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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
及图书馆心理健康服务
陆思霖
三江学院图书馆，江苏 南京 210012
摘要：采用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对江苏省民办高校三江学院图书馆 526 名大学生读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调查，显示出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本文基于民办图书馆的实际馆情，从馆舍环境、馆
藏资源、专业馆员、服务品质四个方面，为图书馆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民办高校图书馆；心理健康；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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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Mental Health of Pr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Library
Lu Silin
(Library of Sanjia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12,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 an investigation of 526 readers who came from the library of
Sanjiang University, a private university in Jiangsu Province,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ntal
health situation of students in this university was critical.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ibraries of private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provided practical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librar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library environment, library resources,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and service
quality.
Key words: library of private university; mental health; symptom checklist 90
现代社会发展迅速，大学生因社会变化所承受的

馆开展维护读者心理健康的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图书

各种压力不断增加，其心理健康面临更多危机。阅读

馆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职能作用。为了更好地

是大学生们喜欢的用于缓解心理压力的一种休闲方

了解民办高校图书馆读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笔者对江

式，因此高校图书馆是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但随着

苏省民办高校三江学院的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为民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使走进图书馆

办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读者心理健康服务提供有效

的读者越来越少，如何富有成效地吸引读者到馆，关

依据。

注读者心理需求，开发和利用图书馆资源为读者提供

1

心理健康服务，是图书馆十分关心的重要课题。在图

1.1 调查对象及范围

书馆读者研究中，读者心理健康研究是近年来读者心
[1]

调查概况
本课题以江苏省民办高校三江学院图书馆的大

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但相关研究的范围和领域

学生读者为调查对象，进行心理健康调查。共发放问

比较局限，多数研究以普通高校图书馆读者为主。我

卷 600 份，回收问卷 582 份，问卷回收率为 97.00%，

国民办高校图书馆发展历史短，基础薄，资金严重短

其中有效问卷 526 份，有效问卷率为 90.38%。本次

[2]

缺，发展极不平衡 ，在学术界鲜有关注民办高校大

调查对象覆盖面较广，包括大一至大四学生，兼顾

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本文立足于民办高校图书

15 个院系的文科、理工科专业。

馆领域，以关注读者心理健康为契机，积极倡导图书

1.2 调查工具
本次调查目的是了解民办高校图书馆大学生读

基金项目：2013 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

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采用广泛应用于心理问题筛

金（2013SJD870015）

查、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的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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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

com

9 个方面来测量被试者的心理健康水平。SCL-90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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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90 题，每题 5 个选项，分别记为 1～5 分，计算

以看出，除了强迫、人际关系敏感两项低于常模，

各因子平均值，均值范围在 1～5 分。将均值水平划

抑郁一项与常模基本持平以外，该民办高校图书馆

分为 3 个等级：1 级为因子分≤2 分，表示心理健康

大学生读者群的其他 6 项因子分都高于江苏省大学

水平处于正常范围；2 级为因子分 2～2.99 分，表示

生常模。根据单样本 t 检验进一步得知，该图书馆

有轻中度的心理健康问题；３级为因子分 3～5 分，

读者群的强迫、人际关系敏感两项与常模比较差异

表示有中重度心理健康问题。

显著（ P ＜0.05）；躯体化、恐怖两项与常模比较差

1.3 调查方法

异非常显著（P ＜0.01）
。见表 1。

采用纸质调查问卷，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图书馆

以上数据显示，民办高校图书馆大学生的心理健

总馆及分馆各楼层的阅览区、报刊阅览室等地点分别

康总体状态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对到馆的大学生读者进行调查。要求被试读者根据实

造成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有很

际情况如实作答，现场发放，当场回收。

多。首先，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和思想意识正处于逐

1.4 数据处理

步成熟阶段，处于青春发育中、晚期的大学生由于生

调研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理和心理成熟的落差性，往往容易产生思想困惑和心

析方法主要有数据均值分析和 t 检验分析等。

理问题，这是大学生普遍都面临的情形。其次，有学

2

者总结认为，民办高校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民办高校大学生 SCL-90 调查结果

还涉及到社会评价、学校收费、学校教育服务、学生
[4]

作为对照数据的 SCL-90 常模有人群、区域之分，

自身原因、家庭气氛、社会支持水平等 6 个方面 。

因本次调查对象是江苏省范围的大学生，故选用江苏

2.2 民办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情况

[3]

