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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emergence of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havy workload in 
developing country that medical students have to face more risks. besides the uncertainty and  to 
be a doctor in future this study explores to what degree medical students hope to become a medial 
practitioner through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ir reaction to pressure perception and social 
suppor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ship. On the basis of taking pressure percep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aking social support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the study analyzes medical students’ 
desires for engaging in medical work in terms of degree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essure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desire for engaging in medical work and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pressure perception and social support is marginally significant and has negative 
effect on work de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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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当前医疗风险等突出现象所带来的医疗从业愿望降低这一现象。通过对医学生在

实习期间压力感知及社会支持的反应得调研数据分析，探讨医学生其医疗行业从业愿望强

度。压力感知作为自变量，将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医学生压力感知、社会支持和从

业愿望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医学生及医疗行业的良性发展建议。 

1．引言 

近些年，紧张的医患关系及社会反映，医学生在实习期间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几乎每所

医院都经历过医患纠纷，然而依然以每一年 20%的增长速度 [1]。因此，医患关系不断引起社

会的关注。大量的医学学生流失，不愿意从医。基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压力感知与社会支持

对医疗从业愿望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医学科学专业实习学生为对象，分析其对压力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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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其在一定的社会支持下的医疗行业从业愿望。 

2.研究方法论 

按照个体对压力的感知和社会支持主客观两个维度将这些影响因素分为两类，将从业愿

望作为因变量，对压力的感知作为自变量，将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其中压力感知分为人

际关系（包括医患关系）、职业条件（包括职业前景、知识与技能、医疗条件）、医疗风险

（包括工作负荷）三个维度，构建出概念模型。 

2.1概念模型 

综合上述分析，研究模型和相应的假设可以用图 1 所描述。 

 
图 1     社会支持在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之间的调节效应概念模型 

2.2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的关系 

Holmes 和 Rahe 认为，人所感受到的压力是由于生活中的负面事件所引起，同时也会对

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3]。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学生中 91.1%有就业压力[6]。在本次调研中，有

52.5%的医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是毕业后影响将来当医生的选择。H1 医学生的压力感知与其

从业愿望呈现负相关关系。 

2.3 社会支持与从业愿望的关系 

House,Turner 认为,如亲人、朋友及邻居等人群对个体处于痛苦中时所给予的关心、帮助

和情感信息帮助，被称为是社会支持。sarason 等人认为,所谓社会支持就是人们人体需要或

获得的外部支持感知。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社会支持也是一种互换，是人们社会互动的行

为。H2 社会支持与医学生的从业愿望呈现正相关关系。 

2.4 社会支持对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社会支持被认为是个体对于减缓内心压迫感，可以降低对于压力所产生的不良情绪，“被
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H3
社会支持对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之间关系的存在调节作用。 

3. 实证研究 

3.1 研究样本 

在本文中，采用匿名问卷的样本包括直接发放和网络问卷调查。调查持续了大约 4 个月，

共发出 240 份问卷，共收到 226 份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4.6%。本次调查对象涉及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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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医学院毕业班正在实习的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3.2 变量测量 

压力感知衡量维度为：人际关系、职业条件、医疗风险三个个维度。受访者实际情况评

分问卷（5 分为非常符合，1 分为很不相符）。分值越大表示医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压力感知

越大。社会支持采用了心理卫生评定手册中“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的主观支持部分,分值越

大，社会支持越小。 

3.3 相关分析 

运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收集资料的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两两变量

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后，发现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均呈负相关，其中职业条件与公共医疗

管理不相关，医疗风险与公共医疗关系不相关。社会支持中尊重程度与医疗研究、从医或相

关行业呈正相关，理解满意程度与医疗研究、从医或相关行业呈正相关。理解满意程度与公

共医疗管理呈负相关见表 1 
表 1相关分析检验结果 

变量 人际关系 职业条件 1 职业条件 2 
职业条件

3 

医疗 

风险 

尊重 

程度 
理解满意程度 

D=医疗 

研究 

D=从医或 

相关行 

职业条件 1 0.424** 1        

职业条件 2 0.527** 0.390** 1       

职业条件 3 0.372** 0.389** 0.361** 1      

医疗风险 0.315** 0.392** 0.477** 0.361** 1     

尊重程度 0.188** 0.141* 0.298** 0.223** 0.513** 1    

理解满意程度 0.219** 0.202** 0.157* 0.181* 0.059 -0.005 1   

D=医疗研究 0.015 0.001 0.085 -0.061 0.101 0.165* -0.025 1  

D=从医或相关行 -0.064 -0.073 -0.138 0.022 -0.127 -0.164* -0.041 -0.899** 1 

D=公共医疗管理 0.111 0.162* 0.124 0.084 0.065 0.007 0.146* -0.168* -0.281** 

3.4 验证性结构方程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采用 LISREL8.7 软件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的一种统计分析。它测试一

个因子与相对应的测度项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研究者所设计的理论关系。经过拟合，最终

Chi-Square = 781.43，RMSEA=0.067，NFI=0.86，CFI=0.92，IFI=0.92，GFI= 0.80，从上面几

个指标来看，基本达到了拟合要求，可以说，七个维度间的整体结构是合理的。 

3.5 社会支持的调节变量效应分析 

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检验，其中第一层放入被解释变量，第二层放入调节变

量，第三层放入被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有无调节效应主要依据加入交互项后的交

互项的回归系数有无统计学意义来决定。 
表 2  社会支持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1) (2) (3) (4) (5) (6) (7) (8) (9) 
VARIABLES 医疗研究 从医或相

