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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ath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other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to 
produce some cognitive perceptions, that is, the ability to ponder from others’ 
perspectives. With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society and the growing “infor-
mation cocoon” in cyberspace, this study is aimed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mpathy performance of college students at 
school. Finally, it has found some factor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empathy: gender factors, family education factors, 
etc. It also tried to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society,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mpathy.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it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empathy, especially for building a society 
where rationality and warmth co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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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学界大多认为同理心即共情、换位思考，是站到他人角度或位置去理解

与响应他人经验与感受的综合能力。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智能化时代，强大的

信息流给人们带来了多元的知识、机遇和价值选择，也深刻冲击着人们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认知。党的十九大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

强则国家强。”[1]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的主力军，是建设未来中国和实现

How to cite this paper: Yan, X.T. (2022)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mpathy of Contem- 
porary College Student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9: e8594.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594 
 
Received: March 9, 2022 
Accepted: May 10, 2022 
Published: May 13, 202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Open 
Access Library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594
http://www.oalib.com/journal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59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X. T. Yan 
 

 

DOI: 10.4236/oalib.1108594 2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力量，“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1]。在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在多元的文化

和价值观中懂得换位思考、保持理性、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是当代大学生

形成良好价值观和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前提。因此，在“信息茧房”1、“沉默

漩涡”2、从众心理等互联网传播学理论已有丰富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本研究

试图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对当代大学生同理心影响因素的研究，明确显

著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心形成的重要因素，并强调人际交往特别是大学生网

络交往中“同理心”的价值，唤起社会、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同理心培养的重

视。 
然而，通过在知网上搜索“同理心教育”这一字条，可以发现大部分文

章都是围绕医学教育展开的，包含对医学人员所要接受的同理心课程的介绍，

以及对其同理心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研究颇为全面。其余少部分文章是关

于家庭和学校的同理心教育的，仔细阅读后发现，这些文章主要侧重在介绍

同理心的概念或者是用实际事例来说明同理心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例如：杨

倩(2020) [2]提到家庭成员互换角色的方法可以给予孩子一些同理心的体验；

于克东(2020) [3]主要是关于以同理心的视角去设计一款编程教育软件，里面

对高阶同理心的描述表明同理心不仅仅关乎感性上的意识，还关乎硬性的能

力，这种能力主要牵涉社会阅历、想象力、观察力等需要刻意培养的方面。

其余文章主要体现企业员工在工作或是设计产品时同理心的重要作用，表现

了同理心在生产中可以发挥的效能。例如，毕重增(2021) [4]指出在谈判当中

有效运用同理心，有利于采取有效的语言策略、情绪策略和行为策略，通过

相互理解，带来双赢。 

2. 研究方式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给在校大学

生发放“同理心专业量表”等几种量表以对显著影响在校大学生同理心的因

素进行调查和分析，回收有效问卷共 101 份。 

2.1.1. 问卷设计 

本问卷主要设置了“同理心状况”、“家庭同理心教育情况”及“学校

 

 

1 信息茧房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巴马总统的法律顾问凯斯·桑斯坦在其 2006 年

出版的著作《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他指出，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

机构面向大众生产新闻，并依赖人工编辑的方式进行分发，并无明确的受众细分意识。而由于

算法技术的出现，以及在媒体企图捕捉读者的关注点的驱动之下，算法依据用户偏好推荐个性

化内容的模式大行其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分发方式使信息传播更加扁平化，受众可以

自由选择信息，削弱了专业媒体的内容把关能力和议程设置能力。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

人担心，算法推荐机制过分迎合用户偏好，背离多元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让我们只能看到自己

想看到的东西，只听到自己认同的观点，进而导致信息封闭，加重意见分裂与社会极化。(整理

自 MBA 智库·百科) 
2沉默漩涡，即沉默的螺旋(英语：Spiral of Silence)，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由伊丽莎白·诺

尔-纽曼于 1974 年在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上的《沉默的螺旋：一种大

众观点理论》一文中最早提出。其主要概念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

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地说出

来。而且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

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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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教育情况”共三个维度，对在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 
其中，“同理心状况”涵盖了同理心专业量表调查与预设情景中同理心

