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冷板凳上的“青焦”何处安放

在过去近10年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带

领研究团队，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工作者做过 3次大范围

调研，分别是 2009年、2014年和 2017年，结果毫无例外地发

现，相比于全国普通人群，前者的心理健康水平略高，超八成

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然而纵向来看，相比于 2009年的结果，2014年科技工作

者在心理健康量表上的得分略有下降。2017年的情况与2014
年相似：近 1/5 的科技工作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

48.1%具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6.8%在一个月内产生过自

杀意念。

科技工作者，一个具有较高才智和成就追求的社会群

体，同时是“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高压人群，习惯性

的加班熬夜缺觉，长时间的重复实验研究，以及发论文、出成

果、争项目的压力，让冷板凳也坐出不少焦虑。

这其中，自嘲为“青稞”“青椒”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群体，

渐渐成为“青焦”。调查发现，相比于中老年科技工作者，中青

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更高。

前不久，由陈祉妍担任副主编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

报告（2017～2018）》正式出炉，这是我国第一部心理健康蓝皮

书，其中就收录了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这一专题研究。

课题组这 3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形式，其有效问卷分别

为 14165份、7957份、13305份，覆盖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7.6岁、28.3岁、37.1岁，侧

重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

超1/5受访科技工作者有抑郁倾向

谈及心理健康，抑郁似乎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对被调

查人员测评的15个“常见心理疾病知晓度”中，抑郁症的知名

度最高，而像惊恐障碍、读写困难等心理疾病的知名度最低。

陈祉妍说，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

压力的加大，抑郁在当今时代已被称为精神疾病的“普通感

冒”，在各类人群中越来越常见。

科技工作者也不例外。2009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17.7%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抑郁表现。

进一步统计发现，有67.3%的科技工作者不存在任何持续

的抑郁症状，有 90.2%的科技工作者持续症状少于或等于两

项。可见，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并没有持续存在的抑郁状态。

陈祉妍说，抑郁是个体情绪低沉、沮丧、悲伤等多种不愉

快反应综合而成的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多维障碍。作为

一种负性情绪，抑郁会严重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方式、正常的

学业以及人际交往活动。

201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75.7%的人无抑郁倾向；24.4%
的人有抑郁倾向，其中4.2%的人有抑郁高风险。

科研人员进一步统计发现，有 83.3%的科技工作者不存

在任何持续的症状；有 96.5%的科技工作者持续症状少于等

于两项。陈祉妍说，这让人们再次发现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

并没有持续存在的抑郁状态。

最新一次调查是在2017年，结果表明，77.8%的人无抑郁

倾向；22.2%的人有抑郁倾向，其中3.2%的人有抑郁高风险。

陈祉妍说，从 3次的调查数据来看，2009年的调查发现

科技工作者抑郁问题最少，而 2014年和 2017年的调查结果

比较相近。

值得一提的是，抑郁得分在性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3
次的调查都发现，男性中有抑郁表现的比例高于女性，抑郁

