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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马上就要来临，学生面临
的心理压力也会变得更加突出，越
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候，孩子的心理
健康问题比起能不能考上大学或许
更为重要。作为家长，更应该时刻
注意孩子情绪的变化，及时跟学校

老师尤其是心理老师保持良好的沟
通。毕竟，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的广泛参与。目前，我国
的心理健康教育确实存在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我们也应该欣喜地看

到，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这些
年心理健康教育还是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不久
的将来，我们将逐步建立起完善的
心理教育体系，减少孩子在学业压
力和心理健康上的矛盾冲突。

冷水江市一中在每年的上半年
都会联合学校的心理咨询老师专
门给高三学生上心理课。理优班班
主任王修华老师说 ：“这样的心理
辅导课对学生一辈子都可能有积
极的影响，主要是让学生看到自己
的优势，帮助学生规划适合自己的
人生方向。”

王修华称，学生中主动去找心
理辅导老师的情况也很少，所以就
需要班主任和心理老师主动走入学
生中。“曾经有一个学生成绩特别

好，到高三时，因为高考前压力太
大，产生了心理焦虑，成绩越来越
差。后来在心理老师的介入下，学
生高考发挥很好。”

在王修 华看来，如果心理老
师们不积极，那他们的岗位就会形
同虚设，学生的心理问题肯定也要
严重很多。所以，心理老师能否发
挥作用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自身工作
积极性的高低。

                      （采访 / 章清清）

对于这些有心理疾病的孩子，
陶灿莹称，心理老师能做的就是
该吃药的就赶紧跟家长讲明必须
带孩子去医院接受治疗。而对于那
些心理老师还能够起到作用的学
生，陶灿莹也会进行心理辅导，“但
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他们更多的会
依赖家长和班主任老师的沟通交
流”。

作为学校的心理老师，陶灿莹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学生并
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进行咨询，一
般都只是利用课余时间过来聊聊，
这就给他们的咨询带来了问题，如
果学生一多，给单个人的时间就很
有限。

在问到有没有遇到过职业困
惑时，陶灿莹表示，这和老师本人
对工作的定位和自身素质有关 ：“我
刚来的那几年，一遇到焦虑症和严
重失眠症的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无

力，总是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能为他们做的不多。”工作久了，陶
灿莹的想法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她的无力感渐渐变成了自我安慰，

“孩子关键还得靠自己，心理老师
和家人只能起到一个引导作用。”

是什么影响了心理老师的积极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总体上来看，咨询人数呈波
浪式，刚开学、考试前后会是咨询
的高峰期。高三第二学期，学生咨
询的人较多，他们普遍的症状是考
前焦虑、升学压力和人际交往等。
有的学生甚至不敢来考试。”在长
沙市一中学生工作处主任、高级心
理教师彭健看来，现在学生的心理
承受能力确实不如以前。

目前，长沙市一中配有 3 名专
职的心理老师，在彭健看来，这 3
名老师除要承担高一每两个星期
一次课的教学任务外，还要负责学
校心理健康中心的咨询工作，工作
难度太大，根本就不太可能完成。

“随着观念的变化，现在归纳到心
理问题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了，心
理老师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也满足
不了需求。”

因此，长沙市一中目前的做法
就是努力提高学科老师尤其是班主
任的心理教育水平，这样就能保证
学生的心理问题能够及时发现和疏
导。

说到心理老师自身的发展问
题，彭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长沙以外的其他高中，心理老师的
职业发展问题较为突出，他们在学
校的地位和待遇跟学校重视与否
有很大关系，这就大大影响了他们
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有 18 年心理教育经验的彭健
认为，心理老师面临的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评职称的问题，她介绍称，
在评职称的职称系列里没有心理教
师这一列，导致很多的心理老师职
称问题没办法解决，直接影响他们
的待遇。彭健说 ：“作为学校方面，
其实也很无奈，在一次校长的培训
班上，有校长就提出了心理老师的
职称问题，学校想为他们争取，但
困难重重。”

此 外，在 彭健 看来，心理 老
师队伍目前还面临自身专业发展问
题。“很多在县城和地市州的老师
很难接受到正规的职业发展培训，
老师的专业能力很难得到提高。再
加上职称和待遇等问题，心理教师
队伍很难留住人才。”

