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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与女护生、男医学生的比较，了解男护生的学校适应状况。 方法：四所医学院校的男护生 132 人、

女护生 139 人及男医学生 129 人完成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SCL-90、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问卷。 结果：①男生的人际

关系状况较女生差，在待人接物、与人交谈方面问题较多。 ②男生在学习适应及各维度上得分较女生低；其中男护生

学习动力也较男医学生低。 ③男护生心理健康状况除恐怖维度外均比女护生差，除强迫、恐怖、精神病性维度外均比

男医学生差，偏执和精神病性维度上男医学生比女护生问题多。 结论：对男护生的学校适应状况，尤其是心理健康和

学习动力方面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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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e on university adaptation of male nursing students by comparing with female
nursing students and male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129 male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132 male and 139 fe鄄
male nursing students from four universities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who completed undergraduates’ Learning Adapt鄄
ability Questionnair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egrated Diagnosis Scale and SCL-90. Results: ①Male nursing stu鄄
dents had more problem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an females especially of convers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②Male nursing students did worse at learning adaptability than female, and male nursing students did worse at learning
motivation than male medical students. ③Compared with female nursing and male medical students, male nursing students
had more problems of most dimensions of mental health. Conclus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ale nursing students’
university adaptation, especially on mental health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for they had man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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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病人需求、 个性化护理还是保护病人隐

私权角度看，社会都需要男护士 [1]。 尤其在急诊、手

术室、精神病院和生殖专科等部门，护士队伍单纯由

女性构成已经不能满足工作需要， 因此男性护理工

作者的出现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 但是令男

护士感到失望的是， 社会和政府缺乏对男护士就业

的积极鼓励和引导性政策 [2]。 并且刻板印象理论认

为，男性被认为适于从事家庭以外的、具有竞争性和

开拓性的工作， 而女性适于从事家务以及服务性的

工作[3]，这些均增加了男护士的从业压力。 此外，有

研究表明， 学生的心理压力和感受到的父母期望有

较高的相关，这种期望会影响学生的适应[4]。 而很多

家长反对儿子从事护理工作 [5]，他们更 希望其从事

机械、电子等男性的传统优势项目。 因此，作为一个

特殊的群体，男护生不仅面临着社会偏见、传统习俗

等方面的压力，也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因此其在

校期间的学校适应状况值得关注。

尽管学校适应这一概念仍然存在争议， 但是对

学校适应的界定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业表现。 例如

Ladd 等人把学校适应定义为青少年在学校环境中

愉悦的参与学校活动并且有良好表现， 通过学校影

响、学校喜爱、学校回避 和 学 校 表 现 来评价学校适

应[6]。 Stanley 等人将学校适应划分为对学校的喜爱

和学生知觉到的自身表现[7]。 综合学者的观点，我们

认为学校适应是学生与学校环境的积极互动， 在互

动过程中主动进行身心调整， 达到学业目标和自身

的完善，主要包括学生的人际关系、学习适应以及心

理健康几个方面。
本研究拟选取同专业不同性别、 同性别不同专

业的学生，即男护生、女护生、男医学生三类被试进

行研究，以了解男护生大学期间的学校适应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北京、山东、湖北、安徽四所院校的护理专

业男生、护理专业女生及医学专业男生为被试，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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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413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0 份。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情况

1.2 研究工具

1.2.1 人际关系状况 使用 人 际 关 系 综 合 诊 断量

表[8]，共 28 项，四个因子，用来测查大学生人际苦恼

的分类和程度。 “是”计 1 分，“否”计 0 分。 量表反映

人际关系总体状况的四个方面：交谈、交际与交友、
待人接物、同异性朋友交往，得分越高，人际关系状

况越差。
1.2.2 学习适应状况 采用大学生学习适应性问卷

(ULAQ)[9]，包括学习动力和学习行为两个维度。 分数

越高，学习适应状况越好。
1.2.3 心理 健 康 状 况 选 用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SCL-
90)，共 90 个项目，9 个维度。 分数越高，心理健康状

况越差。
1.3 施测

采用集体施测的方式，主试统一发放问卷，作答

开始之前，由主试统一宣读指导语，被试完成后，由

主试将问卷统一收回并进行整理。

2 结 果

2.1 男护生与女护生、男医学生学校适应的差异

2.1.1 人际关系 以性别专业为自变量， 使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性别专业学生之间的人际关系情

