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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优势因素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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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整理近十五年来关于心理学和非心理学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状况的文献,总结心理学专
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优势因素,进行展望,对心理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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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literature on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psychology and non-psychology majors in
the past 15 years,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ous factors of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psychology majors, makes outlook, 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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