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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体系中,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重要的组成内容,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是高校开展心理教
育的基础环节和途径,立足于积极心理学作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依据,有利于高职生形成良好的思想,
对学生今后步入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素质教育的实施。基于此,本文基于积极心理学视域下,
阐述了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并对如何提升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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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under the View of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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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and the mental health
cours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the basic link and way of carrying out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aking positive psychology as the basis for carrying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t is conducive to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o form good id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s entering the society in the
future,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and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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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积极心理体验以及积极情绪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具有一定的

大学教育不仅包括学校教学内容,同时也包括社会内容,属

离散特点。若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将这些离散的情绪集

于社会和校园交接的地带。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快节奏、

中在一起,这些聚集的积极情绪则可以起到提高人的积极思想

高效率生活压力成为了大学生必须需要面对的问题,生活和学

和行为,进而增强人们心理素养。第二,积极人格。每个人都具

业压力导致部分学生存在着心理问题,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个心

有独特的人格,就同一种事物而言,不同的人格对其见解和看法

理问题逐渐放大,最终为学生未来发展产生负面作用。近几年来,

都不同,积极心态的人则会对事物进行积极评价,其主观意识上

由于学生心理问题而产生的负面新闻较多,可知培养学生良好

就会得到积极的心理暗示。针对这一个现象,心理学家马丁·塞

的心理素养尤为重要。

利格曼曾给出“解释人格”来解释这种现象,并且根据人表现出

1 积极心理学分析

[1]
的多种心理特征、性格特点等内容将人格划分成24种 。马

在二十世纪末期,积极心理学在西方国家盛行,主要研究人

丁·塞利格曼认为积极人格的存在可以促使人形成积极健康心

们的活力和心态,通常被应用在心理研究领域中,主要运用积极

理状态,提高个人体感积极情绪的感受,进而促使个体具备良好

心理学研究手段对人类内在心理活动和心理素养进行研究,充

的心理感受以及快乐感、幸福感。第三,积极系统组织。积极健

分利用人类潜在意识以及固有的积极力量,提倡利用积极和乐

康心理学生认为每一个都是组成系统组织的一部分,并不是独

观的心态不断提升人们的心理素养,促使人类个体具备较强的

立存在的个体,为此,应当积极融入到周围环境中,与其建立起

心理承受能力,为人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证。积极心

良好的关系,当人处于良好的环境中,就会感受到一定的安全

理学主要研究内容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积极情绪。积极心理学

感、满足感,比如说人处于幸福的家庭中,其自身幸福感也会得

理念认为人的内心深处是朝着积极健康心理状态发展的,但是

到充分发挥；如果处于和谐的学校和社会组织中,人的乐观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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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也会不断显现出来,进而获得快乐感,归属感。

就一些较好事件而言存在较为积极的情绪,对坏事情保持短暂

2 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现状

的消极情绪,这种情绪可以通过后天养成。高校在开展积极心理

2.1缺乏明确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

健康教育过程中,可以从预防教育入手,促使学生在面对失败时

现阶段,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是在

可以保持客观心态。高校学生普遍面临着学业和今后就业的问

实际心理健康教学教学中存在着教学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就高

题,这也是高职生悲观心理产生的一个典型和集中表现,部分学

职心理健康教育目标而言,包括咨询、诊断、辅导、预防等教育

生认为自己学习能力和效果不高的原因是自己过于笨拙,是内

目标。多数高职院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时,一般会将心理健康

在因素和不可控制因素,这种心理就很容易导致学生形成负面

教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基于整体教学目标对高职生存在

情绪,这对学生今后发展起到负面作用,因此高职院校开展积极

的各种心理问题进行指导,以此实现高职生心理诊断及治疗的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很重要。在开展课程过程中,首要工作内容就

[2]

目标 。部分高职院校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认知并不高,他们认

是需要提高学生的积极情绪,让学生始终以饱满热情的心态进

为心理健康教育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导致高职院校对心理健

行各项学习活动,增强学生积极心理体验,例如在开展心理课程

康教育课程缺乏重视,没有明确的心理健康教育目标,促使心理

过程中,教师可以设置以下教学活动,以高考回忆为活动主题,

健康教育课程缺乏针对性。新时期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

引导学生总结高考失利的因素。高考对学生来说是人生中一个

康教育还需要根据学生心理发展情况,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制定

重要的经历,面对高考失利,很多同学都会选择回避的态度,因

教学目标,根据学生需求消除学生心理障碍,帮助学生了解自身

此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意识到高考失利并不意味着人生失败,为

的优势和劣势,最大程度上促使学生发挥出自身价值。

学生今后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和希望。

2.2心理健康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

3.2建设良好的心理健康教学环境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为了满足教育发展需求,开设了

在教学体系改革的背景下,对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常情况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分为理

的重视度越来越高。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其他教学课程具有较

论指导课程和心理咨询课程两大类,但是部分高职院校在设计

大的差异,教师在开展教学过程中,应当将教学重点放在学生心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缺乏科学性,在心理教学课程中,仅是以传

