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期[总第71期]

2022年10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5

Oct.,2022

  文章编号:2095-1663(2022)05-0047-09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2.05.06

象牙塔尖的压力与纾解:何以推动博士生心理求助?
———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的实证分析

张 娟1,赵祥辉2

(1.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北京100084;2.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361005)

收稿日期:2021-11-24
作者简介:张娟(1994-),女,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赵祥辉(1995-),男,河南周口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建设研究”(18JD805)

摘 要:当前,象牙塔尖的博士生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危机。针对博士生压力纾解的研究,多聚焦

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但缺乏对心理求助行为的关注。基于2019年 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n =
6512),从个体特征、人际关系和学校支持三重因素切入,探讨了博士生心理求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第一,博士生整体心理求助率不高,现状不容乐观;第二,博士生心理求助行为存在个人特征差异,男性、非中

国本土、有照顾子女责任、留学的博士生存在求助的“沉默者困境”;第三,人际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如导学关

系失衡、有被霸凌和歧视经历的博士生对心理求助的需求更大;第四,博士生心理求助的学校支持条件及其

作用有待加强。基于此,研究认为培养单位应营造心理支持的整体氛围、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工作、构筑

心理健康的人际支持网络、完善培养支持体系,从而为博士生心理压力的纾解提供良好的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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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作为象牙塔的最高层级,承载着创

新知识生产和拔尖人才供给的双重使命。在公众视

野中,博士生群体是光鲜亮丽的天之骄子,寄托着政

府和社会的高度期望。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受学业进度[1]、导学关系[2]、生活状况[3]和职业前

景[4]等带来的不确定压力,全球范围内的博士生正

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场心理健康危机。近年来,博
士生因心理问题引致的恶性事件频现报端:如2019
年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一名博士生因导学关系恶劣在

办公室上吊自杀;再如2020—2021年,南京大学四

名博士生因心理问题选择结束生命……媒体揭露出

的博士生心理危机事件仅是冰山一角,如国外学者

基于对2279名研究生(其中90%为博士生)的调

查,发现41%的研究生存在中度或重度的心理焦

虑,是一般人群的六倍以上。[1]而我国博士生心理健

康问题亦不容小觑,强迫、焦虑、精神病性等问题的

检出率达到39.3%,明显高于全国常模。[5]博士生

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和高发性具有重要的预警意义,
它绝非是一个个体性层面的精神医学或心理学领域

的论题,更是一个具有群体性意蕴的教育学问题。
伴随着全球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扩张以及因心理

危机引致的恶性事件的频发,博士生心理健康支持

和服务逐渐受到关注。譬如,国内外许多高校都建

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定期为包含本硕博在内的

所有学生开设心理健康讲座、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
但不容忽视的是,博士生常被视作是成熟理性且能

