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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显示，大学新生普遍面临的心理适应问题有学业问题、自我管理问题、时间管理问题、生活

适应问题和自我认识问题等。在高校的干预路径中，学生知晓度最高的是校园文化活动、课程和思想政

治教育，其次为专业教育、心理教育，学生对学业辅导的知晓度最低。高校应加强完善新生学业指导体

系和学业帮扶机制，助力新生学业成长；提升心理教育和深度辅导的干预效果，保障新生心理健康；进

一步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专业教育的有效作用，促进新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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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适应”是指个体的个性特征互相配合，

对环境变化做出反应，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1]。
“大学新生心理适应”是指大学一年级学生根据

新的大学环境的要求，积极调整自己的心理与行

为，顺利实现角色转变，达到与新环境的平衡的

过程[2]。近年来，在大学新生中因心理适应问题而

导致的学习、生活障碍日益增多，研究大学生的

心理适应问题及其干预路径十分必要。

一、基本情况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及对专家的访谈，笔者编

制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新

生易出现的心理适应问题、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

干预路径、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干预时间、干预

工作的实施主体、大学生对干预路径有效性的评

价等。其中，具体干预路径从6个方面进行考察，

即课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心理服

务、学业辅导、校园文化活动，共包括36个小项。
对干预路径有效性的评价采用了5点计分法，1分

代表无效果，2分代表不太有效，3分代表一般，4
分代表有效，5分代表非常有效。

本次调研对象包括典型教师代表和大二学

生代表。本次调研采用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

合的方式，选取北京15所高校的550名教师和

1400 名大二学生为样本，共发放教师问卷550份，

回收问卷435份，有效问卷426份，有效回收率为

77.5%；发放学生问卷1400份，回收1321份，有效

问卷1236份，有效回收率为88.3%。数据回收之后，

笔者采用SPSS18.0软件对调研问卷数据进行了统

计分析。

二、调研结果

（一）大学新生的心理适应总体状况

调查显示（见表1），学生认为，排名前5位的

新生心理适应问题分别是学业问题、自我管理问

题、时间管理问题、生活适应问题和自我认识问

题，选择人数分别占45.4%、39.2%、39.2%、32.3%、
28.9%。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学业问题是新生阶段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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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心理适应问题。而教师对新生心理适应问题

的认识与学生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教师认为，

排在前5位的新生心理适应问题分别是人际关系

问题、生活适应问题、学业问题、环境适应问题和

自我管理问题，选择人数分别占57.1%、54.8%、
48.4%、42.9%、42.1%。对比以上数据，我们发现，在

前5位问题项中，除了在学业问题上教师和学生

选择比例相当以外，在其他选项上教师的选择比

例均遥遥领先，这表明，教师对学生心理适应问

题严重程度的评价高于学生。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大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

笔者还对大学生的总体心理素质进行了考察。调

查显示，大学生对自身心理素质的自评分均分为

3.52（满分为5分，分值越大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

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教师对大学生心理素质

的评分均分则为3.29，较学生自评分数略低。
（二）新生心理适应问题干预状况

调查显示，学生知晓度最高的前3位新生心

理问题干预路径是校园文化活动、课程和思想政

治教育，知晓人数分别占90.2%、88.0%、84.8%；其

次为专业教育、心理教育和学业辅导，知晓人数

分别占78.7%、77.6%、66.7%。在校园文化活动中，社

团活动、学生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最为突

出，选择人数分别占93.7%、91 .4%、90.5%。在课程

方面，“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新生心理

课程、“形势与政策”课、职业生涯规划课作用最

为突出，选择人数分别占96.1%、85.9%、85.1%、
85.0%。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新生开学典礼、新生

入学适应教育、军训、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新生交流会等工作作用最为突出，选择人数

