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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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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从社会、学校、家庭、个性心理等方
面分析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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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列变化。大学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的知识者，

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要远远低于同

他们往往最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冲击。由于他

年龄阶段的其他群体，在总体上，大学生有 $&Q .

们正处于个性与观念的成熟期，生理与心理的趋于

%&Q 左右的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其中，

成熟与社会性的不成熟的矛盾，一系列的新方式、

存在较严重心理障碍的大学生约占总体的 -&Q 左

新观念与积淀在大学生思想深处的传统观念不可

右。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已逐渐引起学校、家庭

避免地发生冲突，他们面临着冲破旧观念的束缚、

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

树立新观念的压力。而在此时期，传统文化体系开

平，已成为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要

始衰落，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待确立

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必须全面分析大学生心理健

和完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价值失落、道德

康的影响因素。

滑坡等不良社会现象，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

一、社会因素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发展

个人主义等非理性思想和行为也比比皆是，无孔不

# 一 ’ 社会变革时期的矛盾造成心理冲突

入地侵蚀着求知欲强烈而辨别力尚弱的青年大学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

生。面对传统观念和现代观念的差异，正面思想教

化、利益分配的调整、中西文化的冲突、各种思想的

育和世俗流行观点的分歧，他们常常感到难以适

涌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行为发生了一系

应，陷入压抑、不安、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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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心理健康，造成种种心理冲突。

被同学超过的危机感和落在后面的紧迫感，还有的

# 二 $ 竞争的压力导致心理失衡

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从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发展，在人才培养和就业

理想化的自尊一下子跌落到盲目的极端自卑，在心

制度改革上引入竞争机制，对大学生造成巨大的竞

理上不容纳自己，产生焦虑心理。

争压力。近几年高校在各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 三 $ 人际交往障碍造成忧虑心理

而改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的状况，

人际交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集体

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面临比其他人、

中的人际关系的好坏可以对个体产生极大的心理

甚至是昔日大学生们更多的问题，如毕业分配的自

影响。大学生思想活跃、兴趣广泛、有强烈的与他人

主择业、双向选择等，这些使大学生天之骄子的优

交往的需求和愿望。大学里的同学由于来自不同的

越感受到强烈冲击。而我国许多机构单位正在进行

地域，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不尽相同，其个性、习惯

人事制度改革，社会的下岗失业人数逐年增多，社

的差异较大，而同学之间关系更密切，距离更小，容

会向大学生们提出了日益苛刻的用人标准，人才市

易产生摩擦与冲突，相当数量的人，交往产生障碍，

场的不规范更深刻地刺激着他们的心理，他们既希

心理出现创伤。有的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过强，把自

望参与竞争又担心失利，既希望手中握有更多的机

己的真实思想、感情、欲望掩盖起来，隔绝了人际交

会，又担心失去原有的保障，无形中增加了大学生

往，产生封闭心理；一些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社

的心理压力，越是敏感的大学生，这种压力感和紧

交恐惧心理，他们过于自卑，凡事期望值过高，觉得

迫感就越明显，以致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在未进入社

自己处处不如他人，在交往中缺乏自信，畏首畏尾，

会之前就感到紧张、恐惧，从而导致心理失衡。

恐惧交往，常常感到焦虑，痛苦、自卑；一些学生嫉

二、学校环境因素的影响

妒心理强，对他人成绩、长处心怀不满，许多同学原

# 一 $ 生活环境改变带来心理的不适

在家中都是宠儿，以自我为中心的情绪很浓，很少

生活环境的变化是促使个人心理变化的基

顾及别人的感受，在交往中忽视平等、尊重、互助、

础。大学生换了一个环境，开始过独立的但又是集

互谅的基本交往原则，在人际交往中屡屡失败，从

体式的生活，吃饭靠集体食堂，衣食住行、经济开

而感到失落、冷漠、孤独。

支、待人接物等都要靠自己处理，大学的饮食习惯、

在大学生中，大多数的交往障碍还表现在与异

气候条件、语言习惯、作息制度、卫生习惯等都有可

性的交往中。大学生由于心理与生理发育逐渐成

能与自己原有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些都使大学生、

熟，渴望与异性交往，渴望得到异性的友谊甚至爱

尤其是大学新生感到不习惯、很陌生，对他们的环

情，但由于其心理尚未完全成熟，生活经验欠缺，对

境适应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

爱情的理解过于浪漫而不切实际，理想中的交友恋

战。而中小学的应试教育，对学生基本社会实践乃

爱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常发生矛盾，因而产生许多

至基本生活能力缺乏必要的培养和磨练，致使步入

心理困惑。大学中还出现了诸如三角恋、单相思、失

大学的大学生，不少缺乏独立和自理生活能力，加

恋以及性心理异常等现象。这些来自情感的压力，

之当代大学生不少是独生子女，有的还是第一次离

一旦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缓解和调适，就可能引

开父母，适应能力差，过不惯集体生活，从而产生对

起心理失衡，严重的会导致精神疾病。

家人的眷恋和依赖感，有的深感失落进而导致孤独

三、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

寂寞等。

家庭是影响大学生行为和心理发展的基础，家

# 二 $ 学习压力产生焦虑心理

庭生活环境各种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气

大学生，尤其是一些重点院校的大学生是同龄

氛以及经济状况等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

人中的幸运儿，是来自各地的佼佼者，他们走过了

因素。

颇为辉煌的中学时代，不少同学不仅是学习上的尖

# 一 $ 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人际关系的影响

子，还担任过学生干部，获得过许多荣誉，大都具有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最早。父母的文化程度、性

