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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校中离异重组家庭的学生数量逐年攀升,由于他们受家庭因素的影响,往往比正常原
生家庭的学生更容易出现问题。本文介绍了一名离异重组家庭大学生的案例,辅导员通过问题分析、辅
导思路和方法、辅导效果、经验与启示,总结概括如何有效解决离异重组家庭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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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se Repor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Divorced and
Restructured Families
Jun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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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divorced and reorganized families in universitie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recently. Influenced by family factor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problems than students from normal
native famil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ase of a college student in a divorced and reorganized family, and the
counselor summarizes how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analyzing
problem, and counseling ideas and methods, effect,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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