分别占96.7%、94.6%、93.7%、91 .6%、87.1%。
在专业教育中，学生认为，新生专业介绍、学

长学姐经验交流会的作用最为突出，选择人数分

别占89%、88.5%。在心理教育方面，新生心理健康

普查、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心理讲座的作用最为

突出，选择人数分别占85.9%、84.5%、80.3%。对于

近年来高校大力倡导的对学生心理适应问题具

有针对性作用的心理健康服务及深度辅导，学生

的了解程度较低，具体来说，了解个体咨询的占

74.1%，了解团体辅导的占73.3%，了解朋辈辅导的

占67.7%，了解深度辅导的占63.3%。
值得注意的是，学业问题是学生认为最普遍

的心理适应问题，但高校在此方面的干预措施却

在学生中知晓度最低，知晓人数仅占66.7%。其中，

75.1%的学生了解学校设立 了学业 指导 中心，

62.3%的 学生了 解学校 开 设 了 学 业 辅 导 网 站 ，

教师 学生

排序 问题项 选择比例 排序 问题项 选择比例

1 人际关系问题 57.1% 1 学业问题 45.4%
2 生活适应问题 54.8% 2 自我管理问题 39.2%
3 学业问题 48.4% 3 时间管理问题 39.2%
4 环境适应问题 42.9% 4 生活适应问题 32.3%
5 自我管理问题 42.1% 5 自我认识问题 28.9%
6 自我认识问题 35.7% 6 环境适应问题 28.6%
7 时间管理问题 24.6% 7 情绪问题 28.4%
8 情绪问题 22.2% 8 人际关系问题 27.6%
9 家庭问题 19.8% 9 情感问题 21.7%
10 情感问题 18.3% 10 职业发展问题 21.5%
11 网络依赖问题 18.3% 11 网络依赖问题 20.1%
12 其他 15.9% 12 身体健康问题 13.7%
13 职业发展问题 12.7% 13 其他 7.5%
14 身体健康问题 6.3% 14 家庭问题 4.5%

表1 教师、学生对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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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的学生知晓学校开展了个性化学业帮扶。
（三）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干预时间

调查显示，49.9%的学生认为新生心理适应问题

的干预工作是在新生入校时开始的，有34.4%的学

生认为学校的干预工作在入学前的8月份就开始

了，还有33.8%的学生认为干预工作在10月份开始。
关于干预工作的持续时间，29.1%的学生认为

是开学后的一个月，20.3%的学生认为是开学后的

三个月，23.0%的学生认为是开学后的第一个学

期，21 .8%的学生认为是整个大一学年。
教师对干预工作开始时间的认识与学生基

本一致。但35.7%的教师认为干预工作持续的时间

是第一学年，23.0%的教师认为持续时间为第一个

学期，只有6.3%的教师认为干预工作的时间只持

续到开学后一个月。可见，教师与学生对干预路

径持续时间的认识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教师认为

干预工作至少持续了一个学期以上，但学生感知

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大多在1—3个月。
（四）新生心理适应问题干预的实施主体

调查显示，在开展新生心理适应问题干预工

作的主体问题上，选择心理咨询中心人员的学生

占68.0%，选择辅导员、班主任的占47.3%，选择学

校学生工作职能部门人员的占34.0%，选择专业教

师的占28.6%，选择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的占

17.3%，选择其他（非专业教师、朋辈学生、学长）的

占4.5%。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心理咨询中心

人员是工作主体的占90.5%，选择辅导员、班主任

的占80.2%，选择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的占

48.4%，选择学校学生工作职能部门人员的占

37.3%，选择专业教师的占8.7%。
（五）对新生心理适应干预路径有效性的评价

调查显示，学生对问卷列出的36项心理适应干

预路径有效性的评分均分为3.90分，最高分为4.16分，

最低分为3.72分。总体而言，学生对学校采取的干预

措施的有效性持认可态度，评价4分以上的干预路

径有8项，分别是参加各级学生组织（4.16分）、各类

社团活动（4.14分）、社会实践活动（4.13分）、对新生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4.13分）、新生专业介

绍活动（4.09分）、学长学姐经验交流会（4.08分）、科
技创新训练（4.02分）、军训（4.01分）。此外，思想政

治教育及心理教育方面的干预路径也具有一定的

有效性。其中，新生交流会得分3.98分、新生入学教

育得分3.96分、新生心理健康普查得分3.93分、各类

学生骨干培训得分3.92分、新生开学典礼得分3.91
分、新生心理讲座得分3.9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得

