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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其身心健康逐渐成为大众的关注焦点。在大学阶段学生不
仅要面临学业、生活、情感、就业的多重压力其心理、生理也正处于由半成熟向成熟转变的关键时期所
以正确的引导以及适当的开展心育活动就成为大学校园的主流课程。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支持高职院校
的发展高职学校以及高职学生人数逐年增多高职学生作为大学生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其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已得到广泛关注本文中笔者详述陕西省近年来开展的心理健康心育活动并对我省部分高职院校开
展的心育活动实效性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并提出了三点提升高职院校心育活动实效性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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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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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stay of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In the university stage,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face multiple pressures of
academic study, life, emotion and employment, but also their psychology and physiology are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semi-maturity to maturity. Therefore, correct guidance and proper development of
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courses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national support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numbe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tudents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The author details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vities in some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m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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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学生日常管理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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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理论宣讲也是心育活动中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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