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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resent study, a review was performed to explor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addi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ntal health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were discussed.
Conclusions showed that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high school teachers were mainly
coping,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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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总结。结论显示：影响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的因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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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应对方式、职业压力、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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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社会形势的发展，社会对教师的基本素质与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对教师造成了一定压力，教师的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是教师素质的
核心要素，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的必要条件。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其教育对象——学生，
教师的不健康心理会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学生的生活态度和学习态度。教师是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施者，解决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关键在于教师，因此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首先要关注教师的心理健
康(俞国良等，2001)。本文以综述的方法对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现状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其影响因素。

2. 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现状
总体而言，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普通人群，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在 SCL-90 测查结果中，
高中教师各因子分均高于国内常模(陈朝阳等，2006；李晶等，2004；王蕾，2010；王志成，2013；王益
民等，2014)，而更早期一些的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良好(陈华、叶远玲，2003；李燕等，2004；
申艳娥，2003)。这样的不同结论可能表明，随着年代的推移，教育形势发展加快，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
高，教师的工作压力加大，高中教师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恶化，需要引起重视。从心理健康问题的
检出率来看，许多研究一致表明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都达到半数甚至以上(郝明星，2012；李
晓丽，2014；刘小珍等，2011；王志成，2013)，调查显示，有 51.23%的教师存在心理问题，其中 32.18%
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而 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
病”(李晓丽，2014)。这些研究结论表明，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涉及范围很广，许多高中教师的心理
健康状况并不十分理想。
除了明确高中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整体情况外，还需要知道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具体特征，这
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使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许多研究一致表明不同性别高中教师
的心理健康水平无明显差异，只在恐怖、抑郁因子上，女性教师得分更高(白钟玲，2012；郝明星，2012；
李晶等，2004；刘小珍等，2011；王蕾，2010；王志成，2013；周继重等，2007)，在维护高中教师的心
理健康时，需要注意女性教师的较隐蔽的心理问题。随着高中教师年龄的增加，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中青年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低于老年教师。中青年教师面对职业与家庭生活的双重压力，心理健康水平较
低；随着年龄的增长，教师工作年限的增加，生活阅历的丰富，各种经验的积累，使教师心理承受能力
也逐渐增强，进行自我心理凋适的能力也与日愈佳，心理健康状况便有所好转(周继重等，2007)。

3. 影响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
3.1. 职业压力
简单来说，压力就是由某种外部或内部刺激引起的，个体所感受到的生理和心理的唤起或紧张状态。
这就意味着压力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感受或心理状态。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除了与常人共有的压力
状况外，还有着特殊的压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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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教师都属于高压力职业，而我国的高中教师由于高考制度，所承受的压力更大更复杂，学生
学习压力大，家长的期望高，学校及上级教育管理部门还将高考成绩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教师工作的指标，
教师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而且由此带来的工作负荷也大得惊人。当今社会发展很快，随之而来的就是
学生的眼界和见识更广，更有个性，这也就增加了教师管理的难度，这几方面的压力对教师心理健康造
成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王志成，2013)。
魏开放等(2005)的研究表明中度以上压力感受程度的教师所占的比例超过了被调查教师的 50％，反
映出教师群体承受的压力较大；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度以上压力感受程度的教师较轻度以下压力感受
程度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低，即心理问题检出率高(魏开放等，2005，教师压力感受与个性及心理健康的
相关性研究)。许延礼，高峰强(2003)的研究也表明，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两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并明
显存在线性关系；所有的压力因素对教师的心理健康都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职业压力是影响
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高中教师职业压力主要来源于过大的工作压力、升学压力以及过多过高的教师角色期望，学校的评
价方式也会给教师带来一定职业压力。其中，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密切的是领导与管理、学生、职业发展
晋升及工作负荷等方面的压力，而最小的是社会因素。目前高中的升学考试仍然是衡量学生以及评价教
师教学质量最直接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教师的工作压力、升学压力都是较大的；教师职业的最大特点在
于职业角色的多样化，教师既需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担当示范者、管理者等角色，一旦某个角色
做得不好就会收到众多批评、指责；另外，我国大部分学校依然采取只注重结果的单一评价方式，评价
结果对教师心理会产生较大影响。

3.2. 应对方式
应付是个体面临应激情景时为减少压力或伤害而做出的认知或行为努力，是对情境变量、时间因素
的反应(Lazarus & Foikman, 1984)。适宜的应对方式对减缓心理压力，维护心理健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
表明，应对方式是直接影响心理健康的，不论是职业压力还是社会支持都要通过应对方式这个中介变量
发生作用(袁立新、曾令彬，2007)。如果采取了恰当的应对方式，那么个体就可以更自如的利用社会支持，
处理职业压力，如果选择了消极的应对方式，则会起到截然相反的效果，对个体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
应对方式的分类有许多，目前多数关于应对的研究都运用的分类是根据应对的指向性，将应对方式
分为针对事件或问题的和针对个体情绪反应的。根据这种分类，常见的应对方式有解决问题、自责、求
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种。
研究表明(李燕、姜晓春，2004；王志成，2013)，解决问题与所有的心理症状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说
明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求助与所有心理症状得分呈负相关趋势，说明求助也是一种有助于减
缓心理问题的应对方式；而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的应对方式均与心理症状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或正
相关趋势，表明这些应对方式的使用会对心理健康水平产生负面影响。王志成(2013)的研究表明高中教师
最常用的应付方式是解决问题与求助，男性教师更常用的应对方式是解决问题，而女性教师更倾向于求
助。

3.3. 社会支持
肖水源(1987)把社会支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
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主要指个体在社会中
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三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有些人虽然可以获
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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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心理症状，有利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很好的缓解负面刺激对个体造成
的不良影响，还可以有效的激发和维持正性的情绪体验，这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王志成
(2013)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呈负相关。高中教师由于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因此
得到的社会支持相对单一，且学生不仅是可能的社会支持来源，也可能是压力来源，再加上教师的社交
圈相对较窄，社交活动较少，这就使得社会支持这个压力缓冲期不能充分的发挥作用，因此该问题应该
得到充分的重视。研究表明(陈朝阳等，2006)，三种社会支持中，主观支持对教师心理健康的维护作用最
大，而且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之间相关显著。同时，已婚教师从夫妻对方获得的社会支持在维护教师心
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家庭其他成员，如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心和照顾对教师心理健康的
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而，在采取维护教师心理健康措施时，需要注重教师被尊重、被理解的情绪体
验；还应多从家庭的角度给予教师情感上的支持。

4. 结论
高中教师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且检出率高，涉及范围广，许多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并不十分理想，需要引起重视。影响高中教师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职业压力、应对方式、社会支
持。教师职业压力中，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密切的是领导与管理、学生、职业发展晋升及工作负荷等方面
的压力；解决问题、求助的应对方式有利于教师心理健康，而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
利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心理症状，有利于心理健康，主观支持对教师的心理健康具有最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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