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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特别关注·聚焦基层官兵心理咨询（下）

新一代战士的心理

承受能力，没有想象中那

么脆弱

“很多人觉得现在的青年官兵多是
独生子女，又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条
件下长大，心理承受能力普遍较差。其
实，刚开始我也这么认为。”南部战区陆
军某旅教导队教导员陈雄茂说。在教导
队各类集训中，他们都会设计一套高强
度的“魔鬼训练”内容，锤炼战士的战斗
技能、意志品质，挑战身心极限。
“训练中，年轻战士的表现让我刮目

相看，绝大多数都能保持顽强拼搏的精
神状态。”陈雄茂认为，新一代战士的心
理承受能力，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心理
健康状况也不错。

研究数据印证了陈雄茂的观点。王
真真团队运用心理健康调查中普遍采用
的 SCL-90 量表，对中南五省区官兵进
行测评分析后，与我军现在使用的常模
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近 10 年来，军人
SCL-90量表总分及各因子分值均呈下
降趋势，说明青年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
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步提高。
“这与军队对心理健康越发重视是

密不可分的。近年来，各级对加强心理
工作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南部
战区空军王箭宇参谋介绍，去年 9月，南
部战区空军专门组织了所属部队心理咨
询师技能培训，76名心理咨询师接受了
军地 6位心理专家的授课辅导和面对面
指导，想方设法提高基层心理服务水平。

在第 75集团军某旅，记者看到，来
自驻地附近大学的心理学专家应邀走进
军营，为官兵开展心理知识讲座和咨
询。该旅政委黄艾俞介绍，为提高青年
官兵心理健康，旅里与驻地多所院校建
立了长期的心理服务共建机制。
“与 10多年前相比，现在新兵入伍

前都有严格的心理健康检测，有严重心
理问题的会被筛查淘汰。”参加过数次征
兵心理筛查工作的空军某旅心理咨询师
刘晓林认为，从源头上把好兵员心理健
康质量关，是保证官兵总体心理健康水
平的一个关键。

事实的确如此。自 2006年开始，由
第四军医大学心理系研制的中国士兵职
业适应性测验，作为正式心理选拔内容

在全国推广应用，能够更加科学地进行
心理问题筛查。某县人武部政委王新峰
介绍，该县去年参加应征体检的 200 名
适龄青年，经过测试、访谈等环节，7人
因心理问题被淘汰。
“这种向好的变化与军人文化层次

的提高、军队文化生活的改善都是密切
相关的，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产生
的。”王真真说，在与地方常模数据对比
中，军队常模数据也总体优于地方常
模。她说，随着改革强军实践的推进，军
人心理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好。

整体心理水平转好，

个体心理问题值得引起

重视

“最近总是睡不着，总是想手头上的
事儿，像放电影一样……”海军某部中士
小李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工作若不能按
时完成，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像压着一块
大石头，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心理咨询师李丽说，像小李这样的
情况，在基层部队并非个例。

王真真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抽样调
查的官兵SCL-90量表测试中，也有一定
比例的官兵存在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
“这说明军人整体心理水平转好的基

础上，心理异常的官兵个体比例却有上升
趋势。”王真真解释说，心理问题虽较为普
遍，但尚属于轻度层面，总体心理健康水
平尚属良好的结论是依然成立的。
“轻度心理问题仍然会对部队战斗

力产生影响，特别是存在于管理者身上，
危害相对会更大。”某部一名营长工作标
准极高，任何细节都要求尽善尽美，下属
发生失误，常是劈头盖脸的批评，心理测
试显示，这名营长某些指标异常。而对
营官兵心理测试发现，心理健康状况整
体明显低于其他营，官兵普遍感到紧张、
压抑。
“军队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追求

完美的，比如着装、内务整齐划一，时时
事事有标准，这就意味着军人凡事要严
格要求自己，自觉追求完美。”王真真说，
军人在某些指标上阳性检出率最高，与
他们在工作和情绪上经常处于应激紧张
状态是分不开的。

某部一名向来积极上进、表现优异的
副连长，突然连续出现心理异常表现。去
年底，这名副连长休假回家，与多年不见
的同学聚会，因平时在部队与同学联络
少，感觉与其他同学找不到共同话题，而
相恋多年的女友又与其分手。归队后，他
像换了一个人，抑郁寡欢，工作无精打采，
甚至不断与身边战友发生矛盾。
“军人日常生活环境相对狭窄、封

闭，有些官兵人际交往能力减弱，走出营
门会有不适感。所以，人际关系敏感因

子检出率普遍偏高。”空军某部心理咨询
师薛冉说，各因子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这
名副连长就是人际关系敏感引发的心理
抑郁。