况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不同类型被试间人际关系总

体状况及与人交谈、 待人接物方面差异显著； 使用

LSD 做进一步的事后检验， 发现女护生在人际关系

总体状况以及与人交谈、 待人接物两个方面得分要

比男护生、男医学生都低；男护生与男医学生之间差

异不显著。 见表 2。
2.1.2 学习适应 以性别专业为自变量， 使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性别专业学生之间的学习适应情

况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3。 男护生、女护生、男医学生

之间在学习适应及学习动力、 学习行为维度上差异

显著；使用 LSD 进行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在学习适

应总分以及学习行为维度上，男护生、男医学生的得

分比女护生低；男护生的学习动力得分最低，男医学

生次之，女护生得分最高。
2.1.3 心理健康状况 以性别专业为自变量， 使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性别专业学生之间的心理健

康状况进行比较，结果见表 4。 不同类型的被试在躯

体化、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及

心理健康总分上差异显著； 进一步的事后检验结果

显示，男护生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
精神病性及心理健康总分几个方面的得分高于女护

生和男医学生， 男医学生与女护生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在强迫因子上仅发现男护生得分高于女护生。在

偏执维度上，得分从低到高的顺序为：女护生、男医

学生、男护生。

表 2 不同类型被试之间人际关系状况差异分析(x±s)

注：男护生=1，女护生=2，男医学生=3；*P<0.05，**P<0.01，***P<0.001；下同。

表 3 不同类型被试之间学习适应状况差异分析(x±s)

表 4 不同类型被试之间心理健康状况差异分析(x±s)

3 讨 论

从学校适应的人际关系层面来看， 男护生的人

际关系状况在与人交谈、 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现比女

护生差，与已往研究者的结论有相似之处 [10]；但是本

研究同时也发现， 男医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也比

女护生差。 这提示男护生在这两方面的问题可能由

性别差异造成，与专业无关。 可能的原因是，在大学

生活中男生更倾向于独立解决生活学习中所遇到的

问题，对人际交往的细节问题关注较少；而女生更倾

向于通过互助获得友情及归属感， 加之女性本身具

有的温柔、细心，使其在大学生活中更易获得良好的

人际关系。
在学习适应层面上， 男生在学习适应总体状况

及学习行为维度上的表现比女生差， 此结果与已有

研究结果不尽相同[11]。 从医学院校的课程设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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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护理专业和医学专业虽属理科但都具有文科专

业的特点，需要记忆的知识内容占的比例较高。而女

生的形象思维能力较强，在语言流畅、记忆、知觉速

度等方面较占优势， 因此在此类专业的学习中表现

可能优于男生。 本研究还发现在学习动力维度上男

护生的学习动力最低， 这可能是因为男性从事与自

己的性别角色相一致的工作时， 更可能表现出高成

就动机和更强的竞争性， 而从事与自己的性别角色

不一致的工作时，往往缺乏工作热情，成就动机不强
[12]。 男护生的学业热情、职业期望要远低于未来从事

符合自身性别角色工作的男医学生和女护生， 易造

成学习动力不足。
以往对男护生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结果并不

一致。有研究者认为男护生就业形势好，其心理健康

状况好于女护生 [13]，也有研究者发现男女护生心理

健康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14]。 而本研究发现男护生

的心理健康总体状况以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敌对等方面问题比女护生及男医学生多。公众

认为护士是女性的特定职业， 媒体对护士形象女性

特质的渲染也强化了这种观点， 影响了对护士的社

会认知并且形成了限制男性从事护士职业的偏见。
同时男性不具备像女性那么多的细心、同情心、移情

等特质也被认为不适合护理工作。 因此选择护理专

业的男生受到的社会偏见更多， 可能会影响男护生

的心理健康。一项研究表明男性选择护理专业是因为

他们被认为没有能力考入医学系[1５]。 因此在共同的学

习环境中男护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更容易产生自

卑心理，不利于心理健康的发展。
无论原因如何， 男护生在学校适应上确实存在

一定问题， 如何改善其学校适应状况应当得到我们

的重视。 有研究指出参加课外活动， 尤其是高质量

的、 学生认为重要并可以带来积极情绪的活动与大

学生的积极适应有关[1６]。 并且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

平高，学校适应水平也高 [１７]。 此外，亲密型的学校气

氛不仅使学生有更高的社会适应感和同伴评价，而

且自我报告的学业成绩最好， 教师报告的问题行为

也最少[1８]。 因此应当鼓励男护生参加课外活动，给予

其更多的社会支持并创设良好的学校气氛以改善其

学校适应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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