理变化上,而不是学生课堂学习效果上,这就需要教师建设良好

播新的健康理论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这样的心理课程只是对

的心理健康教学环境,进而保证学生具备愉悦的心情。教学课堂

积极心理学的表面研究,并没有将积极心理学课程的价值充分

上教师的形象以及教学方式对活跃课堂都有积极影响,如果教

[3]
发挥出来 。另外,部分院校心理健康课是由其他教师兼任,兼

师言谈举止幽默、有趣则教学课堂的活跃度也会越高,学生的注

职教师并不是专业人士,缺乏心理课程教学经验,部分高校师资

意力则会更集中。另外,教师若是以富有内涵的话术与学生交流

力量不足也是导致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开展效果不高的一个原

也很会增加学生参与心理教学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需要保持

因。此外,部分教师受到传统教学模式影响较深,导致心理课堂

良好心理状态,给学生一种积极、乐观心理素质,让学生与教师

教学方法也单一,导致学生参加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积极性不

相处感到轻松、愉悦、畅快,这样学生才能内心深处接受教师的

高。进而影响教学效果

引导,进而提高心理健康课堂教学效果。比如面对就业的学生而

2.3心理健康教学体系不完善。

言,教师可以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学习内容和专业特点,为学生

高职院校看一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也是影响心理健

提供结业方向,并且将每一个就业方向发展前景向学生阐明,以

康教育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的教学体系可以为积极心

便于学生选择和制定学习目标。一方面减少了学生盲目选择就

理健康教育提供指导作用,现阶段高校对于学生心理健康教

业的困扰,缓解学习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习心理健康发

育缺乏正确认知,部分高校认为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健康是

展。另外教师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为学生组建交流平台,倾述

心理教师和辅导员的职责,与其他专业的教师关系并不大。导

自身压力和困惑。学生在劝说其他同学的过程中也会提升自身

致学生在日常学习中缺乏心理疏导。因此高校在开展积极心理

心理素养。

健康教育过程中,还需建立科学完善的教学体系,促使学生在课
堂和日常生活中都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为学生今后发展

3.3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
积极健康心理学主张构建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对培养学

提供基础保障。

生积极健康心理具有积极作用,积极心理学提倡建设组织系统,

3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开展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对策

提高学校、家庭、社会的整合效果,组建一条三位一体的教学之
路,且各方都需要提高培养学生积极健康心理的重视度。学校教

3.1提高学生体验积极心理的感受

育中,校园文化建设属于一种隐形的教学模式,相对于课堂教学

学生存在的消极心理主要来自学习压力,当学生面对某一

而言,校园文化教学的效果并不明显,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完成

项困难中出现经常失败的时候,学生就会出现放弃的心理,学生

目标。如果高校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则可以在其中渗透积极健康

长时间体会无助、失望等情绪,就会导致学生产生消极的心理,

心理教学内容,促使校园文化成为教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以“默

学生积极心理是指学生对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时,

会知识”的形式被学生接受和吸收。高校可以面向全体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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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积极心理健康教学体验活动,组建心理咨询室和训练营,开展

请专业的心理教师或者心理医生到校,对心理服务工作人员进

学生情绪宣泄室等活动。定期或者不定期组建心理健康讲座,

行专业的指导培训,校内部鼓励学生组建心理指导社团,为其他

邀请心理医生到院校分享其工资经验,以实际遇到的问题和事

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以学生帮助学生的方式促使更多人获

例,促使学生明白积极健康心理的重要性,心理医生对学生心理

得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

变化捕捉能力较高,具有较多的心理疏导和指导经验,同时心理

4 结论

医生的信服度较高,学生更愿意接受,进而引导学生心理素质发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开展积极健康心理教育课程对学生的

展方向。让学生通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实现自我心态调整,自我

心理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现阶段学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

管理等意识,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积极力量,增加抵制消极情绪的

响较大,大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较为突出,很不利于大学生未来

影响,即使不能够长期保持积极心理,也能够通过心态调整进行

发展。这种问题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提出了较

自我恢复。

高的要求。通过提高学生体验积极心理的感受,可以促使学生自

3.4建设科学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主调整积极心理；建设良好的心理健康教学环境和校园文化以

要想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仅建设心理健康教学课

及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全面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

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断渗透心理

[课题]

健康教育内容,高职院校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建设心理健康教育

河北省教育厅2020年河北省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研究与

体系。第一,在其他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内

实践项目,课程思政目标下英语教学中教育心理学应用研究

容。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阵地便是课堂教学,这也是学生投入大

(2020ZYWYJG023)；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积极心理

量时间和精力的场所,因此各个专业教师都应当深入挖掘本专

学视角下高职毕业生就业心理及其影响因素探析,JRS-2022-

业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并且在适当的

1047。

教学时机向学生渗透心理教育,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时无刻
都受到心理教育的引导。例如,在开展体育课过程中,教师可以
向学生渗透勇于挑战、不惧困难等心理,进而培养学生坚强意志
力,这些都是积极健康心理的一种表现。第二,有效落实积极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现阶段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已经在大学校园中
普及,其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和优化,逐渐形成
了完整的教学体系。在实际开展心理教学过程中,还需要正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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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理素养,强化学生心理承受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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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为学生提供更多专业的指导和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可以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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