实现自我调适的群体,这种刻板印象使政府与高校

有意无意地高估了博士生自我纾解和主动求助的能

力:如我国教育部2021年7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学



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政策对象仅涵盖中小

学生及本科生,包含博士生在内的研究生群体被排

除在外;各高校虽在制度层面构筑多维度的心理健

康教育体系,但直接针对博士生的心理预防与应对

系统还相对薄弱。[6]同时,博士生受社会期许压力以

及心理求助污名化的影响,面临着难以坦然倾诉精

神痛苦的困境。[7]以上因素不仅为博士生心理危机

的频发埋下隐患,还会遏制其心理求助意愿。
回溯既有研究,学者们往往聚焦于探讨博士生

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达成了心理健康问

题普遍存在且受多元因素影响的共识。[8-10]但要真

正预防和干预心理健康风险,博士生的主动心理求

助便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深入探讨与反思如下议

题:博士生心理求助的现状如何? 什么因素会推动

或阻碍博士生的心理求助? 作为压力主要来源的博

士生培养制度,应如何适时调整并提供针对性的心

理支持? 对上述问题的廓清与解答,有利于推动培

养制度改革与心理健康工作完善,为博士生心理求

助营造出宽松氛围。

二、文献综述

心理健康问题严重危害着博士生的成长发

展[4],其预防和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对的合理

性。对于遭遇心理危机的博士生而言,片面寄望于

自我纾解可能引致更严峻的危机,故主动求助理应

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首选应对方式。但已有研究多聚

焦于博士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11],对博士生

心理求助行为的针对性探讨相对不足。
(一)心理求助的方式

自我纾解和心理求助是博士生应对心理健康问

题的两种主要方式。学生面对心理问题时,倾向于

先求己、后求人。[12]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我纾解往往

依赖较好的自我认识能力、理性思维能力、积极乐观

心态和心理解压能力[13],即便是身处象牙塔尖的博

士生也未必具备或能在短时间习得,更不必说他们

还时刻面临着远超常人的心理压力;[1]而心理求助

是指个体因情绪和心理等问题,主动向他人寻求理

解、建议、信息、支持和治疗的行为,并不苛求个体的

自我调适能力,因而更具有群体普适性。依据求助

对象,心理求助可分为专业求助和非专业求助。[14]

专业求助的对象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医生、专业保健

员等专业人员,非专业求助对象则主要为朋友、家
人、老师等非专业人员。已有研究侧重分析博士生

的专业心理求助,但无论是专业求助或非专业求助,
均有利于纾解消极情绪、应对心理问题。[15]故而,本
研究强调以更综合的视角分析博士生的心理求助

行为。
(二)博士生心理求助的影响因素

诸多研究表明,博士生受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

问题侵蚀已久,但对心理求助资源与服务的利用率

始终难以提升。[16]究其原因,影响博士生心理求助

的因素一般可分为三类:个体特征因素、人际关系因

素和学校支持因素。第一,个体特征因素。除性别、
年龄、是否为国际生等因素外[17-18],对心理求助的

污名化认知也会阻碍博士生心理求助。如2015年

OECD的调查指出,学生(含博士生)不愿寻求心理

帮助,很大程度上因为担忧他人的偏见与歧视,进而

对社会关系和求职就业产生不利影响。[19]第二,人
际关系因素。朋辈和老师是博士生的重要人际支持

资源,但博士生也可能因他人的霸凌与歧视而抑制

求助行为。[20]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其他教育层次,
导学关系在博士生教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影响更

加深远。和谐的导学关系是促进博士生心理健康和

心理求助的关键力量[21],但导学关系失衡也可能引

发极端心理事件。[22]第三,学校支持因素。学校提

供的学业、就业与心理等支持服务能有效推动博士

生心理求助。如Emma和Aline认为应提供包括在

线服务、研讨会、导师培训等非学术支持,丰富博士

生心理求助的途径。[23]Barry等人认为学业困窘是

影响博士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强调聚焦学业通

用能力来提供针对性的培训与支持。[24]Farber基于

对178名心理学博士生的调查,认为个体特征因素、
人际关系因素、学校支持因素共同决定了博士生的

心理求助行为。[25]但该研究仅聚焦于具有心理咨询

专业知识和实习经验的博士生群体,亦未将非专业

求助涵盖于内,结论难以推广至其他博士生群体。
综观已有心理求助行为的研究,虽有部分学者

关注到博士生心理求助的重要性,但总体是以青少

年和本科生调查为主,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作为人

们眼中的“成熟个体”并未受到重视,从而针对博士

生心理求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专门性研究付之阙

如。此外,现有研究多为个体特征因素、人际关系因

素或学校支持因素的单向度、碎片化讨论,系统性、
整合性不足,且缺乏基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

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2019年 Nature全球博士

生调查数据,在总体把握博士生心理求助现状的基

础上,从个体特征、人际关系和学校支持三方面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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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深入探讨阻碍或推动博士生心理求助的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被试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源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

士生调查。问卷开发充分考虑跨文化认知差异,采
用电话访谈法确保项目的有效性,问卷包含中文、法
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五种语言,便于获取

