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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直接经历者或观察

者，医护人员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医护人

员不具备较强的心理应激处理能力，且不能及时获

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及干预，则易出现强烈情绪反应，

甚至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对医疗救援工作

将产生不良影响 [1，2]。研究发现 92.68%的首批抗疫

一线护士伴有负性情绪，可能与抗疫工作强度高、防

护物资缺乏、医护人员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经验较少、

被感染风险高、睡眠质量较差有关 [3- 6]。Liu[7]等在

SARS疫情结束3年后，对抗击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

进行调查，发现在爆发前接触过其他创伤性事件、在

爆发期间被隔离或感知非典带来的危险水平高会增

加3年后发生严重抑郁症状的风险。

复原力（Resilience）是个体应对压力或负性事

件时维持生理功能及心理健康水平相对稳定，并从

逆境、创伤、威胁或压力中恢复的一种积极良好的适

应能力，是一种连续、动态、多元化的能力，能随着时

间推移及认知提升而发展 [8，9]。个体复原力和团队

复原力均被视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重要因素[10]。

研究表明团队复原力对个体复原力具有预测作用，

且个体复原力在团队复原力和心理健康之间起完全

中介作用[11]。社会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所能够感受

到的来自他人对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支

持。社会支持能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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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12]。研究表明护士复原力、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呈正相关[13]，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是通

过复原力实现的[14]。复原力能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对

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对个体起保护作用[15]。因此，

医护人员在抗疫救治工作中，是否拥有良好的人际

关系，以及是否能及时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将对其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自我恢复能力产生重要影响[2]。

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团队复原力、个人复原力

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为抗疫一线医护人员进行及时

有效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020年 2月在武汉某医

院重症病房参与抗疫一线治疗工作的192名医护人

员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具有执业资格的医

护人员；②正在参与新冠肺炎抗疫救治的一线工作

者；③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非抗疫一线工

作者；②被感染或处于隔离期的一线工作者；③已结

束抗疫任务的一线工作者。其中男48名，女144名；

年龄23~48岁，平均31.83±5.71岁；支援抗疫工作事

件 3~31天，平均 16.80±5.07天；工作年限：0~5年 51
人，6~10年81人，11年以上60人；最高学历：大专及

以下6人，本科144人，硕士及以上42人；职称：初级

99人，中级 75人，副高及以上 18人；职业：医生 39
人，护士153人；婚姻状况：有配偶129人，无配偶63
人；原工作科室：急诊、感染科、呼吸内科 24人，ICU
30人，内科39人，外科36人，手术室麻醉科42人，其

他21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

龄、工作年限、最高学历、职称、职业、婚姻状况、原工

作科室等。

1.2.2 一般健康问卷(GHQ-12) 由Goldberg[16]于

1972年编制，主要用于评估近几周被调查者各种心

理体验的频率，目前已广泛用于评估医务人员的心

理健康状况[17]。共12个条目，包括6项积极条目和6
项消极条目，选项包括：①完全没有、②与平时一样

多、③比平时多一些、④比平时多很多，采用双峰评

分法 0-0-1-1，即答案为①或②，计 0分，答案为③
或④，计 1分，总分≥4分时，说明心理健康状况不

良。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由肖水源[18]编制，包括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共 3个维

度，10个条目，评分方法为各维度条目得分总和，得

分越高，说明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05。
1.2.4 个人复原力 由朱厚强[19]等编制的医护人员

抗逆力量表，内容包括决策应对、人际联结、理性思

维和柔性自适共4个维度，18项。采用Likert 5级计

分法，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分 1~5
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人复原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6。
1.2.5 团队复原力 由梁社红[1]等编制团队复原力

问卷，内容包括集体效能、共同信念、情绪支撑和团

队柔性共4个维度，共16项，有1项条目采用反向计

分。采用Likert 6级计分法，由“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依次赋分 1~6分，得分越高，复原力越强。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55。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本研究为匿名

调查，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问卷，被调查者参与答题，

即视为知晓并同意参与本研究。问卷设置每台手机

限制，确保每人仅填1份。数据由两人进行核对，剔

除答案前后矛盾、答题时间少于100s的无效问卷。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运用

AMOS 23.0建立各变量间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

效应。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根据Harman单因子检验分析 [20]共同方法偏差

结果表明：特征根>1的因子共有 18项，且第一项因

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5.17%，比临界值 40%低，说明

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医护人员心理症状阳性检出率为 35.94%。经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团队复原力、社会支持与

个人复原力呈正相关；团队复原力、个人复原力和社

会支持与心理症状呈显著负相关，见表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注：**P<0.001

