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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健康特点及与思政教育结合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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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是当前大学生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和交流信息的重要平台。当代大学生在心理活动、
思想动态等方面有着其独特的时代特征,给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为
进一步了解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本研究选取师范类专科院校大一学生进行心理症状调查,并基于
调查结果剖析当前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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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Analy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Characteristic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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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obtain, disseminate and exchange
inform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and ideological
dynamics, which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is study recruit
freshmen in normal colleges to investigate their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 path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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