来自多元文化的被试数据。2019年调查共包含来

自全球五大洲的6812份有效数据,本研究剔除300
份不愿透露心理健康求助行为信息数据后,保留有

效数据6512份。其中,男性(包含跨性别男性)博士

3149人(48.4%),女性(包含跨性别女性)博士生

3298人(50.6%),另有44位博士生不愿表露自己

的性别以及21位双性博士生,两类博士生仅占

1%,在本研究中暂不做详细讨论;年龄在24岁及以

下的博士生789人(12.1%),25~34岁的博士生

5019人(77.1%),35岁及以上的有704人(10.8%);
国际生4153人(63.8%),非国际生2359人(36.2%);
中国本土博士生620人(9.5%),非中国本土博士生

5892人(90.5%)。整体而言,样本覆盖面广且具有

良好的代表性。
(二)变量说明

因变量为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以“是否因

为读博的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为标准划分为二

分变量。自变量包含个体特征、人际关系和学校支

持三类因素。第一,个体特征因素由性别、年龄、是
否为国际生、是否为中国本土博士生、是否有照顾子

女和老人责任、是否有工作等变量组成。第二,人际

关系因素由霸凌、歧视和导学关系组成。将读博期

间是否有被霸凌和歧视经历设为二分变量,以考察

博士生的负面经历所代表的人际支持程度;此外,导
学关系是博士生在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人际关系,研
究采用3个李克特7级计分制项目进行测量,分数

越高学生对导学关系越满意。第三,学校支持因素

由就业支持、工作生活平衡支持、学术支持、经济支

持和心理健康支持组成,除经济支持为单项目因子、
心理健康支持为4个项目外,其余因子均为3个项

目,所有项目均为李克特5级或7级计分制,得分越

高表示越赞同(或满意)(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及分类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n=6512)

因变量 项目 变量定义 频数(频率)

心理求助行为 是否因为读博的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
0=没有 4083(62.7%)

1=有 2429(37.3%)
自变量

1.个体特征因素 变量定义 频数(频率) 个体特征因素 变量定义 频数(频率)

性别
0=女性 3298(50.6%)

1=男性 3149(48.4%)
照顾子女责任

0=没有 5765(88.5%)

1=有 747(11.5%)

年龄

1=≤24 789(12.1%)

2=25~34 5019(77.1%)

3=≥35 704(10.8%)
照顾老人责任

0=没有 5864(90.0%)

1=有 648(10.0%)

国际生
0=不是 2359(36.2%)

1=是 4153(63.8%)
是否有工作

0=没有 5249(80.6%)

1=有 1263(19.4%)

中国本土博士生
0=不是 5892(90.5%) - - -
1=是 620(9.5%) - - -

2.人际关系因素 变量定义 频数(频率) 人际关系因素 变量定义 频数(频率)

被霸凌经历
0=没有 4902(75.3%)

1=有 1388(21.3%)
被歧视经历

0=没有 4937(75.8%)

1=有 1334(20.5%)

2.人际关系因素 项目数 项目定义

导学关系 3 1-7分,1=非常不满意,7=非常满意

3.学校支持因素 项目数 项目定义

就业支持 3 1~7(或5)分,1=非常不赞同,7(或5)=非常赞同

工作生活平衡支持 3 1~7(或5)分,1=非常不赞同,7(或5)=非常赞同

学术支持 3 1~7(或5)分,1=非常不赞同,7(或5)=非常赞同

经济支持 1 1~7分,1=非常不满意,7=非常满意

心理健康支持 4 1~5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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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使用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研究将所有连续变量得分标准化,对导学关系

量表和学校支持量表(除经济支持外)进行探索性因

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

公因子,并选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结果表明,
KMO值均大于0.70,Bartlett球形度检验均达到显

著水平(p<0.001),且题目之间关联度良好,适合

进行因子分析,每道题目在其因子上的载荷值均大

于0.5,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其次,信度检验

结果表明,各因子的Cronbach’sα系数均大于0.7,
内部一致性稳定。最后,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