的表现调查两大方面，主要的调查目标是了解目前大学生的同理心现状。“同

理心状况”的量表设计采用了专业心理量表和原创情景题结合的方法，专业

心理量表部分采用 Davis 共情量表[5]。Davis 共情量表包含了“幻想同理心、

换位思考同理心、共情关怀同理心、个人痛苦同理心”四大维度，每个维度

包含 7 道题目，一共 28 道题目[6]。为减少问卷填写者负担，本研究的问卷从

Davis 共情量表的每个维度中筛选了引导性较弱的题目，共 16 题作为专业心

理量表部分。此外，为反映目前网络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预设情景中同理

心的表现调查选取了现实中一些较有争议的复杂情景来设题，旨在分析大学

生在复杂情景中的价值选择与相对应的同理心表现。这部分原创情景题目的

设计还着眼于调查大学生面对熟悉程度不同的人所表现出的同理心的差异：

从网络到日常、从面对陌生人到面对亲友，旨在体现大学生在面对其生活中

不同场景所表现出的同理心的多样化。在面对陌生人所表现出来的同理心的

有关问题上，问卷选取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网络热点事件如“舆论杀人”网络

恶性事件进行模拟；在面对亲近者所表现出来的同理心的有关问题上，问卷

则选取日常场景为背景。 
在“家庭同理心教育情况”及“学校同理心教育情况”这两个维度的问

卷设计中，量表同样采用普遍与特殊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一是问卷调查家庭

和学校两大主体有无开展能够培养学生同理心的教育活动，是否有在日常中

培养学生同理心的意识。例如，在家庭方面，调查父母是否有意识引导孩子

去做志愿活动，是否有意识与孩子互换家庭角色，是否注重培养孩子的家庭

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等；在学校方面，调查学校的心理教育情况，调查教师

是否有意识开展文学作品阅读活动，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认知、对他人

产生共情的能力等。二是调查家庭和学校两大主体是否“以身作则”为学生

树立榜样，包括父母和教师是否自觉担当引导者的角色，用实际行动树立榜

样。例如，问卷会调查对象的父母在争吵时能否相互体谅并做出让步；教师

在面对学生考试失利时是否有不当行为等。三是问卷的内容表述和量化指标

尽量保持梯度一致，例如，过分的功利主义逊于精致利己主义，而精致利己

主义则逊于同情心，同情心则不如同理心。 
题目的选项数目是三到六个不等，选项赋值有三种情况，分别是：−2，0，

2；−2，−1，1，2；−2，−1，0，1，2；−3，−2，−1，1，2，3；极差是 4 或

者 6，相邻选项的赋值梯度为 1 或者 2。量化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同一道题中

这一梯度处处相等，并且尽量在控制较小的极差以及控制相邻选项间的赋值

梯度较为相近这两个方面之间取平衡。 

2.1.2. 信效度检验 

本文研究以 SPSSAU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ftware Automati-
cally，自动化统计产品和服务软件)为工具，对收集到的 101 份有效样本的调

查结果进行信效度检验，其中对于信度的检验，采用了计算克隆巴赫系数的

方式，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由表可得，三个维度的 α 系数均在 0.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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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onbach’s alpha table for the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表 

维度名称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s α 

系数 
整体 

Cronbach’s α 系数↑ 

同理心状况 19 

101 

0.78 

0.776 家庭同理心教育情况 5 0.627 

学校同理心教育情况 7 0.634 

 

说明信度可接受；而第一个维度，亦即调查同理心状况的维度 α 系数大于 0.7，
说明信度较高。整体的 α 系数也大于 0.7，同样体现了该调查问卷较高的信度。 

根据效度分析结果，问卷的 KMO (Kaiser-Meyer-Olkin)为 0.645，大于 0.5，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为 0.000，表明问卷效度较好，可以进一步分析。 

3. 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对问卷调查的结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将“同理心

专业量表”“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调查结果作为一组数据进行相

关性分析；将调查对象同理心的表现分别与性别、省份经济发展程度、家庭

教育情况、学校教育情况两两配对进行相关性分析，比较不同情况下调查对

象同理心表现情况及分析其影响因素。 

3.1. “同理心专业量表”“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的 

相关性分析 

“同理心专业量表”包含 16 道题目，“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

包含 3 道题目。答题选项从 A 到 D 或 E 分别对应−2~2 分值而且分差一致，

分数越低表明同理心表现越差，分数越高则同理心表现越好。对两个量表调

查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皮尔逊相关系数 r = 0.410，该系数在 1%水平上显

著，说明两个变量的结果呈正相关，且相关性为中等，本研究设计的情景题

具有有效性，而且在专业量表中同理心表现较好的大学生在复杂的现实情境

中也能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 

3.2. 同理心状况与性别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同理心专业量表”和“预设情境中同理心的表现量表”每道题的

分值梯度一致，所以本研究设置了一个综合同理心指数，首先分别计算出一

个量表中各题填写结果的赋值的平均值作为此问卷填写者在该份量表中的同

理心指数，再计算出这两份量表的同理心指数的平均值作为综合同理心指数。

统计结果显示，男生的综合同理心指数的平均数为 0.319，标准差为 0.758；
女生的综合同理心指数的平均数为 0.498，标准差为 0.386。可见，女大学生

