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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特殊时期,对待艺术类专业大学生,辅导员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查
研究,坚持以生为本。一方面要提高自身心理学方面专业素质,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身体素质,另一
方面要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转变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党团组织与学生骨干的作用,利用家校联动机制,共育
学生积极健康的正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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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Work by Art Counselor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Crisis Events
Xiaoxu Zhou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Abstract]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public health crisis, when dealing with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art,
counselors need to combine with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adhere to the
student-centered.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improve our professional quality in psychology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hysical quality;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publicize patriotism education,
change working ideas,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Party and League organizations and students' backbone, and make
use of the home school linkage mechanism to jointly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and healthy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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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特殊时期
管理不松懈的理念,学校进出校门需要
履行请销假制度,从深层次剖析其主观
原因,动机是驱使人从事某种活动的念
头,由于特殊时期管理致使该部分学生
无法进行游玩、约会、兼职代课等活动,
使学生萌生焦虑郁闷等情绪,从而容易
滋生心理问题。
2.2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下的个
人学习积极性
从图2中我们不难看出,57.63%的学
生学习状态未受到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
影响,甚至17.18%的学生在特殊时期自
图 1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下的个人情绪状态

主学习积极性更高了,但仍有25.19%的
学生缺乏学习动力,认为影响学习。处于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特殊时期,学生
在处理家庭关系、师生与同学关系、亲
密关系、平衡学习与娱乐的关系中都面
临挑战,一旦心理防线变脆弱,就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

3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下艺
术类专业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3.1结合本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坚持以生为本。
在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学生
图 2 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下的个人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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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馈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管理下
的大学生心理情况,调研人员于2021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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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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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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