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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全国高校开展了线上教学活动,高职院校学生长期居家隔离,面对疫
情的严密防控、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和在线学习的多重压力,容易出现压力、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某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焦虑、压力和抑郁水平进行分
析,进而对大学生的心理援助工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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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needs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iversities have carried out on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students in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isolated at home for a long time. Faced with the stric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the disharmony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multiple pressures of online
learning, they are prone to psychologic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understand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a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the anxiety,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level of different student groups, and then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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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理健康情况表

(62.790%),女生16例(37.210%)；抑郁症状

组别

样本数

压力

焦虑

抑郁

男生

413

7.826 ± 2.334

5.980 ± 2.683

6.875 ± 2.311

女生

387

总体

800

7.820 ± 2.293
5.783 ± 2.550
表 2 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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