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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校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重视,如何能够通过特殊的教育手段,改善大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缓解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压力,成为了目前众多研究者不断探讨的话
题。在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当中,往往是发现问题之后再去解决所发现的问题,没能够积极的培养学生乐
观的学习态度与生活态度,不能激发学生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这就导致许多时候,对学生的教育处于被
动状态。由此,本文力图通过“积极心理学背景下大学生心理教育模式探究”为视角,变被动为主动,有
效优化学生心理品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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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how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alleviate the pressure encountered b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daily life and learning through special educational means has become a topic constantly discussed by
many researchers. In the traditional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t is often to solve the problems after finding them,
which can not a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optimistic learning attitude and life attitude, and can not stimulate
students' active life attitude, leading to the passive state of students' education in many times. Therefore, this
paper tries to change passivity into initiative, effectively optimiz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o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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