 分自评的方式来进

行。 0 分是很厌恶，10 分是很满意。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方法有

秩和检验，t 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样本的特征

年龄范围 21-60 岁，平均 34.41±7.47 岁，其 中

男 性 51.63%、 女 性 48.37%。 已 婚 80.47%、 未 婚

18.14%、离异 1.40%。 按学历水平分类，大专及以下

15.35%、本科 70.70%、硕士 12.09%、博士 1.86%；按

专业分类，临床医疗 43.72%、临床 护理 23.72%、医

技科室 21.40%、行政科室 6.98%、缺失值 4.18%；按

职称分类，初级职称 32.09%、中 级职称 44.19%、高

级职称 21.40%、缺失值 2.32%；按照职别分类，排级

4.19%、连级 20.93%、营级 31.16%、团级 26.98%、师

级及以上级别 9.30%、缺失值 7.44%；经常值晚夜班

(≥3 次/月)的占 35.35%、有时值晚夜班(＜3 次/月)的
占 51.16%、从不值晚夜班的占 13.02%。

2.2 军队医务人员的生活事件分析

2.2.1 军队医务人员生活事件的总体情况 生活事

件总分(LES)在 0-119 分之间，平均为 28.26±29.97。
215 人中 LES 总分≥20 分有 103 人， 占 47.90%；其

中 20-31 分 27 人 ， 占 12.55%；≥32 分 76 人 ，占

35.18%。 按频数排序和按评分总分排序得到的前 10
位生活事件，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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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年龄组生活事件压力程度、

焦虑水平、满意度比较(n=215)

2.2.2 不同分组军队医务人员生活事件的差异比较

对生活事件总分及各因子分进行频 率及直方图 分

析，结果显示呈偏态分布。 采用非参数 K-S 检验，结

果显示： 生活事件总分与各因子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Z 值在 2.534-6.286 之间，P＞0.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学历医务人员在正性生活

事件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随着学历层

次的增高，正性生活事件的刺激量也随之增加；不同

值晚夜班情况在工作相关生活事件和负性生活事件

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008)，从不值晚夜

班的医务人员在工作相关生活事件上显著低于经常

值晚夜班者 (t=-11.020，P=0.000) 和有时值晚夜班

(t=-6.692，P=0.005)者，而经常值晚夜班医务人员的

负性生活事件显著高于从不值晚夜班者 (t=14.349，
P=0.004)和有时值晚夜班者(t=7.821，P=0.021)。
2.3 不同分组军队医务人员生活事件影响程度、焦

虑水平和工作满意度的比较

军队医院医务人员焦虑水平总体情况为16.66±
3.01，最低分为 10 分，最高分为 26 分。 自评工作满

意度总体情况为 7.47±1.91，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

为 10 分。不同年龄段的人在焦虑水平上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70）， 31-40 岁的医务人员焦虑水

平显著高于 50 岁以上的人(t=2.7702，P=0.045)。见表

2。不同军衔职别的人在焦虑水平(P=0.029)和工作满

意度(P=0.008)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多重比

较发现， 在焦虑水平方面， 营级干部高于连级干部

(P=0.034)， 排级和营级干部高于师级及以上的干部

(P=0.046；P=0.006)。 在压力程度上，团级干部的压力

显著大于师级及以上干部的压力（P=0.025），在工作

满意度上， 营级干部的工作满意度显著低于连级干

表 1 评分排序前 10 位的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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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P=0.018)、团级干部 (P=0.001)和师级及以上干部

(P=0.027)。 见表 3。 不同职称的人群在工作满意度上

的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1)， 高级职称人群

满意度显著高于中级职称人群（P=0.016）。 见表 4。
不同专业的人在应激水平、 压力和满意度上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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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职称组压力程度、

焦虑水平、满意度比较(n=210)

表 5 不同专业组压力程度、

焦虑水平、满意度比较(n=206)

2.4 生活事件、焦虑水平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

如表 6 所示，工作满意度与年龄、军龄、从医年

限、职务、专业与值晚夜班等一般情况都有不同程度

的相关，生活事件总分、负性生活事件、工作相关生

活事件、自评工作压力、焦虑水平与自评工作满意度

呈显著负相关。
以工作满意度为因变量，以年龄 X2、军龄 X3、

从医年限 X4、职 务 X11、专业 X13、收 入 情 况 X14、
值晚夜班 X15，以及生活事件 X16、焦虑 水平 X17、
压力程度 X18 为自变量， 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进入回归方程的有：负性生活事件、值晚夜班、焦虑