值结果再次证明量表信、效度符合统计测量要求

(CR>0.7,AVE>0.5)。
(三)模型与分析方法

研究基于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数据

构建Logit回归模型。连续变量均标准化后加入模

型,并对类别变量进行中心化和伪变量处理。给定p
为博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因变量y=1)的概率,
取值范围为[0,1],(1-p)为博士生未寻求心理健康

帮助(因变量y=0)的概率,发生比(OddsRatio)指

p/(1-p),对发生比取自然对数得到ln(p/(1-p))
即为因变量Logit(y)。回归模型如下:

Logity  =ln
p
1-p  =α+∑

n

k=1
βkxk +ε

模型中α为常数项,指自变量取值均为0时,发生比

的自然对数值。βk为回归系数,表示控制其他自变

量情况下,自变量k 每变化1单位对发生比的自然

对数的影响。xk 为自变量,ε 为残差项。Exp(βk)
表示其他自变量不变时,自变量k 每变化1单位对

发生比的影响。

四、研究结果

(一)博士生心理求助行为和支持现状

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方面,仅有37.3%的

博士生表明自己曾因读博焦虑或抑郁寻求过帮助,
整体求助率较低。15.7%的博士生寻求过学校帮

助,但其中超过40%的博士生认为求助效果不佳;
此外,3.2%的博士生希望在高校内求助,但学校未

能提供相关支持服务。
人际支持方面,博士生对导学关系的评价偏积

极,在整体导学关系、导师指导和导师认可的满意度

中得分 均 高 于 中 间 值4分。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21.3%的博士生认为自己读博期间曾受到霸凌,霸

凌者包括导师、博士后、其他学生等。此外,20.5%
的博士生认为自己受到诸如种族、年龄、性别、宗教、
残疾等歧视和性骚扰。

学校支持方面,第一,博士生对学校的就业支持

评价偏负面,对职业道路指导和建议的满意度评价

尤其低。第二,博士生对学校的工作生活平衡支持

评价偏消极,在整体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工作生活

平衡支持服务评价中均低于中间值,且认为高校存

在明显的“加班文化”。第三,博士生对学校的学术

支持给予肯定,对学校教学工作和其他老师的指导

感到满意,认为博士项目为其学术事业奠定了良好

基础。第四,博士生对学校的经济支持感到满意。
第五,学校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有待提升。博士生

认同学校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支持服务,但在专业心

理健康支持服务,导师引荐支持服务和一对一心理

健康服务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见表2)。
(二)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影响因素

如表3所示,模型1至模型3呈现了逐步加入

个体特征因素、人际关系因素和学校支持因素的回

归分析结果,自变量对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的

影响在三个模型中相对稳定。三个模型的卡方检验

p 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Logit模型显著有

效。模型2和3的计数R2 介于0.12至0.14之间,
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能较好地预测博士生心理健康

求助行为。
就个体特征因素而言,女性、年龄介于25~34

岁之间、非国际生、中国本土、无照顾子女责任的博

士生更可能寻求心理健康帮助,是否有工作和照顾

老人的责任对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影响不显

著。具体而言,第一,男性博士生求助的可能性仅为

女性博士生的52%~58%左右;第二,国际生寻求

帮助的可能性为非国际生的89%;第三,年龄介于

25~34岁之间的博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

性是其他年龄阶段的博士生的1.29倍;第四,中国

本土博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是非中国本

土博士生的1.53~1.77倍;第五,有照顾子女责任

的博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为无照顾子女

责任博士生的77%~80%。
就人际关系因素而言,感到被霸凌和歧视、导学

关系偏负面的博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更

大。第一,读博期间有被霸凌经历的博士生寻求心

理帮助的可能性是无被霸凌经历博士生的1.74~
1.83倍;第二,读博期间有被歧视经历的博士生寻

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是无被歧视经历博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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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连续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

人际关系因素 项目内容 项目定义 M(SD)