同理心表现的平均水平高于男大学生且表现更为稳定。 

3.3. 综合同理心指数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在调查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所在地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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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分别来自 25 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通过将 2020 年各省级行政区的人

均 GDP 与调查对象的综合同理心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得知，综合同理心

指数与省份经济发展指数的相关系数 r = 0.118，呈正相关，但相关性较弱。

为避免同一省级行政区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本研究将自变量进一步精

确到市级行政区，重新统计得到的新相关系数为 r = 0.120，说明综合同理心

指数与省份经济发展指数呈正相关，但相关性不显著。可见，当代大学生的

同理心表现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性不强。 

3.4.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同理心教育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在调查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情况方面，本研究共设计了五道题目，

每题答题选项分别对应一个分值，分差一致，分值范围是−2~2。取调查结果

相应分值总和的平均数作为家庭教育指数，以代表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

水平。在调查学校对学生同理心的培养情况方面，本研究共设计了六道选择

题，以与计算家庭教育指数同样的方法统计得出学校教育指数，以代表学校

对学生同理心的培养水平。(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empathy education received by the respondents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表 2. 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下调查对象所接受的同理心教育水平 

题号 29 30 31 32 33 34 

统计数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城市人均 GDP 较小部分 −0.064 1.019 0.277 1.124 0.553 1.145 0.170 1.191 −0.830 1.358 −0.191 1.497 

城市人均 GDP 较大部分 0.340 0.882 0.702 1.009 1.102 1.102 0.702 1.219 −0.830 1.358 0.660 1.309 

*注：29~34 题分别调查了该部分大学生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所接受的同理心教育水平。第 29、30 题为大学阶段；第 31、32
题为小学到高中阶段；第 33 题为小学阶段；第 34 题为中学阶段。 

 
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所在的地级行政区人均 GDP 与学校教育指数的相关

系数为 0.352，呈正相关，相关系数 1%水平上显著；学生居住地级行政区人

均 GDP 与家庭教育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047，呈正相关，但不显著。为进一

步研究城市人均 GDP 较小地区的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与城市人均 GDP 较大

地区的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的区别，本研究以城市人均 GDP 的中位线为界将

调查所得结果分为两大部分，分别计算它们的均值与标准差。 
据统计结果显示，城市人均 GDP 反映出的经济水平显著地影响着学校在

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就中学阶段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学校越倾向于给予学生更为完善的心理教育。人均 GDP 较小的城市在学生心

理素质教育方面相对水平较低，学校心理咨询室及心理课程的资源仍未能较

好地得到利用。而小学阶段，无论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否，心理教育

都没有得到基本的落实，也就是说在小学阶段，这部分受调查的大学生没有

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因此，本研究认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学校在同理心教育的建设

方面更有优势，同理心的教育水平更高；家庭在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方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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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区显示出优势。同时，参与调查的这部分大学

生无论其生活的地区经济水平如何，在小学阶段均没有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3.5. 调查对象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受心理教育情况分析 

为更好地了解调查对象以往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情况对其同理心表现水平

的影响，本研究在问卷中设置了调查对象在小学、中学、大学阶段分别接受

心理教育情况的问题，其结果见图 1。分数越高，说明调查对象在该阶段所

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越好。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received by the survey respon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middl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图 1. 调查对象小学、中学、大学受心理教育情况比较 

 

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因此默认这一群体对基础教育阶段及高

等教育阶段的心理教育水平都有过亲身体会，因此每个参与者都回答了小学、

中学、大学这三个阶段的心理教育情况的问题。从调查结果来看，随着调查

对象所接受的教育层次的提高，其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越好。而令人担忧

的是，调查对象在其小学阶段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非常有限，近一半的调

查对象表示，他们小学阶段所在的学校既没有心理老师，也没有设置心理教

育的相关课程，更没有心理咨询室，因而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心理教育。 

3.6. 学校、家庭教育与大学生同理心状况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分别统计了学校教育指数、家庭教育指数与大学生综合同理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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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相关系数：学校教育指数与综合同理心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151，不显著；

家庭教育指数与综合同理心指数的相关系数为 0.214，且该系数在 5%水平上

显著，说明两个变量存在关联。因此，学校教育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并没有凸

显其对大学生同理心表现的显著影响；相反，家庭教育则显著地影响着大学

生的同理心表现，这说明了原生家庭中父母的教育观念、亲子相处模式以及

家庭沟通方式对孩子同理心的形成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 

3.7. 填写人视角的同理心状况及相关原因 

在问卷的最后，笔者设了一道主观题，以询问填写者认为当下大学生同

理心是否有所欠缺，若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回收问卷后，整理得出有效

填写这道题的有 31 人次，其中仅有一人认为当下大学生的同理心已足够强，

其余三十个人均认为目前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同理心不足的情况，且其原

因可大致整理为以下思维导图。(图 2) 
 