总分高于女性。从抑郁情绪、躯体症状、积极情绪缺失 3个具

体方面来看，男性和女性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女性相对较多

表现在抑郁情绪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多表现在躯体症状方

面；男性比女性缺乏积极情绪。

在 2017年这次调查中，陈祉妍课题组询问科技工作者

“您最近是否想过自杀”，结果显示，有 3.0%的科技工作者在

最近一周有过自杀意念，最近一个月想过的占 2.8%，最近一

年想过的占5.4%，没有想过的占88.8%。

科研人员发现，抑郁水平与自杀意念有密切的关联，抑

郁人群的自杀意念通常高于普通人群。在高抑郁水平的2941
人中，有27.1%的存在自杀意念。

从年龄上看，在一个月内产生过自杀意念的科技工作者

中，35 岁及以下的科技工作者占此年龄段总人数的 10%，

36～30 岁的占此年龄段总人数的 9.5%，50 岁及以上的占

16.8%。50岁及以上科技工作者有自杀意念的比例最高。

随着学历的上升，出现自杀意念的人群比例也越来越

低，高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中有 40%出现过自杀意念，远高

于其他学历人群。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有自杀意念的人群比

例在10%左右，其中博士最低，为9.6%。

不过，自杀意念并没有那么“吓人”。按照陈祉妍的解释，所

谓自杀意念，指的是自杀的想法。自杀意念有各种程度，包括偶

尔闪过的念头、持续的想法、深入的考虑乃至详细的计划等。

“大多数产生过自杀想法的人并不会尝试自杀，但自杀

意念是自杀的风险因素之一。”陈祉妍说。

48.1%受访科技工作者有焦虑问题

相比之下，焦虑的“传播度”虽然没有那么高，却以更大

比例和程度“潜伏”在人们身边。

最新一次即2017年的调查显示，有39.9%的科技工作者

具有轻度焦虑问题，有6.3%的具有中度焦虑问题，有1.9%的

具有重度焦虑问题；只有51.9%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焦虑问题。

陈祉妍说，科技工作者焦虑问题的特点是轻度焦虑普遍

存在，而较为严重的焦虑问题则较少。

她所带领的研究团队所调研的科技工作者，通常包括工

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和

自然科学教学人员等。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国以往比较缺乏

对全国科技工作者进行的心理健康调查与研究。

中国科协自2002年起开展系列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其

中，2002年的“非公有制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科技工作者调

查”、2003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中涉及工作压力

状况调查，是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的内容。调查结果显示，大

量科技工作者主观报告压力很大。

在陈祉妍看来，焦虑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正常的心理

状态，适度的焦虑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但

过度的焦虑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且极具破坏性，使学习和工

作受到严重影响，简单的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

就2017年的调查来看，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

高，而中老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低。50岁及以上年龄

组的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

此外，研究生学历的科技工作者焦虑水平较高，硕士学

历科技工作者的焦虑量表平均分为4.63分，博士学历科技工

作者的焦虑量表平均分为4.75分，两者均显著高于大学本科

学历的科技工作者的得分4.37分。

科研人员还发现，工作年限较长者焦虑水平较低，在本

单位工作 30年以上的科技工作者，其焦虑平均值为 3.82分，

显著低于其他工作年限组。

24.1%受访科技工作者24时以后上床休息

这 3次调查，并未止步于简单地呈现科技工作者的心理

健康状态，陈祉妍课题组还试着寻找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

影响因素，比如日常工作时间、睡眠、运动等。

2009 年的调查发现，我国科技工作者平均每天工作

8.33±1.70小时，最长达16小时。55.31%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

作 7～8小时，33.8%每天工作超过 8小时，其中 22.61%每天

加班时间在两小时以上。

陈祉妍说，经推算，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周（7天）的平均工

作时间为 58.31小时，这一结果与欧盟科学职业的灵活性与

连续性项目所发现的科学家平均每周工作 60小时左右的情

况基本一致。

调查还发现，有26.07%的科技工作者实行的是弹性工作

制，他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8.52+1.99小时），要比未实行

弹性工作制的人（8.27±1.59小时）更长，其每天工作时间超过

10小时的比例为 31.20%，远大于未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后者

这一比例为19.65%。

5年后即 2014年的调查发现，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周平均

工作 5.5天，工作时间内每天平均工作 8.6小时，高于每周 5
天、每天8小时的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也高于非科技工作者每

天平均8.1小时的工作时间。

具体来看，有40.5%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或

以上，有11.2%的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时间10小时或以上。

陈祉妍说，过长的工作时间对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

每天工作时间不同，科技工作者在认知效能和情绪体验上的

表现会有所差异，抑郁情绪也不同。

比如，每天工作 10小时以内，情绪体验和认知效能都随

工作时间的延长而呈上升的趋势，抑郁情绪也逐渐减少，工作

时间延长并没有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有促进作用。

不过，当每天工作时间等于或超过 10小时，科技工作者

的认知效能会有所下降，且情绪体验较差，抑郁情绪较多。陈

祉妍说，这说明，科技工作者每天工作 8小时左右且不超过

10小时，对情绪健康是比较有利的。

睡眠方面，在 2009年、2014年和 2017年的调查中，科研

人员均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作为测量工具。2009年的结

果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中“睡眠有问题”的占 17.3%；处于

“边缘状态”的占8.3%；睡眠质量正常的人占74.5%。

值得注意的是，晚睡从各个方面都对睡眠质量产生了负

面影响。同 23时以前上床睡觉的人相比，23时以后上床睡觉

的人，睡眠质量差、睡眠时间短、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

多、睡眠效率更低，他们对自己的睡眠质量也更不满意。

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科技工作者平均睡眠时长为

7.82±1.10小时，有 24.4%的科技工作者每夜实际睡眠时间不

足 7小时。2017年的调查也发现大量科技工作者存在睡眠不

足的情况，其中有 8.3%的人睡眠时间严重不足，每日睡眠时

间低于6小时。

具体来看，仅有 6.6%的科技工作者会在 22时前上床休

息，26.6%在 22~23时上床休息，42.7%在 23~24时上床休息，

24时以后上床休息的科技工作者则达到了 24.1%。同时，有

16.0%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半小时及以上的时间入睡。

就性别、年龄、收入和职称来看，男性科技工作者睡得更

晚，睡眠时间更短；青年科技工作者睡得最晚；正高职称群体

睡眠状况最差；收入越低，睡眠状况越差；学历越高，越倾向

于晚睡。

陈祉妍说，3轮数据均显示睡眠与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

关。可以说，个体的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正相关，睡

眠好的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应也较高，“睡眠时间越长，抑

郁和焦虑的情绪越少；睡眠质量越好，抑郁和焦虑程度越低”。

超半数受访科技工作者有心理服务需要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尽管不少科技工作者认为自己有

