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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伤性事件对人的心理具有重大的消极作用,容易导致诸多心理问题的产生。解决学生的心理
问题的方法有许多,重构社会支持网络,是干预心理危机、提升学生复原力的有效途径与方法之一。文章
通过对个案的观察和叙事,挖掘和整理分析案例背后影响其创伤的因素,提出解决方案,分析个案带来的
启示,为新时代提升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实效性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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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中开展,主要集中在某学院的辅导

的观察,同时对小L的3名舍友进行了3次

创伤性事件对人的心理具有重大的

员办公室、学院的谈心谈话室、学校的

的访谈,每人每次约20分钟。

消极作用,容易导致诸多心理问题的产

课室以及学生小L的寝室。

2 研究发现
小L是一起由于母亲去世引发的心

生。许多大学生在中学阶段遭受创伤,

1.2研究对象。小L是H高校大一来自

但心理问题一直到大学阶段,在某种诱

东莞的一名女生,成绩中等,与舍友关系

因刺激下,或因为经历类似创伤情境而

和睦,某社团的干部。小L的母亲是在去

2.1环境因素。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

显现出来。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方法

年高考期间突然去世的,小L还没完全接

性,人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环境因素对于

有许多,重构社会支持网络,是干预心理

受母亲离世的事实,爸爸便娶了继母,小

个体的成长必然产生影响,尤其是个体

危机、提升学生复原力的有效途径与方

L非常讨厌继母,几乎二人没有交流。上

与环境存在冲突时。小L的主要生存环境

法之一。

了大学后,小L时而压抑难受,时而暴躁

为家庭、社区、学校。

理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有：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失眠,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在学习中,并有

2.1.1家庭环境。小L的家庭比较特

PTG)是指个体经受创伤性情境或事件

越趋严重的倾向,导致大一第二学期期

殊,母亲是家中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母

后,获得 一 定 的 心理 方 面 的 正 向改 变

中考试全部不及格,最低的一门课程只

亲给予的爱伴随她成长。母亲突如其来

(Tedeschi&Calhoun,1995)。 社会支持

有18分。小L认为只有存在心理疾病的学

的逝世,对于其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至今

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包括家庭、亲

生才会去心理咨询中心,开始是拒绝前

无法接受。段时间内父亲娶继母的行为

属、朋友、伙伴等所给予个体的精神上

往心理咨询中心的。辅导员在征得小L

在情感上更无法接受。哥哥对家庭的态

和物质上的帮助支援,反映了一个人与

的同意并进行充分沟通后,帮小L安排了

度也是非常冷漠的。亲情冷淡、母爱缺

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 社会支

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咨询。与此同时,

失、无处倾诉,是造成小L心理问题的主

持理论是指导高校辅导员解决学生成长

辅导员与小L的父亲经常保持良好、顺畅

要原因。

成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帮扶大学生提

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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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社区环境。虽然小L和舍友、

升抗挫折能力的重要策略。本文通过个

临近期末,小L提出休学申请。经过

同学关系和睦,但又还没到无话不说的

案的“叙事”展示社会支持在大学生遭

充分沟通,学院、家长同意。在学校和家

亲密程度,自己的悲伤无法在舍友面前

受创伤后的现实实践,通过叙事性分析

庭的支持下、小L自身的努力下,原本打

流露。宿舍是集学习、休息、娱乐等功

挖掘事件背后深层因素及学理意义。

算的一年休学时间缩短至半年,次年小L

能为一体的立体场域,是具有一定的亲

便康复返校了。

密性的环境。小L在这样的新环境中暂时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个案研究方法

1.3数据收集。本个案追踪历时一年,

未能建立新的支持圈,缺乏建立安全感

(Merriam & Tisdell,2016),以广东省本

收集了观察、访谈、其他交流(例如非正

的基础。尤其是见到舍友在朋友圈晒温

科H高校的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为研

式场合的私聊对话、微信文字和语音)、

暖的家庭照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究对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追踪调查。

学生日记等多种数据。本研究对小L进行

1.1研究场域。本研究主要集中在H

3次(2小时)的深度访谈及25次(2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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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学校环境。高校学生异地求学,
使得与原生系统的家庭环境联系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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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所阻断,同时也在考验个人的环境