基层干部责任压力

不小，同样需要给予更多

心理关注

记者发现，不少基层单位对战士的
心理健康非常重视，对干部则有所忽
视。他们普遍认为，干部比较成熟稳定，
不大会出现心理问题。

干部的心理健康真不用操心吗？
SCL-90 量表测量数据显示，干部

的躯体化分值虽明显低于士官和义务
兵，但某些分值明显高于士官和义务兵。
“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多数干部正

处于人生的波动到逐步稳定的转型期，
工作、生活、职务升迁、转业、继续教育等
压力较大。”某旅心理咨询师赵青说，其
实干部同样需要给予更多的心理关注和
关怀。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集体中，但不同

层级和岗位上的人员，承受的压力是不
一样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尽相同。”王
真真介绍，干部主要是责任压力，而义务
兵主要是适应环境和被管理的压力。

不同年龄、兵龄、学历的官兵心理健
康状况区别较大。调查数据显示：某些特
定年龄段官兵心理状况较其他年龄段差，
某些特定军龄段和特定学历层次的官兵
一些分值明显高于本科和大专学历……
“这些差别是大样本抽查得出的，具

有整体普遍性意义。”王真真说，如果单
独看一个特定单位，得出的结果可能不
一定完全一致。

调查中，男性官兵 SCL-90 量表总
分和各因子分明显高于女性官兵，但某
通信旅的调查结果则略有不同。该旅女
兵担任大机关通信值班任务，要求“高标
准、零失误”，特殊岗位对女兵心理影响
程度比较大。在该旅的测评数据中记者
看到，女性官兵在多数因子上明显高于
男性官兵。
“不同单位和岗位的差异性心理影

响，要求各单位要通过科学测量，评估出
本单位的真实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开
展疏导工作。”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单
位都会定期对官兵心理健康状态进行测
试，并采取相应的改善提高措施。

面对这样的“心理图

谱”，我们需要做什么

“如果心理状态平稳，屏幕上的

树木就会开花。”在某部心理团队辅
导现场，心理咨询师正利用传感式心
理状态测试软件为官兵进行心理状
态测试。

刚开始，不少战士的测试树上迟迟
不开花。经过团队心理讲座、拓展游戏、
冥想练习后，再次进行测试，战士们的树
上一朵朵花全开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针对性

的心理辅导对于改善官兵心理状态是
有积极作用的。”心理咨询师廖蔚告诉
记者，某部一个连集体整顿期间，全连
官兵精神高度紧张，有些官兵感到焦
虑、压抑，她和同事进行针对性辅导
后，官兵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都有了
明显好转。

为 了 确 定 心 理 干 预 对 官 兵 心
理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王真真团
队 在 某 部 以 团 为 单 位 进 行 半 年 1
次 的 团 体 授 课 、骨 干 培 训 ，并 以
班 、排 为 单 位 进 行 小 组 心 理 访 谈 、
面对面心理咨询、电话咨询和网络
咨询。

他们对干预前和干预 2年后的情况
进行了症状自评量表测评，结果发现：
士官、义务兵、高中、初中学历官兵及非
婚官兵 SCL-90量表总分及部分因子分
均显著下降。而军官、大专以上学历及
已婚官兵干预前后的总分和因子分均
无显著差异。
“经常性、连续性、长期性的心理干

预，对于提高部分官兵心理健康状况具
有显著效果。”王真真认为，心理干预模
式对于军官、大专以上学历及已婚官兵
的作用不明显，可能是由于他们面临工
作、婚姻家庭、发展方向等方面的多重
压力，心理问题相对更为复杂。因此，
部队在开展大课堂集体心理宣教和咨
询的同时，还应该针对特定官兵，采取
个体心理咨询和重点人群小组干预等
手段。

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政治工作部
主任李艳梅认为，注重官兵平时心理
健康非常重要，提高官兵在激烈性、
残酷性、破坏性极强的未来战场上的
心理防护能力和应激水平，应未雨绸
缪。该部计划通过引进 VR 模拟现
实设备，让官兵身临其境地感受战场
环境。
“战斗力的关键取决于人，军人的

心理素质对于提升部队战斗力、打赢
未来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王真真
说，为新一代官兵心理“画像”，只是走
出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版式设计：梁 晨

这份青年官兵“心理样本”告诉我们什么
■本报记者 王雁翔 通讯员 刘 华 韩露露

倘若为新一代青年官兵画像，你会捕捉哪些时代元素和
特征？

王真真给出的答案，有点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作为全军
军事卫生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解放军第458医院心理科主
任，王真真选择用心理大数据的方式为新一代青年官兵“画像”。

在王真真看来，军人往往比其他群体承受着更多的心理
压力。帮助官兵降低心理负荷、改善心理健康是军队心理卫

生工作者必须高度关注的时代课题。
“思考、分析和改善,都应建立在了解、掌握的前提下。”王

真真说，只有对当代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了充分的了解，才
能够有针对性地研究改善方法并进入实践。
“当代青年官兵的整体心理健康状况到底如何？与十几