省大学生 SCL-90 常模 作为对照数据。

根据 SCL-90 量表计分方法，对课题研究对象各

通过与江苏省大学生 SCL-90 常模进行比较，可

因子分频数分布进行统计，结果详见表 2。

表 1 三江学院大学生与江苏省大学生 SCL-90 常模比较（ x ±s）
三江学院大学生读者

江苏省大学生常模

（526 人）

（1 327 人）

躯体化

1.46±0.57

强迫

t 值

P 值

1.37±0.40

3.74

＜0.01

1.86±0.65

1.92±0.56

-2.30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9±0.63

1.75±0.55

-2.08

＜0.05

抑郁

1.65±0.65

1.65±0.54

0.15

＞0.05

焦虑

1.57±0.58

1.56±0.48

0.53

＞0.05

敌对

1.58±0.62

1.57±0.53

0.35

＞0.05

恐怖

1.50±0.60

1.31±0.36

7.23

＜0.01

偏执

1.60±0.61

1.59±0.50

0.34

＞0.05

精神病性

1.55±0.61

1.51±0.44

1.44

＞0.05

因子

表 2 三江学院大学生 SCL-90 量表各因子分的得分频数及比例分布[人（%）]
因子

一级

二级

三级

二级＋三级

躯体化

457（86.88）

50（9.51）

19（3.61）

69（13.12）

强迫

364（69.20）

121（23.00）

41（7.80）

162（30.80）

人际关系敏感

410（77.95）

89（16.92）

27（5.13）

116（22.05）

抑郁

417（79.28）

76（14.45）

33（6.27）

109（20.72）

焦虑

436（82.89）

70（13.31）

20（3.80）

90（17.11）

敌对

432（82.13）

65（12.36）

29（5.51）

94（17.87）

恐怖

452（85.93）

51（9.70）

23（4.37）

74（14.07）

偏执

439（83.46）

63（11.98）

24（4.56）

87（16.54）

精神病性

436（82.89）

68（12.93）

22（4.18）

9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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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9 个因子中只要有一个因子分数≥3

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比较多样和复杂，除了平时要照顾

分，被试者就可能存在中重度以上的心理问题。经

好学业，还要参加很多社团活动，有社交需求。但处

统计，三江学院图书馆读者群中有 72 名学生至少有

于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大多数对未来没有很清晰的设

一项因子分≥3 分，占 526 名学生的 13.69%。以因子

想和规划，很多时候感到茫然，容易迷失自己。这个

[3]