理咨询师通过对学生进行真实性评价的

适应性和对周边环境资源的利用能力。

途径提供评估支持,定期追踪情况。

新的社会支持网络。
4.2重构社会支持网：立体、多层次

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是免费为学生开放

3.2改善支持环境。从支持的环境

更有利于提升复原力。社会支持系统是

的。但很多新生对其存在误解,认为去做

看,包括家庭、学校和社区。支持的环

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由图1

心理咨询的肯定是有病的,那是一件难

境构成了学生社会支持网络一个很重

中可知,该系统包含不同的层次和维度,

于启齿的丑事,若然被同学知道,肯定会

要的方面。社会支持主体并非在单一的

各种层次和各类维度的联接,形成一个

排斥自己。因此,学生出现心理宁可憋在

环境中提供支持,每个支持主体都有着

动态而有序的自组织系统,是社会不同

心里,也不太愿意主动求助咨询中心。

不可替代的作用。辅导员和小L的父亲、

主体全面参与的开放系统。社会支持网

2.2个人因素。小L只有19岁,从年龄

哥哥保持密切联系,希望他们彼此的相

越立体、越多层次,越有利于学生复原。

和社会阅历上讲,属于低复原力人群。复

处方式能有所改变,提供更多呵护与照

家庭、学校、社区既是互不相同的环境,

原力是指暴露于创伤或丧失等压力事件

料；鼓励舍友、同班同学能多与其互动,

同时又紧密联系互动,对于学生个体而

后仍能维持相对稳定和健康的身心功能

给与陪伴。

言,父母亲人、教师、朋辈同伴成员之间

的特征。她不具备灵活的情绪调节,无法

3.3重视仪式感。小L的舍友特意在

整合主观预期与实际需要的关系,无法

端午节期间到小L家与其一起包粽子过

根据实际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反应,

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重要的节日,

一类刺激的反应会泛化到另一类刺激上,

仪式感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体验,众人的

进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

陪伴唤起小L心中的爱与回归,获得安全

3 讨论

感。润物细无声,尤其是生活中的仪式,

社会支持网络是一个人生命过程的

能满足小L心中渴望的需要和愿望。

的交互作用有了更明显的体现。

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会支

3.4重构社会支持网。从支持的主体

持网络,但网络的构建并非全都是自觉

维度讲,包括亲人、教师、同伴等。小L

[3]
行为。 高校辅导员在针对特殊学生群

心理受创后,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变得敏

体开展教育工作时可利用社会支持理论,

感,尤其是进入大学一个新的环境,原有

能有效干预甚至重建特殊学生的社会支

的社会支持网弱化,新的社会支持网尚

4.3跟踪反馈：从解决问题到触及灵

持网络,利用该网络达到提高学生适应

未建立。辅导员与咨询师一同分析、评

魂。小L的案例是高校特殊学生群体的缩

能力、尽快融入集体、调适心理状态的

估小L的心理、精神状况,适时咨询干预,

影。作为学生引路人、知心人、守护人

目的。本案例的解决方案如下。

帮助小L接受母亲离世的事实、修复家庭

的辅导员,在实际工作中,应成为学生改

3.1丰富支持内容。社会支持内容包

关系、重构社会支持网,获得有效的精神

善或重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角色,努

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评估支持和陪

性支持。无论是在校还是在家,始终保证

力挖掘学生个人成长的特殊性,有针对

伴支持。

始终同学与其联系,从朋辈角度疏导开

性地树立“人在情境中”的意识,令学生

解。小L父亲等亲人亲情建构,弥补母爱

包容、接纳现有的问题,着眼当下,从长

缺失。

计议,跟踪反馈,致力于从帮助学生解决

情感支持、陪伴支持：家长、亲人、
辅导员等支持主体给予小L的信任、同理

图1

社会支持网络模型

心、爱以及关心。辅导员和小L会经常微

4 结论

当前问题到到触及灵魂的改变,才能落

信往来聊天,给她鼓励；小L的舍友也与

根据社会支持理论,个人拥有的社

实好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其保持密切联系,经常聊一下学校、班级

会支持网络与应对环境的挑战呈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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