导学关系

导学关系满意度 7-Likert 5.06(1.85)

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 7-Likert 4.52(1.90)

对导师认可的满意度 7-Likert 4.84(1.86)

学校支持因素 项目内容 项目定义 M(SD)

就业支持

对职业道路指导和建议的满意度 7-Likert 3.67(1.76)

其他教师鼓励我参与促进职业发展的培训和活动 5-Likert 3.06(1.27)

其他教师抽出时间讨论我的职业 5-Likert 2.93(1.19)

工作生活

平衡支持

我所就读的大学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支持 5-Likert 2.98(1.20)

我所就读的大学有一种加班文化,有时甚至会通宵工作 5-Likert 3.30(1.29)

对工作生活平衡满意度 7-Likert 3.96(1.69)

学术支持

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 7-Likert 4.47(1.65)

博士项目为我从事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5-Likert 3.79(1.02)

对实验室和研究所其他导师指导的满意度 7-Likert 4.64(1.77)

经济支持 对财政支持和津贴的满意度 7-Likert 4.32(1.93)

心理健康支持

我的大学提供量身定制的满足博士生需求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5-Likert 2.74(1.23)

我的导师了解支持服务,并在需要时指引我寻求支持和帮助 5-Likert 2.72(1.30)

我所就读的大学提供充足的一对一心理健康支持 5-Likert 2.89(1.28)

我的大学提供不同类型的支持服务(如研讨会、讲座、活动) 5-Likert 3.06(1.29)

表3 影响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的logit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个体特征因素 βk(S.E.) Exp(βk) βk(S.E.) Exp(βk) βk(S.E.) Exp(βk)

性别 -0.66(0.05)*** 0.52 -0.55(0.58)*** 0.58 -0.57(0.07)*** 0.57
年龄(1=≤24岁) -0.01(0.12) 0.99 0.24(0.14) 1.27 0.23(0.17) 1.26

年龄(1=25~34岁) 0.15(0.10) 1.16 0.26(0.11)* 1.29 0.25(0.13) 1.28
是否是国际生 -0.12(0.06)* 0.89 -0.04(0.06) 0.96 -0.09(0.08) 0.91

中国本土博士生 0.53(0.09)*** 1.69 0.57(0.10)*** 1.77 0.42(0.12)*** 1.53
是否有工作 -0.04(0.07) 0.96 -0.05(0.08) 0.96 -0.07(0.09) 0.94

照顾子女的责任 -0.23(0.09)* 0.80 -0.26(0.11)*** 0.77 -0.22(0.12) 0.80
照顾老人的责任 -0.03(0.09) 0.98 -0.11(0.10) 0.89 -0.18(0.12) 0.84
人际关系因素

读博期间被霸凌经历 0.61(0.08)*** 1.83 0.55(0.09)*** 1.74
读博期间被歧视经历 0.53(0.08)*** 1.72 0.46(0.09)*** 1.59

导学关系 -0.24(0.03)*** 0.79 -0.15(0.05)*** 0.86
学校支持因素

就业支持 0.05(0.05) 1.05
工作生活平衡支持 -0.33(0.04)*** 0.72

学术支持 -0.06(0.05) 0.94
经济支持 -0.04(0.04) 0.97

心理健康支持 0.13(0.04)*** 1.14
常数项 -0.27(0.11)* 0.76 -0.78(0.12)*** 0.46 -0.67(0.15)*** 0.51

�2 203.38*** 564.27*** 464.50(0.15)***

PseudoR2 0.04 0.12 0.14

  注:***代表p <0.001,**代表p <0.01,*代表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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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72倍;第三,导学关系积极的博士生寻求