关行业 
公共医疗管

理 
医疗研究 从医或相关

行业 
公共医疗

管理 
医疗研究 从医或相

关行业 
公共医疗管

理 
人际关系 -1.202*** -1.656** -2.190***       
 (1.222) (1.195) (2.204)       
医疗风险    -2.506*** -1.025** -2.457**    
    （1.180） （1.100） （2.028）    
职业条件1       -1.715** -1.801*** -2.199*** 
       （1.477） （1.462） (4.083) 
职业条件2       -1.547** -1.606 -8.994** 
       （1.368） （1.380） (3.746) 
职业条件3       -2.023*** -1.411 -8.734** 
       （1.474） （1.523） (4.239) 
尊重程度 -1.249** -1.177** -1.892** -1.151** -1.658** -1.587** 0.163 0.508 -3.736* 
 (0.694) (0.672) (1.649) (1.019) （0.925） （1.760） （0.878） （0.866） (2.091) 
理解满意程度 -2.214*** -1.166** -2.513*** -1.539** -1.621** -1.688** 0.178 0.418 1.870 
 (0.625) (13.09) (1.348) (1.134) （1.100） （2.690） （0.850） （0.959） (2.093) 
人际关系×尊重程度 0.105 -0.119** 0.771       
 (0.282) (1.703) (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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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理解满意程度 0.711*** -0.098*** 0.418       

 (0.224) (0.228) (0.470)       
医疗风险×尊重程度    -0.177 0.069 -2.318***    
    (0.249) （1.180） （0.406）    
医疗风险×理解满意程度    0.112 -1.173*** -0.069**    
    (0.267) （1.180） （0.599）    
职业条件1×尊重程度       -0.127 -0.048** -1.528** 
       （0.310） （0.309） (0.932) 
职业条件1×理解满意程
度 

      -0.097 0.102 -1.038** 

       （0.306） （0.302） (0.769) 
职业条件2×尊重程度       0.514** -0.262 2.461*** 
       （0.283） （0.282） (0.899) 
职业条件2×尊重程度       -0.148 0.061** 0.513 
       （0.285） （0.278） (0.742) 
职业条件2×尊重程度       -0.199 -0.059** 1.889* 
       （0.342） （0.345） (1.070) 
职业条件2×尊重程度       0.175 -0.344 0.284 
       （0.289） （0.288） (0.708) 
Constant -2.095 0.895 -3.411** 2.227*** 2.202 -2.157 -1.095 -2.315 2.644 
 (3.015) (2.946) (6.094) (18.29) （1.180） （8.713） （3.695） （3.914） (8.465)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0.01，**p<0.05，*p<0.1 

3.6 研究假设检验 

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提炼和分析探讨，对压力感知、社会支持、从业愿望关系

提出了假设。通过查阅和借鉴国内外权威量表，设计了本研究的调查问卷，通过初始问卷的

测试，最终确定正式问卷数据整理使用 EXCEL，验证性因子分析采用 LISREL8.7 软件，统

计描述和探索性因子分析、多元回归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检验，本研究的核心

假设及检验结果如下表 11 所示： 
表 3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研究假设 检验结果 

H1 压力感知各个维度与从业愿望负相关。 H2-3 尊重程度与公共医疗管理正相关。 成立 

H1-1 人际关系与医疗研究负相关。 成立 H2-4 理解满意程度与医疗研究正相关。 成立 

H1-2 人际关系与从医或相关行业负相关。 成立 H2-5 理解满意程度与从医或相关行业正相关。 成立 

H1-3 人际关系与公共医疗管理负相关。 成立 H3 社会支持对压力感知与从业愿望之间关系的存在调节作用 

H1-4   职业条件与医疗研究负相关。 成立 H3-1 社会支持对人际关系与医疗研究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成立 

H1-5 职业条件与从医或相关行业负相关。 成立 H3-2 
社会支持对人际关系与从医或相关行业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成立 

H1-6 职业条件与公共医疗管理负相关。 不成立 H3-3 
社会支持对人际关系与公共医疗管理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不成立 

H1-7 医疗风险与医疗研究负相关。 成立 H3-4 社会支持对职业条件与医疗研究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部分成立 

H1-8 医疗风险与从医或相关行业负相关。 成立 H3-5 
社会支持对职业条件与从医或相关行业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成立 

H1-9 医疗风险与公共医疗管理负相关。 不成立 H3-6 
社会支持对职业条件与公共医疗管理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成立 

H2 社会支持各个维度与从业愿望正相关。 H3-7 社会支持对医疗风险与医疗研究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 不成立 

H2-1 尊重程度与医疗研究正相关。 不成立 H3-8 
社会支持对医疗风险与从医或相关行业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部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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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 尊重程度与从医或相关行业正相关。 成立 H3-9 
社会支持对医疗风险与公共医疗管理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

用。 
成立 

4. 讨论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检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对实证结果进行了讨论，得出了一

些有意义的结论。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医学生的压力感知

与其从业愿望呈现负相关关系。社会支持与医学生的从业愿望呈现正相关关系。基于中国当

前的医疗行业现实，得出了医学生医疗从业愿望不足的社会文化原因，社会普遍认为，医护

人员是强势群体，医生经常要与同一类病人花很长时间，并且这种关系主要以患者为导向，

医生常常在精神，心理，社会问题（如他们的悲伤，恐惧，失去工作），而解决问题的方法，

往往不容易得到理解，所以工作情况可能带来长期的压力。 

5.结论与展望 

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强化社会对医疗行业风险的了解，尊重、理解；并

对医疗突发性事件建立相应的应急管理机制；应从多角度入手改善医疗业不良状态，从社会

方面来看，应加强对医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给予其更多精神、经济方面的关怀; 建立

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健康、安全的执业环境; 提高医生及医学生的社会地位; 同时也应开

拓更多的就业渠道，提高医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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