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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党和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复产复工,高校陆续复
课。疫情影响下,学生普遍需要居家上网课,且开学后很多大学均采取了封闭式管理模式,这直接影响了
大学生的心理状态。高校也出现了诸多由于心理状态不佳而引发的不良事件。为此,就有必要深入探讨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高职生心理特点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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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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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19 in China has been basically controlled, an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also introduced a number of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resumption of production and
work, 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esumed classes one after anoth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students generally need home-based online classes, and many universities have adopted a closed
management mode after the start of school,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re also many adverse events caused by poor psychological stat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discus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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