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为导学关系失衡博士生的

79%~86%。
就学校支持而言,高校的工作生活平衡支持越

缺位、心理健康支持越到位会显著增加博士生寻求

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就业支持、学术支持和经济

支持对博士生心理健康求助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其

一,接受良好工作生活平衡支持的博士生寻求心理

健康帮助的可能性是缺乏工作生活平衡支持的博士

生的72%。其二,接受良好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的博

士生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是缺乏心理健康支

持的博士生的1.14倍。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仅三分之一左右的博士生主动

寻求过心理帮助。其中,性别、年龄、是否为国际生、
是否为中国本土博士生等个体特征因素存在显著影

响,被霸凌和歧视、导学关系失衡会增加心理求助需

求,工作生活平衡支持和心理健康支持能显著预测

心理求助行为,其他学校支持服务的作用尚不显著。
1.博士生心理求助现状不容乐观。研究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博士生未能坦然寻求心理帮助,博士

生心理求助的动力相当匮乏。博士生是高校中最复

杂、多元的学生群体,他们可能身兼读博求学、赡养

子女、照顾老人、全职工作等多重角色,饱受学业、就
业、经济、家庭等多重压力的侵蚀,成为心理疾病的

高发人群。[4]但与此同时,博士生被视作成熟的个

体,在心理支持服务中常被忽视。[26]譬如,调研中部

分博士生期望寻求学校帮助,但学校却无法提供有

效支持。此外,社会、家庭等赋予的高度期许压力,
使得博士生难以坦然开口寻求帮助。因此,面对心

理问题博士生往往优先选择自我调适和纾解,而非

主动寻求外界支持与帮助。研究表明,博士生对高

校心理求助资源的利用率不高,仅有15%的博士生

在校内寻求过心理帮助,且近一半学生对校内心理

支持的效果表示不满,此类消极的求助体验极可能

进一步磨灭博士生心理求助动力。
2.博士生心理求助行为存在个体特征差异。研

究表明,控制人际和学校支持因素后,女性、中国本

土博士生更可能寻求心理健康帮助。首先,与已有

研究一致,女性博士生更能坦然寻求心理帮助,对心

理求助资源的使用率更高。[27]与之相反,男性博士

生更容易陷入心理求助的“沉默者”困境,不愿向他

人暴露心理脆弱面,更倾向于求助于己而非求助于

人。其次,我国本土博士生比非本土博士生心理求

助可能性更大。一方面,我国本土博士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不容小觑,对心理求助资源的需求量大;另一

方面,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建设起

到一定成效,包括但不限于建立心理健康中心、心理

健康讲座/沙龙、危机求助服务等[28],为博士生心理

求助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支持服务平台。此外,虽然

部分研究认为年龄、留学生身份等个体特征是影响

求助行为的重要因素[17-18],但本研究控制人际和学

校支持因素后,发现其影响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说
明特定年龄和国际生的求助困扰主要源于人际和学

校是否提供了足够的支持。
3.人际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对心理求助的需求更

大。研究发现,导学关系失衡、有被霸凌和歧视经历

的博士生作为人际关系中的弱势群体,更可能寻求

心理帮助。导学关系是博士生教育活动中最基本、
最重要的关系。[29]和谐的导学关系在博士生学术训

练与学术身份构建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30]一般

而言,导学关系构建中导师占据主导地位,博士生则

相对被动,一旦导学关系失衡,博士生将承受极大的

心理压力,此类群体对心理求助资源和支持的需求

也更为突出。[21]同时,霸凌和歧视也是危害博士生

学业发展与身心健康的重要人际关系因素。[31]尤其

是本研究发现受到过霸凌和歧视的博士生已达到

20%以上,这不仅对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造成直接伤

害,还使他们排斥或畏惧利用人际支持来纾解心理

压力。可见,导学关系失衡和遭受霸凌歧视的博士

生可能存在更严重、更迫切的心理健康问题,此类人

际关系中的弱势群体更渴望获得心理求助。
4.学校支持服务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待加强。研