自信、好强等心理特点，他们携带着家长、亲友、老

格特征、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教养方式，直接影响着

师的赞许走进了高等学府。孰知入学后发现山外有

孩子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素质。首先，家庭教养态度、

山、强中有强，部分同学失去了在中学时的学习优

教养方式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性格特征。民主的教育

势，自卑之情油然而生。而大学中竞争的内容还不

方式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专制或过分严格会使

仅仅局限于学习成绩，眼界学识，文体特长，社交能

子女形成谨小慎微、孤僻退缩、缺乏自信等不良个

力、组织才干等都成了比较内容，一些同学产生了

性；父母对孩子缺乏认可和关爱，孩子就会产生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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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无助甚至反社会心理；过分地溺爱子女、过分地

熟，但是部分同学的个性特征中存在着不良方面，

保护则容易使子女缺乏独立性、适应性和自我意

如怯懦、自卑、孤僻、狭隘、冲动、易偏激、以自我为

识；其次，家庭中父母之间、亲子之间关系是否和谐

中心等。在一些研究和咨询中发现，不少心理障碍

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清华大

的类型都与人格缺陷有着特异性的联系。如偏执性

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人格障碍导致固执、多疑、难与同学相处；强迫性人

况与家庭有明显的关系，家庭成员间的语言及人际

格障碍具体表现为过分的自我束缚、自我怀疑，常

氛围直接影响着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心理，对处在成

常紧张、苦恼和焦虑。许多神经症都有着特定的人

长期的大学生的影响更具有特殊意义。如果父母关

格特征为其发病基础。

系不良、经常吵架甚至相互敌视，家庭气氛紧张，尤

# 二 $ 自身价值观念的影响

其是父母离异，往往会使孩子形成不良的性格特

心理学认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

征，如冷漠、孤僻、自卑、多疑等，这些不良特征使得

人的心理健康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对大学生的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往往表现出自私、敌视等心理

健康成长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大学生追求一种能

和道德方面的缺乏。与父母关系较差或很少与父母

够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即发挥自己才干，使自己获

联系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忧虑。

得诸方面满足的生活，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

# 二 $ 父母期望值过高的压力

社会应为之提供有利的环境与条件。重要的是，应

当今社会，望子成龙是每个家庭对子女焦急而

该认识到，真正可贵的个人价值是与社会责任相联

持久的期待。为了子女的升学，许多父母都煞费苦
心，不惜一切代价，特别是贫困家庭，父母节衣缩

系、相统一的。没有责任的个人价值是流于虚幻的
“价值”。而不少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一心只为自

食，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子女身上，这样一

己打算，丝毫不考虑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仅难有良

种来自父母的强烈期望，一方面可以成为大学生们

好有人际关系，而且个人愿望不满足的痛苦经常困

勤奋学习的动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适得其反，这

扰着他，焦虑不安会经常与之为伴，尤其是遇到挫

些家庭的子女在心理上背负着更大的责任。学业有

折或达不到预期的结果，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不平

成是他们给父母的最好回报，于是父母的期望成为

衡，从而陷入自我利益的漩涡中，难以达到健康稳

大学生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

定的心理平衡状态。

# 三 $ 经济负担的压力

# 三 $ 认知方式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学校并非义务教育已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

为社会所认同，大学生必须面对交费上大学的现

和挫折。个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是能够正确的认

实，来自农村的或城镇普通工薪家庭的不少贫困

知压力、选择有效的应对方式。同样的环境，同样的

生，靠贷款、靠亲友的帮助进入大学，他们往往为筹

挫折，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有着不同的

集学费和生活费煞费苦心，经济上不堪重负，同学

承受能力，结果也就截然不同。以辩证的思维认知

间在生活上的互相攀比，常使他们感到自己囊中羞

方式看待问题，可以增强个体的人心理承受能力，

涩而贬低自己，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产生巨大

使人平静地看待成败、正确地面对挫折，保持健康

的心理压力。

的心理状态。而大学生由于阅历浅，社会经验不足，

四、个性心理因素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独立生活经验不够，对社会、对自己常常缺乏正确

个性心理因素是影响、制约大学生心理健康的

的全面认识，不能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采取孤立、

主要内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不变、僵死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把失败和挫折

# 一 $ 个体的人格特征

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结果，把不愉快的经历、暂时克

人格又称个性，指人在各种心理过程中经常

服不了的困难凝固化。这种认知方式，常常使人产

地、稳定地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它是一个统一的

生偏见、形成偏执。

整体结构，是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和特征。人格特点
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生个性已日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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