分3.9分。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对课程类干预路径的有

效性评价不高，新生心理课程、职业生涯课程、形
势政策课等课程的有效性得分都在3.81分左右。
另外，学生评价相对较低的干预路径还有开设学

业辅导网站（3.72分）、学生学业个性化帮扶（3.78
分）、新生家长心理讲座（3.72分）、深度辅导工作

（3.78分）。说明学业辅导与深度辅导方面的干预

路径未能在学生心理适应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
调查显示，学生与教师对新生心理干预路径

有效性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教师对问卷列出的

36 项心理适应干预路径有效性的评价平均分为

4.13分，最高分为4.41分，最低分为3.78分，评价4
分以上的干预路径有27项。总体而言，在有效性

评价上，教师评价相对较高。教师评价最高的对

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与学生对此项工作

有效性的评价基本吻合，基本都是最高评价分

值，可见此项工作对于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心理适应具有显著效果。教师与学生评价相对都

较高的干预路径有各类社团活动、参加各级学生

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科技创新活动、学长学姐经

验交流会、新生专业介绍和军训。学生与教师评

价差异较大的几项干预路径分别是深度辅导（教

师评价4.33分，学生评价3.79分）、新生家长讲座

（教师评价4.17分，学生评价3.72分）、新生“榜样

示范”（教师评价4.13分，学生评价3.77分）、个体

心理咨询（教师评价4.21分，学生评价3.86分）。

三、几点思考

（一）完善新生学业指导体系和学业帮扶机制，

助力新生学业成长

调研结果显示新生最大的心理适应问题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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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适应问题，新生入校后，学业上的不适应，会引

发学生自我认知、自我评价、情绪、人际等不同层

面的心理适应问题。但所调研的教师群体并未将

新生学业困难问题排在前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学生工作者对学生在学业方面困难的了解和重视

程度尚待提高。高校应高度重视学生学业适应问

题，通过开展专项调研和访谈，了解学生学业困难

和个性化需求，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探索行之

有效的学业指导干预路径，建立完善的新生学业

指导体系和帮扶机制，搭建多媒体学业指导平台，

通过专业教师的学业咨询、朋辈的学业帮扶、学习

方法及能力提升的辅导等形式，给予新生学业支

持。应建立分类指导模式，对存在学业困难的新生

提供学业辅导。
（二）提升心理教育和深度辅导的干预效果，

保障新生心理健康

心理教育与服务在新生心理适应过程中至

关重要，高校应加强心理教育服务的宣传力度，

通过在学生熟知的心理课程、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过程中对学校开展的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宣传，开

展符合新生特点和需求的心理服务。可以通过开

展“心理中心开放日”“心理活动体验一日游”等
活动，让学生有机会走进心理中心，亲身体验，消

除顾虑，增进了解。同时，应强化心理团体辅导在

新生心理适应方面的针对性，如开展针对新生不

同心理适应问题的团体辅导，提升干预效果。此

外，应加强改善辅导员深度辅导工作，探索被学

生所接受的深度辅导方式方法，将深度辅导与学

生的专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相结合，提升辅

导员开展深度辅导的力度和效果。心理教师与辅

导员、班主任是新生心理适应干预策略的主体，

应大力提升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辅导员的

工作技能，完善心理教师及辅导员的专业培训体

制，提升其开展心理服务及深度辅导效果。
（三）提升校园文化活动与专业教育的作用，

促进新生成长成才

调研显示新生对校园文化活动的知晓度和

有效性评价最高，反映了这类活动在新生适应过

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校园文化活动有助于大学

新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融入新的集体与环

境，缓解孤独感，获得归属感，提升其自我管理、
自主自立的能力，最终达到良好的适应状态。高

校应在了解学生对校园文化活动需求的基础上，

加大力度，开展深受学生欢迎的各类活动。此外，

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高校可以通过加强专业

介绍、学长学姐交流会等形式，强化专业教育的

作用，使新生尽早了解本专业的学科特点、学业

要求，有助于新生早适应、早规划、早发展，预防

新生可能发生的学业适应困难。同时，发挥专业

教师对新生的积极作用，建立专业教师对新生的

咨询、辅导与座谈机制，将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在

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促进新生成长成才。

本文系2016年度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

点课题“大学新生心理问题的干预策略研究”
（BJSZ2016ZD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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