究发现,博士生对就业支持和工作生活平衡支持服

务的评价偏负面,且就业支持、学术支持和经济支持

对博士生心理求助的影响暂未得以充分彰显,需引

起培养单位的重视。基于此,高校应完善就业管理

与支持服务,使博士生避免在就业压力应对中陷入

孤立无援境地,产生持续的焦虑情绪进而危害心理

健康。同时,在绩效导向、效率至上的学习和科研氛

围之下,许多博士生身处于一个高度竞争性的加班

文化之中,其生活时间受到严重挤压,精神压力长期

堆积且缺乏排解窗口,极易滋生出严重心理问题。[4]

不容忽视的是,研究发现,即使学校提供了较为充分

的学术支持、经济支持和心理求助的资源与平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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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效用尚未充分发挥。
(二)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不难发现,博士生整体求助概率

低不仅受个体特征影响,还与人际关系网络和学校

支持情境有着紧密关联。故而,推动博士生心理求

助,需跳出将其看作是个体事务的简单思维方式,立
足于全局性视野,实现心理支持体系的系统变革。
1.营造心理支持的整体氛围。高校作为博士生

的培养主体,理应为博士生营造全方位的心理支持

氛围,激发其主动求助的内生动力。国外许多高校

都启动了研究生心理建设计划,如2019年9月全球

研究生院联合会(CGS)召开的“多元文化背景中的

研究生心理建设”全球战略领导峰会,杜克大学、曼
彻斯特大学等高校介绍了将博士生心理精神健康视

为“全校责任”的理念。[28]依据此理念,一方面是要

持续洗清心理问题污名。尽管近年来高校致力于向

博士生普及心理问题普发性的常识,现已取得初步

成效,但还需揭开博士生心理问题生发的“黑箱”,帮
助博士生觉察自身心理问题、促进他人理解博士生

处境,进而激活博士生主动心理求助的社会支持资

源。另一方面是树立以博士生为主体的心理健康支

持理念。我国传统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带有孤

立化、形式化和医学化的倾向,未来需明确心理健康

教育的核心是增进博士生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如
哈佛大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理念是治愈、关心和

教育,为博士生提供利用支持资源、走出心理困境、
发掘自身潜力的可能途径。[32]在浓厚的心理支持氛

围下,博士生将更坦然地反思自身心理问题,进而及

时寻求外界支持与帮助。
2.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工作。心理健康教育

既要关注博士生群体的普遍特征,亦要根据个别差

异有的放矢地开展心理疏导工作。为此,一是要在

博士生入学之初建立如新生普查资料、咨询记录等

心理健康档案,促使心理状态跟踪成为系统性、持续

性的工作,及时辨别出可能存在心理危机的博士生。
二是定期开展网络心理测评,对存有共性的心理问

题开展有计划的专项宣传与引导活动,而对可能存

在心理危机的博士生进行及时介入与干预。三是重

点关注男性、留学生、有照顾子女责任者等在心理求

助中存在“沉默者困境”的子群体,安排经验丰富的

心理咨询人员,开展常态化的群体辅导或个别咨询

工作。
3.构筑心理健康的人际支持网络。良好的人际

支持网络,可以传达诸如理解、包容、鼓励、赞扬、肯

定、安慰等积极心理能量,为博士生创设出一个富有

自尊感、安全感与意义感的交往环境。导师作为博

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博士生的心理状态有着

直接影响。首先,导师要主动增强关心、爱护学生的

意识,创设师生平等畅通的交流氛围;其次,导师应

通过不同渠道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状况,切实

帮助博士生解决在学业、生活以及就业上的困惑与

彷徨;再次,导师们需要接受系统性、常态化的心理

健康培训,从而帮助他们有效地识别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并及时提供有效帮助;最后,为避免可能发