变量

社会支持

个人复原力

团队复原力

心理症状

得分

47.49±6.61
80.69±8.12
87.83±6.75
3.08±3.38

得分≥4分
人数n（%）

-
-
-

70（35.94）

1
-

0.334**
0.136

-0.526**

2

-
0.664**

-0.523**

3

-
-0.35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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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医护人员复原力的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假设：团队复原力

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间

接效应由个人复原力来实现。根据假设，以团队复

原力和社会支持为外生显变量，以心理症状为内生

显变量，以个人复原力为中介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

型。采用最大似然法对数据进行拟合，结果显示团

队复原力对心理健康的路径不显著（β=-0.068，P>
0.05，Bootstrap 95%CI [-0.157 ~ 0.073]），根据节俭原

则予以删除该路径，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见图

1。拟合结果为：χ2/df为2.198，GFI为0.989，AGFI为

0.944，CFI为 0.990，NFI为 0.982，IFI为 0.990，TLI为
0.969，RMSEA为 0.079。采用 bootstrap法设置样本

量为 5000，在 95%的置信区间下进行中介效应检

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心理症状有显著负向预测

作用（β=-0.402，P<0.05，Bootstrap 95%CI [-0.494 ~ -
0.300]）；同时社会支持（β=0.254，P<0.001，Bootstrap
95%CI [0.156 ~ 0.358]）和团队复原力（β=0.644，P<
0.001，Bootstrap 95%CI [0.534 ~ 0.729]）显著正向预

测个人复原力，个人复原力进一步负向预测心理症

状（β=-0.389，P<0.001，Bootstrap 95%CI [-0.523~-
0.259]）。

图1 个人复原力在团队复原力、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间的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护人员心理健康阳性检出率

为35.94%，说明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健康状况欠

佳，与徐明川[5]的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徐

明川的研究样本量较小，仅41人，并采用了SCL-90
评估心理状况；其次，其调查时间是在疫情初期，冠

状病毒传播迅速且传染性极强[21]、持续增加的确诊

例数、治疗中的未知情况和高风险以及初期物质短

缺、防护措施不到位等，使医护人员更易出现心身障

碍，因此心理健康阳性率高于本研究。

社会支持是个体应对压力的有效资源，是个人

复原力最重要的保护因素[22]，对促进心理健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直接

和间接预测作用。一方面，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

直接预测作用，即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心理症状得分

越低，心理健康越好。良好的社会支持能提供情感

支持，促使个体对逆境有正向认识，增强积极应对信

念，能迅速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有效预防或减少创伤

后应激障碍的发生 [23，24]。另一方面，社会支持通过

个人复原力间接影响心理健康，这与其他研究结果

一致[25]。在工作节奏快、压力大、负荷重、风险高的

工作环境中拥有高水平的复原力显得尤为重要[26]。

家庭作为自然支持系统是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

源，父母、爱人及儿女的理解和支持让抗疫一线医护

人员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支持，尤其是为儿

女树立榜样的作用会让其表现得更加勇敢和乐观，

从而坚定信念，积极应对工作压力，保持较高水平的

复原力。医护人员彼此相互关怀、鼓励和支持，社

会、医院为医护人员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及心理援

助，让其获得更多物质和精神支持，有助于维持高水

平的复原力。复原力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方

式解决问题，并保持积极情绪，促进心理健康[27]。提

示医院管理者应为医护人员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

统，并鼓励其充分调动和利用身边的优势资源，以保

持良好的复原力，促进身心健康。

团队是由个体构成的，团队复原力对个体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通过影响个体促进整个团

队向积极方向发展[28]。突发危机事件紧急救援工作

是由多个救援团队临时组成的，若团队管理混乱、流

程不合理、沟通不畅等均会给救援人员带来巨大压

力[1]。梁红社[11]等发现团队复原力水平越高，个人复

原力水平则越高，心理状况越好，与本研究结果相

符。当团队面临巨大挑战时，医护人员会积极调用

心理资源和社交资源，以保持积极的情绪、认知和行

为[29]，打破成员孤立存在的状态，形成团队层面的积

极情绪，并通过人际交往补充应对压力或挑战时耗

损的资源，从而凝聚团队信念，增强团队效能；同时

复原力高的成员会通过情感渲染及行为示范来协助

复原力低的成员提高复原力，当团队内部蕴含着强

大的凝聚力、信任、团结、协作时，团队成员能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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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对危机情境[30，31]。团队成员相互信任和尊重能

促使成员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并付诸实际行为；当

成员感知到同事、团队甚至社会会为自己的努力做

出回报时，能进一步强化自身对团队的认可，并愿意

采取有益行为来实现团队共同目标，从而表现出较

高的复原力[32，33]。提示医院应从团队层面营造积极

乐观的氛围、塑造共同信念和价值观、促进团队协

作、提升团队荣誉感，从而提高个人复原力，促进心

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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