分＞2 分作为判断有心理问题大学生的筛查标准 ，

阶段的大学生在生理、心理和思想意识方面都逐步发

就各个因子而言，达到二、三级（阳性指标）的学生

生变化，生理和心理成熟之间的落差性，很容易导致

人数统计见表 2。该图书馆读者心理问题（二级以上）

各种困惑和心理问题。

检出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强迫、人际关系敏感、

2.4 民办高校不同学科大学生 SCL-90 量表得分比较

抑郁、敌对、焦虑和精神病性、偏执、恐怖、躯体化。

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

由此可见，民办高校大学生中有少数存在中度到重度

较，可以发现，三江学院图书馆读者群中的文科学

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

生和理工科生在人际关系敏感、敌对这 2 项的因子

2.3 民办高校不同年级大学生 SCL-90 量表得分比较

分上基本持平；文科学生在躯体化、强迫、抑郁、

通过表 2、表 3 数据可以看出，与江苏省大学生

焦虑、恐怖这 5 项因子分高于理工科学生；而理工

SCL-90 常模各项因子分相比较，三江学院大学一年

科学生在偏执、精神病性这 2 项因子分则高于文科

级新生群体在恐怖因子项上，分值偏高（ 1.37＞

学生。见表 4。

1.31）；毕业生群体偏高的因子分则表现在躯体化

数据表明，该图书馆读者群中的文科生比理工科

（1.38＞1.37）、焦虑（1.58＞1.56）、恐怖（1.43＞

学生更易出现强迫症状，容易忧郁苦闷、焦虑和恐惧；

1.31）这几个因子上；而心理健康问题相对严重的是

而理工科学生更易偏执。但在差异比较的 t 检验中发

二、三年级学生群体，绝大部分因子分都高于江苏省

现，文科学生和理工科学生在各因子分上差异均不明

大学生常模。根据方差分析进一步得知，三江学院

显。不同学科和专业的读者心理健康问题存在差异，

各个年级大学生 SCL-90 量表各因子分之间有显著性

除了读者个体因素以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应忽略。我

差异，其中恐怖因子分比较差异显著（P ＜0.05），

国的高考制度导致了高中教育的文理分科，文、理科

其他因子分比较差异非常显著（P ＜0.01）
。

的学生接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有所差别，学生在学习过

由以上数据说明，该校各个年级的大学生心理健

程中被训练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学科知识视野大相径

康状况是不相同的。民办高校新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

庭。一般文科生相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更为感性、想

要是表现在对全新事物及环境的不适应，从而产生紧

象力丰富；理工科学生则表现为逻辑性强，做事严谨。

张、恐惧感；而民办高校毕业生群体则面临巨大的就

所以，感性的文科生更容易在强迫、抑郁、焦虑、恐

业压力，以及对即将踏入的社会环境深感不安，因此

怖等方面产生心理问题；而讲究逻辑性的理工科学生

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情绪；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群

更易发生偏执问题。

表 3 三江学院不同年级大学生 SCL-90 因子均分（ x ±s）
一年级学生

二年级学生

三年级学生

四年级学生

（108 人）

（130 人）

（197 人）

（91 人）

躯体化

1.31±0.39

1.49±0.56

1.57±0.66

强迫

1.67±0.57

1.87±0.67

人际关系敏感

1.55±0.52

抑郁

F 值

P 值

1.38±0.50

5.81

＜0.01

1.95±0.69

1.84±0.56

4.45

＜0.01

1.65±0.62

1.82±0.71

1.64±0.54

4.91

＜0.01

1.49±0.55

1.63±0.60

1.78±0.73

1.61±0.59

4.94

＜0.01

焦虑

1.39±0.45

1.57±0.59

1.68±0.64

1.58±0.54

6.17

＜0.01

敌对

1.42±0.53

1.59±0.63

1.69±0.69

1.51±0.50

5.05

＜0.01

恐怖

1.37±0.45

1.52±0.60

1.59±0.68

1.43±0.54

3.46

＜0.05

偏执

1.42±0.45

1.60±0.57

1.71±0.70

1.57±0.54

5.87

＜0.01

精神病性

1.37±0.45

1.53±0.58

1.68±0.71

1.49±0.52

6.62

＜0.01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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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江学院不同学科大学生 SCL-90 各因子均分（ x ±s）
文科学生（302 人）

理工科学生（224 人）

t值

P值

躯体化

1.47±0.60

1.45±0.52

0.45

＞0.05

强迫

1.87±0.66

1.84±0.62

0.38

＞0.05

人际关系敏感

1.69±0.64

1.69±0.62

0.06

＞0.05

抑郁

1.67±0.67

1.63±0.62

0.63

＞0.05

焦虑

1.58±0.60

1.56±0.56

0.35

＞0.05

敌对

1.58±0.66

1.58±0.56

-0.11

＞0.05

恐怖

1.52±0.62

1.46±0.57

1.12

＞0.05

偏执

1.59±0.61

1.61±0.60

-0.40

＞0.05

精神病性

1.54±0.62

1.56±0.59

-0.34

＞0.05

因子

3

对策与建议

学校在经费不紧张的情况下或许会批准。另一种方式

读者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图书馆行业的关

则可采用合作共赢的形式，图书馆充分利用自身的资

注，以人为本、注重读者体验将成为图书馆未来新

源优势，配合或辅助学校专门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及院

服务领域的拓展方向。民办高校图书馆与普通高校

系，深入、广泛地参与到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例如

图书馆相比，在很多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在为

图书馆可以与学校心理咨询机构、院系学工部门合作

读者开拓心理健康服务领域时，民办高校图书馆需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举办有益身心健康的朗诵，开展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馆情，量体裁衣，采取切合实际

读书体验活动等等。在合作中，图书馆可提供场地、

的对策和措施。

设备，并负责组织活动等相关事宜，合作单位则可以

3.1 馆舍环境的改善

在专题资源的采购上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目前很多民

在读者心理健康服务中，环境与氛围的营造十分

办高校都实行“二级管理”模式，各二级院系及部门

重要。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一种生气勃勃、稳定和

都有专门的活动经费，图书馆通过与合作单位举办活

谐、健康向上的环境氛围，本身就具有广泛的教育功

动，借助院系及其他部门的力量扩建本馆资源，对于

[5]

