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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的评价包括对学业的评价、能力的评价

以及包含各个方面的综合评价。学业评价在教育领

域中已有许多研究与实践，如运用教育测验法评估

与评价学生的学科成就，运用综合法全面评价学生

的学业成就等，这些对他们的学习与学业成就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已经形成较完整的评价体

系。然而，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除了对其学业及学业

成就的系统评价外，他们还要接受来自多方面的广

义的评价，包括书面的、口头的；课堂的、课外的；还

包括来自父母的、同伴的、教师的以及他人的评价，

并在接受周围人评价的同时，学会自我评价。对于

中学生，教师的评价是最权威的，也是最重要的。教

师对学生的评价，一方面是教学活动的一项经常性

的工作 [1]，同时评价的目的是使学生增强主观能动

性和自我认识，能够形成正确、科学、客观的评价体

系。但实际上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又一定程度地限制

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而同伴评价往往在学生学

习、生活、交往中自然形成。重视与正确引导同伴评

价，可以增加学生自我评价的意识和同学之间进行

积极互评的主动性[2]。

高中生大部分处于青春期的中后期，其自我意

识有了第二次飞跃，心理转向自我，随着学生自我意

识的增强，对周围的教育环境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能只停

留在关注学生表面行为的层次上，而是要深入了解

学生的心理特征。教师对学生学业评价的重点应该

放在学生的整体或综合素养的形成、学生学习过程

中的心理感受和学习方式等方面。同时应有意促

进、正确引导学生对同伴、对自我的评价，既包括对

同学的学习结果进行科学评价，更要多元化地评价，

尽量减少教师对学生和学生之间的消极评价，增加

积极评价，尽可能多地相互发现和自我寻找各自的

优点和潜力。

Pekrun 的控制-价值理论认为，学生自己的控

制和价值评价是其学业情绪产生的决定因素，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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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结构和重要他人的期望等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的