 

Figure 2. Reasons for lack of self-empat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2. 大学生视角下自身同理心不足的原因 

 
在进一步归纳总结后可以看出，有 50%的问卷填写者认为是社会/制度层

面的原因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同理心较弱，有 25%的人认为是学校层面的原因，

还有 16%的人认为是家庭层面的原因，剩下有各 5%的人分别认为没有人能够

对他人拥有真正的同理心，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这跟人生来

的性格特质有关。 
对此，笔者认为，大约一半的受调查者都深刻地认识到当代人同理心普

遍不强的根本症结是社会及制度(应试教育)的问题，但觉得该负起主要责任

的却是家校，而不在社会与应试制度。在目前的阶段，社会想要发展，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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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能没有竞争，无论是内卷化，还是争取向外获取资源来破解内卷都要通

过竞争的方式来进行。应试制度也就因此应运而生，并绵延赓续了上千年，

并不是现当代的特产。而如果学校能够重视起同理心的培养及家庭能够良好

引导学生，学生更有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这个社会，对人文学科的学习更为得

心应手，反而还能够在考试中拥有更好的表现，尤其是语文、英语等文科类

学科，并且在与人交往，投入工作后更如鱼得水。 

4. 讨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当代大学生同理心表现水平在性别上出现显著

差异，女生的同理心表现水平明显高于男生且表现更为稳定；对当代大学生

同理心表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来自家庭教育；随着调查对象所接受的

教育层次的提高，其所接受的心理教育水平也随之提高，同时，大部分调查

对象在小学阶段并没有在学校得到良好的心理教育。 
此外，研究发现，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与当代大学生

的同理心表现水平显著相关，同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学校教育能够显著

地影响当代大学生的同理心表现水平。但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学

校同理心教育水平显著相关，地区经济越发达，学校同理心教育水平越好。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其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越差，学生越有机

会体会到生活的艰苦，因而也更有可能在他人遭遇同样情况的时候设身处地

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从而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其二，因研究结果表

明，参与调查的该部分大学生在其小学阶段均没有在学校获得良好的心理教

育，同时家庭在对孩子同理心的培养方面也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

区显示出优势，因而不排除有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其教育层次

逐渐提高后，特别是获得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和学习体验，得到了丰富的见

识和体验后，能表现出更好的同理心。其三，家庭对孩子同理心的教育与社

会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父母更

容易受到激烈的社会竞争引发的焦虑心理的消极影响，因而家庭在对孩子同

理心的培养方面也并没有在经济发展程度更好的地区显示出优势。 
因而，结合调查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其一，高校需要加大对教

育心理学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在大学生品德的培养、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方面，建议增加多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学农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活

动、职场体验活动等，让大学生在切身实践中体察社会生活。其二，重视家

庭教育的作用，重视亲子关系的培养，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政府部门可以通

过开办“家长学校”、试点推广父母持证上岗、推广家风活动等措施来落实。

其三，重视男生和女生之间同理心的差异，重视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要完

善中小学心理教育的基础设施设备，引入心理相关的课程，关键还要促进各

科教师对教育心理学理论的持续学习，引导教师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加强对

学生品德和心理方面的培养。其四，政府要坚持发展经济，优化教育资源，

努力打破社会内卷化趋势，把过度竞争的精力投放到增加优质资源上，从根

本上缓解社会普遍的焦虑心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关爱。中

小学及高校可以在政府的有效规划指导下进行集团化建设，通过建设新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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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校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等途径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广大学子提供更多接

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其五，在社会舆论方面，政府需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

向，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不能一味报道负面消息，需要更多报道并关注正能量

信息，从而正面促进社会心理及个体心理的和谐发展。 

5. 总结 

同理心是个体道德品质的组成部分，是个体良好社会适应性心理品质形

成的基础，是个体得以个性化成长、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的基础，是当代大

学生形成良好价值观和完成社会化的前提[4]。明确显著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

心水平的相关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相应对策，提升当代大学生的同理

心水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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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影响当代大学生同理心的相关因素调查分析 

摘要：同理心是指设身处地地对他人的情绪或体验产生认知性感知与理解的

能力，也可称之为共情能力，即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能力。在这个生存竞

争激烈、网络空间上“信息茧房”不断强化的社会背景下，本研究通过对影

响高校在校大学生同理心表现的相关因素进行调查研究，找到对高校在校大

学生同理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性别因素、家庭教育因素等，从而唤

起社会、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同理心培养的重视，并为培养学生同理心提出有

价值的建议，为我国学生同理心的增强乃至构筑一个理性与温情共存的社会

提供一些拙见。 

关键词：大学生同理心，同理心教育，心理教育，教育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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