生的导学关系恶化问题,可探索建立联合导师组或

导师更换机制,使博士生们可在不必担心学业生涯

受损的情况下及时获得心理救济。除此之外,要重

视包含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管理人员、任课教师与同

辈群体在博士生心理预防与治愈中的人际支持价

值,激活全体师生潜藏的互助能量,消解有形或无形

的霸凌或歧视压力。
4.完善博士生的培养支持体系。博士生心理求

助率低,对培养支持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的预警价

值。其一,高校需要构建完善的学业与就业支持体

系,提升博士生应对学业问题和规划职业的能力。
如南京大学2019年便针对博士生开设研究生理与

心理健康类、学术道德类、研究方法类、论文写作类、
就业创业类等课程,把“学业支持课程体系”作为博

士生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33]此外,培养单位可定

期举办求职就业的工作坊或讲座,为博士生提供更

丰富的就业信息、更专业的职业规划指导以及更完

备的职业路径。其二,培养单位需营造更和谐的学

术生活平衡文化,譬如,博士生心理压力的产生与发

表制度有着重要关联,未来高校还可尝试软化硬性

发表规定,构建更加健康的培养制度和学术文化,纾
解过度科研压力对博士生群体带来的负面情绪。[34]

其三,高校需完善博士生资助政策,多渠道开拓与整

合奖助学金,并提供必要的勤工助学岗位,以帮助经

济困难的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其四,高校提供全

面心理支持的服务体系,对博士生开展系统化、针
对性的教育与指导。可考虑建立专门的博士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委员会,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活动:除
了采取通常的心理课程、心理咨询、心理讲座、广播

宣传等方式外,还可以考虑开设心理专题网站、心
理热线和建立学生心理社团等,为博士生拓展咨询

交流的窗口与平台。
最后需强调的是,心理健康问题是一种普遍性

的社会症候,但由于博士生群体中的高发性与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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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凸显了该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本文围绕“何以推

动博士生心理求助”做了初步探索性研究,发现了个

体特征、人际关系以及学校支持与博士生心理求助

行为之间的关系,对后续实践改善具有一定参考意

义。但由于数据限制,未能将博士生家庭背景与学

科属性纳入变量范围,期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入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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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andReliefattheHighestLevelofLearningInstitutions:HowCanWePromote
PsychologicalHelpamongDoctoralStudents?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NaturePhDStudentSurvey2019

ZHANGJuan1,ZHAOXianghui2

(1.InstituteofEducation,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2.InstituteofEducation,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Fujian,China)

Abstract:Atpresent,doctoralstudentsathigher-learninginstitutionsarefacingdifferentdegreesofmentalhealthcrisis.
However,theresearchonthestressonandrelieffordoctoralstudentsmainlyfocusesontheinfluencingfactorsofmental
health,butlacksattentiontopsychologicalhelp-seekingbehavior.BasedonthedatafromtheNaturePhDStudentSurvey2019
(n=6512),thisstudyexploresthestatusquoofdoctoralstudentsinpsychologicalhelpseekingandtheinfluencingfactorsin
threeaspectsof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interpersonalrelationsanduniversitysupport.Thefindingsareasfollows:first,the
overallpsychologicalhelp-seekingrateofdoctoralstudentsisnothighandthecurrentsituationisnotoptimistic;Second,

doctoralstudents'help-seekingbehaviorshavedifferencesinpersonalcharacteristics.Specifically,male,non-Chinesenative
doctoral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andstudentswhohavechildcaringresponsibilitiestendtobethe“thesilent”of
seekinghelp;third,vulnerablegroupsininterpersonalrelationships,suchasstudentswhosufferfromunbalancedsupervisor-
studentrelationship,bullyinganddiscrimination,havegreaterdemandsforpsychologicalhelp;fourth,universitysupportsfor
doctoralstudents'mentalhealthandtheeffectsofthesupportshouldbestrengthened.Basedontheresultofthestudy,the
authorsthinkthetrainingentitiesshouldcreateanoverallatmosphereforpsychologicalsupport,carryouttargeted

psychologicalcounseling,buildahealthyinterpersonalmentalhealthsupportnetwork,andimprovethetrainingsupport
systemsoastoprovideaninstitutionalspacefordoctoralstudentstorelievetheirpsychologicalstress.
Keywords:doctoralstudent;mentalhealth;seekpsychologicalhelp;supervisor-postgraduaterelationship;university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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