学业情绪 [3]。Frenzel 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学

生比德国学生报告了更多与成就相关的愉快、自豪、

焦虑和羞愧，而较少有愤怒的情绪[4]。也就是说，学

业情绪也具有文化的、社会的特点，受着他人评价的

影响。如果教师在对学生的学习失败进行评价时，

指出其缺乏努力、发现其未挖掘的潜力，就会使学生

有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常常是一种积极的激励力

量。此外，对完成容易的任务的表扬，对未完成任务

不给予批评，以及过多不必要的帮助，也会像教师的

同情一样，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5]。如果同伴相处

中，能积极地看待他人，善于发现并欣赏同伴的优

点；同时能正确认识自我、对待自我，这样不仅可以

建立学生们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能使同学之间

乐于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更多体会到学习生活和交

往的乐趣，体验到更多良好的学业情绪，减少不良学

业情绪及其困扰。

心理干预是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对个体或群

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施加策略性影响，使之发

生指向预期目标的变化[6]。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体

验到的学业情绪因人而异，而来自教师、同伴以及他

人的评价起着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业成

绩。本研究试图通过干预高一学生对同伴和对自我

的评价、并促使教师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增加学生

的良好学业情绪，让他们在愉快轻松的氛围和环境

里学习和生活。

1 方 法

1.1 对象

在 XX 市某中学高一年级中，随机选取两个班

并分别指定其中任意一班为实验班，另一班为对照

班。实验班59人，其中男生31人，占52.5%；女生28
人，占47.5%。对照班58人，男生30人，占51.7%；女

生28人，占48.3%。

1.2 工具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由董妍、俞国良编制 [7]。

该问卷包括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自豪、高兴和希

望）、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满足、平静和放松）、消极

高唤醒学业情绪（焦虑、羞愧和恼火）和消极低唤醒

学业情绪（厌倦、无助、沮丧和心烦）四个维度 13种

情绪，共72个项目。计分方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分别计1-5分。

1.3 干预设计

总体设计为，对实验班进行集体心理辅导为主、

个别心理辅导为辅的干预方案，对照班则按照原来

的课程安排上学习方法课。干预的自变量是评价

（包括自我评价、同伴评价和教师评价），干预的因变

量是学业情绪。

1.3.1 干预内容与方法 干预内容是根据马惠霞

的《大学生学业情绪研究》中的学业情绪理论和樊富

珉的《团体心理咨询》中的技巧由课题组自行设计[8，

9]。干预实验分 5个单元 7次活动。分别为：①了解

学业情绪。采用讲解、讨论的方法，目的是让同学们

系统认识学业情绪，为进一步培养良好学业情绪奠

定基础。②我眼中的他/她（分两次）。从辅导者开

始，每人在同学中间选择一个对象，进行优缺点评

价；然后赞美优点，指出缺点及改进方法。目的是帮

助同伴积极评价自己，认识自己的优点、缺点并改

进。③认识我自己（分两次）。每位同学说出自己的

爱好+优缺点，尤其是要大声说出自己的优点。目

的是让同学们客观地评价自己并发现自己的优点。

④来自他人的评价。征求班主任、任课教师的意见，

结合前几次活动的收获，把教师对同学们的评价汇

总，写成小纸条，活动时让某位同学念，大家猜该评

价所指的对象。目的是促使教师对学生进行积极评

价，学生了解教师对自己的评价，增进师生之间的感

情。⑤总结、迁移。请同学们谈谈对上述活动的感

受与收获，目的是总结干预实验，将积极的自评、他

评方式迁移运用到学习生活中去。

1.3.2 干预步骤 干预活动由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研究生实施。干预步骤为前测——干预（实验班与

对照班分别干预）——后测，然后对比实验前后、实

验班与对照班学业情绪的结果，考察干预的效果。

个别辅导干预是在学生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安排自

习时间由该研究生对其进行辅导。

1.3.3 干预时间安排 集体心理辅导的干预活动

每周一次（每周三下午第二节课），时间为45分钟；5
个单元7次活动大约持续2个月。个别心理辅导在

自习时间进行。

2 结 果

2.1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信度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 4个分问卷的α系数分别

为，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问卷 0.763、积极低唤醒学

业情绪问卷0.798、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问卷0.812、

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问卷0.901。

2.2 实验班在干预前后学业情绪的比较

由表 1可以看出，对比实验班干预前后学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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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问卷4个分问卷的得分，积极高唤醒、消极高唤醒

和消极低唤醒的学业情绪得分均有了显著的降低。

实验班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中自豪情绪干预后得分

比干预前的得分显著降低；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中

放松、平静情绪得分显著增高；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中焦虑情绪得分也有了显著降低。

表1 实验班在干预前后学业情绪的得分比较(M±SD)

表2 干预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业情绪的得分比较(M±SD)

2.3 干预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业情绪的比较

表2显示，干预后实验班的消极高唤醒、消极低

唤醒学业情绪分问卷的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班的得

分。实验班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中的自豪情绪比对

照班显著降低；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中放松情绪显

著提高；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中焦虑和恼火两种情

绪、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中厌倦、无助和心烦三种情

绪，实验班比对照班的得分均有显著的降低。

表3 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干预前后学业情绪得分比较(M±SD)