能 。但是民办高校大多勤俭办学，学校对资金的支

“一穷二白”的民办高校图书馆来说，是一种值得提

出与投入有很严格的把控。图书馆建设在学校的建设

倡的方式。

项目中，属于必要的、但校方又很不情愿的一笔不小

3.3 专业馆员的培养

的投入，所以除非必要支出，图书馆很难从学校获得

读者心理健康服务是根据时代变迁、读者需求

更多建设资金。在读者心理健康服务中，图书馆不太

变化而拓展出来的一个新的服务领域，服务内容涉

可能争取到太多的资金来改善环境的硬件设施，但在

及到除了图书、情报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心理学、

人文气息与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图书馆则比较容易通

教育学、社会学等。目前民办高校图书馆从业人员

过合理的空间布局、文化符号的展现等手段来改善和

的情况不太乐观，员工队伍结构不合理。除了馆长

提高读者心理服务。图书馆宁静幽雅又充满人文气息

外，其他馆员基本都是年轻人，缺乏人才储备和积

的环境可以平复读者内心的浮躁，引领读者进入愉

淀，出现知识断层，缺乏中坚力量 。民办高校图

快、浓郁的文化氛围，从而起到净化读者心境的效果，

书馆要做好读者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传统图书馆馆

对读者的心理健康十分有益。所以在读者心理健康服

员具备的业务素质远不能满足这项工作的要求。图

务中，民办高校图书馆可以考虑主要从软环境方面着

书馆需要培养相关业务的专业馆员，馆领导应多方

力进行改善。

面支持馆员，帮助馆员成长，鼓励馆员自我学习，

3.2 馆藏资源的建设

帮助馆员参与学校组织的相关培训，为馆员提供外

馆藏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一项任务，资源

[6]

出学习机会。馆员自己也可以通过工作和业务合作

的建设结构及特色决定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层次。

往来，向邀请来的专家、学者或本校心理咨询专业

资源建设需要经费支持，但是民办高校图书馆每年购

老师求教，交流学习体会等。这样，馆员可通过多

书经费有限，图书馆要开展富有特色的读者心理健康

种学习途径重新调整知识结构，提升自身从业素

服务，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向学校另外申请专项经费，

质，从而保证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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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民办高校图书馆可借鉴这些图书馆的实践经验，

心理健康服务想要获得读者用户的满意，图书馆

根据实际馆情开展阅读疗法系列活动，如开辟阅读

首先要了解服务对象的特性，掌握读者心理健康状

疗法阅读专区，编制阅读疗法专题书目，加大阅读

况，并预测读者需求。民办高校图书馆的读者群具有

疗法宣传力度，举办阅读疗法相关讲座等等。阅读

一定的独特性，因为教师大多是外聘的，本校教师数

疗法专题书目是相关服务的重要环节，图书馆在资

量不多，故民办高校图书馆的读者群以本专科生为

源配备上要侧重选择有助于解决读者心理健康问题

主，与公办高校图书馆相比，其读者群体相对单一。

的文献资源，如帮助读者解决心理困扰的心理咨询

学生除了基本的教学需求外，学校对他们没有科研要

类，有关兴趣、态度、信念、意志等方面人生哲理

求，因此民办高校图书馆在自身定位上应与公办高校

类，以及有益于自我调节的心理保健类读物等等。

图书馆有所区别。对于学生读者，民办高校图书馆可

在辅助治疗路线服务中，图书馆可与院系、学校心

[7]

将自己定位为学校的文化中心 ，通过满足学生的文

理咨询部门的心理辅导老师或咨询老师开展合作，

娱生活需求、自我展示需求、社团活动需求等来吸引

共同为读者搭建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心理健康服

学生走进图书馆。

务平台。

在充分了解读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前提下，图书馆
应预测读者心理需求，推送相关服务。在读者心理健
康服务中，图书馆可采取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方针
路线，根据各个图书馆的实际馆情，图书馆可以走两
条服务路线。第一条服务路线是主动预防。图书馆可
针对读者需求开展各种文娱活动、社团活动等，如专
题朗诵、体验读书活动、书评、文化讲座、艺术展览
等。此外，专题资源的推介与导读也十分重要，图书
馆可挑选出有益于读者自我成长、自我塑造方面的素
质教育类和文娱类的文献，如小说名著、传记文学等
文艺类作品，还有哲学类、文化类、艺术类、科普类
等休闲读物，可以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图
书馆通过多元化的服务方式为读者增添学习和生活
乐趣，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条服务路线是辅助治疗。目前有的公办高
校图书馆积极开展阅读疗法服务，并取得不错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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