年前的官兵相比，有什么变化？有哪些突出的心理健康问题
需要引起关注？”从 2011年开始，王真真和她的科研团队带着

这些疑问，历时数载走访了中南五省区军营，对不同军兵种、
不同类型部队、不同层级的官兵，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抽样调
查，建立大样本数据库和军人心理状况模型，并开展因素分析
和分层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不久前，记者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本骨架和脉络，深入南
部战区基层部队，与基层心理咨询师、一线带兵人一起探析当
代青年官兵的“心理图谱”。

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心理咨询师刘晓林带领官兵做团体沙盘游戏（左图）和团体心理辅导（右图）。 魏金鑫摄

记者访谈

全军军事卫生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解放军第 458医院心理科主任王
真真一有空就喜欢往基层部队跑。她
不仅历时数载走访中南五省区军营做
抽样调查，建立了一个反映官兵心理健
康状况的大样本数据库，而且在实际工
作中积累了大量为官兵心理咨询服务
案例。近日，记者就心理咨询服务相关
问题对王真真进行了专访。

只有了解影响官兵心理

健康的源头，才能更有针对性

地做好心理咨询服务

记者：您历时数载走访中南五省区

军营，抽样调查基层官兵心理健康状况

的初衷是什么？

王真真：作为一名心理医生，做好
心理咨询服务，除了学习掌握专业知
识，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了解你的

咨询服务对象。在日常的心理咨询服
务中，我越发感到建立基层官兵心理
健康大样本数据库，对于有针对性地
提升官兵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随着
一系列研究的逐渐深入，我和我的团
队成员对这项抽样调查的价值有了更
为深入的认识：不仅能为平时的军人
心理健康服务，而且能为执行大型任
务、为战时军人心理健康评估和心理
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记者：在您积累的心理咨询案例

中，有哪些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有哪

些诱因？

王真真：我们对积累的相关数据

进行分析发现，官兵心理咨询中比
例较大的主要是适应问题、自我意
识、人际关系、婚姻家庭爱情、职业
发展压力等方面的问题。诱发官兵
心理问题主要有以下 6 个方面：一是
愿望与现实脱节，在具体问题处理上
太理想化；二是社会阅历浅，易遭受
挫折；三是生理改变和婚恋问题带来
的相关问题；四是心理素质不够成
熟，易染上不良习惯；五是生活和职
业的不稳定性带来的相应挫折；六
是心理创伤累积，一部分官兵由于
缺乏原生家庭关爱，或轻或重都有
一些心理创伤。

这些年，基层官兵对心理

咨询服务接纳程度不断提高

记者：回顾这些年为官兵服务的历

程，您有怎样的体会和感受？和以前相

比，如今的年轻官兵对心理咨询的态度

有哪些显著变化？

王真真：回顾这些年在部队开展心理
评估、为官兵心理咨询服务的工作历程，我
由衷感到，基层官兵对心理咨询服务的接纳
程度不断提高。前些年，每日心理门诊只有
寥寥数人。到基层开展咨询服务，也常常遭

到冷遇。近年来，随着各级对心理服务的重
视、社会对心理咨询的包容和理解、军队从
业者心理咨询技能逐步提高，官兵对心理咨
询服务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如今，我们在基
层授课后，主动留下来咨询的战士越来越
多。特别值得欣慰的是，战友们不再以“心
理咨询”为“有病、羞耻”，而把心理咨询作为
提升心理水平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基层部队呼唤越来越多深

受官兵信赖的“心弦调音师”

记者：从您的工作实践看，基层官

兵对心理咨询服务有哪些需求？

王真真：心理咨询师又被人们亲切
称为“心弦调音师”。如今的很多战士，
在初中、高中上过心理课，对心理知识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了解。他们对能够
零距离沟通的“心弦调音师”有更多的
情感依赖和需求期待。从我了解的情
况看，基层官兵不仅希望获得心理专
家、心理医生的共情、了解、接纳、包容，
还期待他们能给予更多情感、婚姻、亲
子关系以及成长规划等方面的策略帮
助。我相信，当基层部队涌现出越来越
多深受官兵信赖的“心弦调音师”，广大
官兵的军旅人生一定能够奏出美好“乐
章”。

记者：对于进一步提升心理咨询服

务水平，改善官兵心理健康状况，您有

哪些好的想法和建议？

王真真：我想主要从心理咨询师的
角度谈一点建议。我认为，要想成为一
名深受官兵信赖的“心弦调音师”，离不
开这三点：首先必须不断学习前沿的专
业理论知识，熟悉“乐理”；其次，要深入
基层“浸泡”，切实深入了解官兵心理需
求，掌握官兵“心弦”的第一手资料；第
三，要在心理咨询实践中不断总结经
验，切实提高“调音”技能。

基层呼唤更多“心弦调音师”
—对话全军军事卫生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解放军第458医院心理科主任王真真

■本报记者 王雁翔 通讯员 刘 华 刘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