2.4 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干预前后学业情绪问卷得

分的差值比较

表 3显示，对比实验班和对照班在干预后与干

预前的学业情绪问卷 4个分问卷的得分，实验班在

积极高唤醒、消极高唤醒和消极低唤醒的学业情绪

问卷得分均比对照班有了显著的降低；而积极低唤

醒学业情绪问卷得分比对照班有显著的提高。就学

业情绪问卷各个维度得分可以看出：实验班积极高

唤醒中的自豪情绪在干预前后差值比对照班有了非

常显著的降低；消极高唤醒中焦虑、恼火两种情绪的

干预前后差值，实验班均比对照班显著低；实验班消

极低唤醒中厌倦和无助两种情绪的前后测差值比对

照班显著低。

3 讨 论

由于干预的影响，实验班在干预之后的积极低

唤醒学业情绪得分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中放松情绪

得分有了显著提高。紧张有使注意力集中的作用，

但注意力过度集中，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学会放松。而从本研究

的结果看来，教师的评价是引导学生放松的有效手

段。有研究认为，当学生在体验愉快、轻松等积极低

唤醒情绪状态的同时，会促进学生注意力的集中、记

忆力的增强、判断和推理能力的提高[10，11]，即积极低

唤醒学业情绪对学生的认知活动起的促进作用最

大；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高唤醒情绪状态，对学

生的认知活动都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当学生处在积

极低唤醒的情绪中时，神经会有一定的兴奋，但是并

没有达到兴奋的极致，也就是说神经的一定兴奋有

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自豪

高兴

希望

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满足

平静

放松

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焦虑

羞愧

恼火

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厌倦

无助

沮丧

心烦

干预前

3.95±0.64
3.64±0.75
4.09±0.72
4.10±0.75
3.29±0.67
2.67±0.93
3.37±0.79
3.07±0.88
3.18±0.85
3.43±1.03
2.77±0.98
3.34±0.96
3.21±0.80
2.36±1.06
2.41±0.94
3.49±0.96
2.46±0.89

干预后

3.70±0.36
3.19±0.58
3.86±0.43
4.05±0.80
3.32±0.30
2.72±0.58
3.82±0.40
3.52±0.57
2.88±0.47
2.98±0.68
2.61±0.67
2.99±0.80
2.82±0.76
2.13±0.71
2.20±0.68
3.27±0.70
2.36±0.64

t
2.232
5.553
1.797
0.230

-0.280
-0.274
-2.958
-3.803
2.093
2.291
0.727
1.850
2.306
0.956
1.055
1.016
0.458

P
0.033
0.000
0.082
0.820
0.781
0.786
0.006
0.001
0.045
0.029
0.473
0.074
0.028
0.347
0.300
0.318
0.650

积极高唤醒
自豪
高兴
希望
积极低唤醒
满足
平静
放松
消极高唤醒
焦虑
羞愧
恼火
消极低唤醒
厌倦
无助
沮丧
心烦

实验班
后测-前测
-0.25±0.63
-0.45±0.45
0.23±0.72
0.05±1.17
0.03±0.56
0.05±1.05
0.45±0.50
0.75±1.03

-0.31±0.81
-0.45±1.09
-0.15±1.19
-0.35±1.07
-0.39±0.95
-0.23±1.34
-0.21±1.09
-0.22±1.20
-0.10±1.18

对照班
后测-前测
0.17±0.73
1.58±2.37

-0.11±1.30
-0.07±1.54
-0.35±0.82
-0.12±0.94
0.85±0.94
0.31±1.02
0.31±0.72
0.26±0.97
0.12±0.86
0.57±0.85
0.11±0.79
0.70±1.01
0.49±1.31
0.24±0.99
0.27±0.99

t
-2.470
-4.680
1.287
0.348
2.128
0.689

-0.213
1.705

-3.150
-2.128
-1.029
-3.785
-2.271
-3.071
-2.274
-1.637
-1.313

P
0.016
0.000
0.203
0.729
0.037
0.493
0.832
0.093
0.003
0.009
0.308
0.000
0.027
0.003
0.027
0.107
0.194

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自豪

高兴

希望

积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满足

平静

放松

消极高唤醒学业情绪

焦虑

羞愧

恼火

消极低唤醒学业情绪

厌倦

无助

沮丧

心烦

实验班

3.70±0.36
3.19±0.58
3.86±0.43
4.05±0.80
3.32±0.39
2.72±0.58
3.82±0.40
3.52±0.89
2.88±0.47
2.98±0.68
2.61±0.67
2.99±0.80
2.82±0.76
2.13±0.71
2.20±0.94
3.27±0.70
2.36±0.64