心理问题，甚至需要心理服务，但只有少数愿意选择心理咨询。

2014年的调查显示，科技工作者普遍觉得需要自我调节

（67.59%）和人际交往（65.11%）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识，有一半

以上的科技工作者觉得需要职业指导（55.51%）和教育孩子

（49.18%）方面的心理服务，有 43.78%的认为需要婚姻与家

庭关系方面的指导，有42.49%的认为需要心理疾病的治疗与

预防知识。

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科技工作者觉得需

要 自 我 调 节（56.86%）、人 际 交 往（50.56%）和 教 育 孩 子

（50.37%）方面的心理健康知识；职业指导（41.35%）、婚姻与

家庭关系（37.81%）的选中率也在四成左右。

不过调查同时发现，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感到无法便利地

获得心理健康服务。2014年的调查显示，虽然近一半的科技

工作者认为人们的心理问题严重，但绝大多数科技工作者

（78.9%）感到无法便利地获得心理咨询服务，仅有 21.1%的

科技工作者感到能便利地获得。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大

多数科技工作者（67.2%）感到无法便利地获得心理咨询服

务，仅有32.8%的科技工作者感到能便利地获得。

2017年，课题组专门对科技工作者的心理问题的求助障

碍进行了考察，从心理问题求助的羞耻感，包括污名化、对自

我评价的影响、对专业心理服务的认识和了解等方面，了解

阻碍我国科技人员遇到心理困扰时主动寻求心理援助可能

的顾虑和困难。

结果显示，约有20%的科技工作者对于心理问题的求助

存在顾虑，认为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会引起他人对自己的负

面评价，自己对自己也会因此产生消极的看法。科技工作者

认为求助会对自我评价产生负面影响，分别有 13.3%和

12.2%的科技工作者明确表示如果向心理医生求助，会让自

己感到自卑或认为自己不那么聪明。

这一年的调查还发现，有 50.2%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自

己有心理问题时，可以自己来解决，近四成的科技工作者表

示心理问题忍一忍就过去了。

与之相关的是，如果不能自己解决心理问题，约有1/4的

科技工作者还会因此对自己产生消极的评价，而这种对自己

的责备和要求可能正是造成或加重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

陈祉妍说，如果心理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又不能得到及时

的干预，往往会给科技工作者自身、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我国科技发展的奋斗目标是，到 2020年进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这意味着，科技工作者肩负重任，而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

接影响着创新能力的发挥。

正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所说，国民心理

健康不是一个简单的平均数，而是在不同人群中呈现出不同

的特征，一些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以及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科技工作者就是其中一类。

来源：新华网

脑科学是21世纪最富有挑战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也是当

前国际科学前沿的热点领域，被视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

引领新科技革命的潜在引擎。脑疾病研究为脑科学的应用领

域，其突破性进展必将影响民生大计。在日前举行的“脑疾病

前沿热点与转化”东方科技论坛上，专家们坦言，近十年来，

研究者们已经对各类脑疾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做了许多研

究，并报道了引发病症的一些相关危险因素，但其具体的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来阐明。

精神疾病为五大慢性病之一

近年来，脑卒中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第一位的死亡原因，

并且发病率还在以每年 8.7%的速度上升；我国阿尔茨海默

症、帕金森症、癫痫等神经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 2013 年比

1990年增加了77.1%。据全球疾病负担调查（GBD 2010）结果

显示，心境障碍是首要的慢性疾病负担，同时也是自杀和缺

血性心脏病的主要影响因素。

作为脑疾病的主要类别，重大精神障碍致残致贫率

高，2019 年发表于《Lancet Psychiatry》的研究结果显示：我

国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的终生患病率为

16.57%，12 月患病率为 9.32%。世界经济论坛 2011 年发表

研究报告指出：“癌症、糖尿病、精神疾病、心脏病和呼吸道

疾病这五大慢性病，未来 20年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达到 47
万亿美元。这五大慢性病在 20年里累计造成的GDP损失，

估计相当于全球年生产总值的大约 4%。”

转化医学占重要地位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约有 3 亿人患有抑郁

症。有数据显示，超过 90%的抑郁症患者未得到治疗。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方贻儒表示，在中国，抑郁症漏诊率

高达 91.3%，要提高正确诊断率，业内需要更清楚其病因。

“现在诊断抑郁症是把出现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等几

个因素综合起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这样的评估

有一个短板，就是带有一些主观性。这个情况目前很难一

下子改变，全球都没有找到抑郁症的根源在哪里。”方贻儒

说，医疗从业人员应该更充分更全面地了解抑郁症，不要

被抑郁症各个维度的表现和症状迷惑。很多抑郁症患者会

到神经科、消化科、中医科去看病，很多人说头疼、消化不

良、肚子胀等，这时候需要各科室的医生能够有比较好的

抑郁症甄别能力。一些抑郁症评估工具可以反映出抑郁症

的特性，也可以通过手机APP等现代工具帮助诊断。

脑疾病负担重，但是，目前多数脑疾病的病因尚未明

了，缺乏行之有效的预防、诊疗和康复的技术方法。基础研

究的每个突破都将直接或潜在地影响疾病防治。方贻儒表

示，精神医学研究在转化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解决脑

疾病防治的关键科学问题，从而有助于改善公众健康

水平。

□本报记者 戴丽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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