水平，能解释 15.7%的变异。 见表 7。

表 3 不同军衔职别组压力程度、焦虑水平、满意度比较(n=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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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工作满意度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 按生活事件频数排序和按评分

总分排序得到的前 10 位生活事件基本相同，以工作

相关生活事件为主，家庭相关生活事件较少，说明本

研究对象的应激来源以工作相关生活事件为主。 工

作、 学习负担过重等常见事件是导致心理损害的主

要不良因素 [9]。 国内外研究表明 [10，11]，医务人员普遍

认为工作负荷重，工作学习压力大，这与本研究结果

一致。除以上情况外，军队医院的医务人员还必须面

对一个特殊问题，即每年一定比例的复员或转业，特

别是近年来部队大力开展编制体制调整与改革，军

队医院成为精简整编的重点。 一方面人员编制越来

越少，对留在部队的工作人员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

面军队医疗保障任务有增无减， 这些都使得仍在部

队工作的医务人员工作学习压力进一步加大[12]。
住房紧张一项在生活事件评分总分排序中得分

最高，但按频数排序时靠后，说明住房问题虽然发生

的频率不高，但是其影响程度较重，这一问题可能较

多集中于参加工作不久的低年资医务人员。 张安琴[13]

在调查中指出， 住房紧张是影响年轻护士的重要因

素，这一群体正经历结婚、生育、低收入、购房的困苦

阶段，住房是最迫切、实际的基本需要，如果不能满

足，则会感到压力大而影响生活和工作，有碍于其工

作积极性的发挥， 他的分析同样可以适用于本研究

的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不同年龄段的军队医务人员

在焦虑水平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1~40 岁的医

务人员的焦虑水平、压力程度最高，而满意度最低。
此结果与国内闫丽娜等 [14]的研究结果一致，而与国

外 Demirci 等 [15]的研究结果略有不同，Demirci 等认

为年龄<35 岁、 工龄<10 年的医务人员工作倦怠水

平更高。 这可能是由于 31~40 岁年龄段的人正处于

表 6 生活事件、焦虑水平、压力程度及一般情况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分析(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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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和家庭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在工作中担任着中

流砥柱的作用，正值事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

也处于职称晋升、争取中层领导职务的关键时期；另

一方面此年龄段人群大多组建家庭不久， 需经历结

婚、生子、买房、还贷、照顾年幼的孩子及年迈的老人

等重要生活事件，在时间、精力上对工作与生活难以

兼顾。
不同频率值晚班的医务人员在自评满意度上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常值晚班组应激水平、压力程

度均显著高于从不值晚班组；在满意度上，经常值晚

班组的满意度显著低于有时值晚班 和从不值晚 班

组。 由此可见， 是否值晚夜班以及值晚夜班的频率

是影响医务人员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值晚夜班

打乱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秩序， 严重

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有调查表明，轮班者家庭成员

之间缺少满意的交流， 对性生活与婚姻感到满意的

比率较低， 说明轮班工作制对作业个体的生活质量

确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16]。Orton 等指出轮班和夜

班制度对医生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夜班后的医生会

有诸多不良的情绪和意识表现[17]。
生活事件总分、自评工作压力、焦虑水平、负性

生活事件、 工作相关生活事件与自评工作满意度呈

显著负相关。提示随着生活事件，尤其是负性生活事

件和工作相关生活事件的增加， 或者压力程度的增

加，军队医务人员的工作满意度降低。 所以，减少日

常生活事件对军队医院医务人员的影响， 可以降低

其焦虑水平，减轻压力，提高其工作满意度。 以工作

满意度为因变量，以生活事件、焦虑水平、压力程度

以及一般情况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

入回归方程的有：负性生活事件、值晚夜班、焦虑水

平，能解释 15.7%的变异。 说明应激和生活事件对满

意度有显著的预测能力， 是否值晚夜班是影响军队

医务人员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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