对照班

3.87±0.51
4.55±0.37
3.55±0.86
3.57±0.96
3.05±0.43
2.59±0.55
3.02±0.60
3.06±0.58
3.28±0.39
3.38±0.49
2.87±0.67
3.56±0.60
3.11±0.34
3.12±0.63
2.97±0.68
3.33±0.62
2.98±0.66

t
-1.510
-3.262
1.772
2.167
2.566
0.899
1.555
2.409

-3.712
-2.618
-1.515
-3.171
-1.957
-5.827
-4.713
-0.384
-3.718

P
0.136
0.002
0.081
0.034
0.013
0.372
0.125
0.019
0.000
0.011
0.135
0.002
0.055
0.000
0.000
0.7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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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去面对当前面临的各种各样的

问题，有利于判断、推理、解决问题，并且学习过后也

会有较好的记忆能力。

本研究发现，在消极学业情绪中，焦虑、恼火、无

助、厌烦这些学业情绪均有显著降低。评价干预中，

学生们积极的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使他们增加了学

习的自信，缓解了考试中的焦虑情绪，客观地看待自

己及自己的学习和学习效果，使焦虑及相关负性情

绪减少。已有研究表明[12]，学生在体验积极情绪的

同时还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阅读兴趣；良好的学业

情绪在增强学生学业动机和努力程度的同时，还能

促进他们使用一些更灵活、更富创造性的学习策略，

有利于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一些消极情绪（恐惧、

愤怒等）则会降低学生的学业动机和努力程度，使学

生由主动学习变为被动学习，更多地使用一些刻板

的学习策略，激发学生依靠外部来调节学习[13]。

本研究发现，积极高唤醒学业情绪在干预后的

得分比干预前的得分显著降低，其中比较特殊的一

个维度是自豪学业情绪。汉语词典中的自豪感意义

指“因为自己或者与自己有关的集体或个人具有优

良品质或取得伟大成就而感到光荣”[14]。而在心理

学研究领域，自豪感被认为是一种自我意识情绪

（self-conscious emotions），即在儿童产生自我意识

以后伴随出现的情绪体验，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

种自我意识情绪。自豪感是一种很复杂的自我意识

情绪，有研究复习了关于自豪感的研究，认为自豪感

可以看做两种或两种以上更多的情绪，既包括真实

的自豪和自大的自豪感（hubristic pride）[15]。本研究

中自豪感经过干预降低了，但并不能证明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自豪感的变化，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

应注意将自豪感的两种结构区分开来进行深入研究。

通过干预，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对自己进行科学、
正确的评价。生活中，大部分同学很少静下心来反
思自己的优缺点，很大一部分同学都反映自己的缺
点多于自己的优点，原因就是从小接受的是“找缺点
教育”，父母、长辈都是在批评自己的缺点，而对自己
的优点熟视无睹，对自己的努力、进步，总是一带而
过；同伴之间也形成了“寻找他人缺点”和经常进行
自我批评的习惯。因此，引导学生对自己进行积极
评价是一项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本研究在干预
中，先进行同伴评价，引导学生进行他评，即先进行
同伴评价，学生们较多较全面地指出他人的优点，并
列举出具体事例以证明，这样对被评价者触动很
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自我评价，引导学生大声讲

出自己的优点。最后在教师评价的时候，积极评价

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此，使评价干预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不仅改善了学生的学业情绪，而且使他们的
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情绪也得到了改善。

另外，教师们也了解了更多对学生进行积极评

价的方法，如多给学生一些积极评价，同时评价要辩

证、客观，并具有前瞻性。在征得了任课教师的同意

后，每位老师都针对班上的每一位同学写一句积极

评价的话。有位学生说，由于数学老师在课堂上不

苟言笑，自己对数学也渐渐失去了兴趣，但是看到她

给自己的评价以后，突然发现老师并不像表面看上

去那么严厉苛刻，从而又鼓起了自己学习数学的勇

气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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