■班主任看法

学生很少主动去找心理老师
长沙南 雅中学高 114 班 班 主

任潘治国老师，已连续带过六届
高考班，他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越临近高考，孩子们的压力越
大，月考之后的 3 到 5 天是这种高
压之下产生负面情绪的一个集中爆
发期。潘治国称，在他带过的班上
曾有一个女孩，从高一起就对自己
要求特别高，一旦考试成绩没达到
自己的要求，就出现情绪问题。潘
老师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作

为班主任的他就要给她做‘思想工
作’。”

南雅中学也设有心理咨询室，
有专业的心理咨询老师可以进行心
理辅导。但潘治国也坦言：“基本
上学生主动去找心理老师的情况
很少，一般都是班主任观察到孩子
有情绪问题后再跟他去谈话，所以，
实际上班主任就充当了半个心理老
师的角色，心理老师真正介入的比
较少。”

如果心理老师不主动就形同虚设

■链接

高考前，高三学生频频“出事”
 3月10日，据《南国早报》报道，

合浦县某中学高三女学生李某从
6 楼先用水果刀割腕后，又爬上
窗户跳下，最终坠楼身亡。记者从
警方了解到，警方从李某的日记中
发现，该同学悲观厌世情绪严重，
加上不久前的高考模拟考试没考
好，可能引发这起悲剧。

 3 月 13 日晚上，温州平阳电
视台报道，萧振高中出现一起高

三学生自杀事件。监控画面显示，
原本安静的教室里一名坐在窗边
的男生突然大笑起来，随即迅速
跃过窗台跳了下去。事后通过学
校及家长了解到，该高三学生自杀
前患有严重失眠、行为异常等表
现。

2013 年 5 月， 新 华网报 道，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即将参加高考
的高三女生 丹 丹 ( 化名 )，因不

堪压力离家出走，准备到五台山
当尼姑。接到报警后，哈尔滨铁
路公安处民警在列车上找到了丹
丹。原来，丹 丹即将参加高考，
但 成 绩不 稳定。为了让 丹 丹考
上名牌大学，父母报了多家补课
班，让原本时间紧张的丹丹更加
压抑。5 月 23 日晚，丹丹留下了
一张要到五台山当尼姑的字条后，
离家出走。

心理健康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黑龙江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傅

文弟梳理了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
发展历程，他指出，我国的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走进课堂起源于上

世纪８０年代初，到了８０年代中
后期，少数中小学校开始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的尝试。经过 30 多
年的发展，现在学校的心理健康

教育 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目前，
仍面临着面临着科学化、专业化
水平 低以及专业 人 员匮乏等问
题。 

社会呼吁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今年陕西省两会期间，政协

委员贺建勋认为，心理不健康成
为近年来大中小学学生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自杀、自残以及离家
出走等现象偶有发生，尤其是初、
高中生，学习压力大、出现厌学
情绪等。他建议，省财政厅设立
心理健康教育专项资金，加强学

校心理咨询场所建设，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的科学化水平。

今年山东省两会期间，山东
省政协委员邓相超表示，教育部
门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制度、课
程、心理咨询辅导室和师资队伍
建设，“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
内容，规定具体的课时” 。

2013 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人大代表彭长城建议，组织相关
部门研究出台支持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的政策。此外，彭长城建
议设立“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日”，
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

■专家观点

湖南：总体上发展较快，但存在的问题不少
肖汉仕（湖南省心理教育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湖南师大公共管
理学院心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南的心理健康教育起步于
1985 年，从上世纪 90 年代少量
有先进教育理念的学校开始重视，
是全国最早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的省份之一，省教育厅已下
发过三次文件，湖南省教育学会
学校心理教育专业委员会已经举
办过十六次学术年会。肖汉仕总
结了湖南这些年来心理健康教育
的发展，他认为，总体上发展较快，
但存在的问题不少。

从数量上看，部分学校按照
有关要求配备了心理老师。但多
数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存在师
资数量不足，远没有达到国家的
有关标准，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
心理健康教育在许多学校尚无专
职师资，有的是为应付有关检查
临时从别的部门或学科抽调充数。

从专业水平上看，从事心理
健康教育的教师，有的参加过省
级或省级以上的心理健康教育培
训，有的参加过心理咨询师的考
试，有的仅参加过市县举办的短
期心理教育培训，还有的没有机
会参加任何正规的专业培训。心
理老师多数是从别的学科改行或
由有关领导和老师兼任。

从工作内容看，中小学心理

■后记

老师本职工作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上心理健康教育课或举办心
理教育讲座等。但有的学校误以
为心理老师轻松，常常被抽调去
从事其它无关的工作，致使其无
精力和时间从事本职工作，因而
出现了“专业不专职”的现象。   

当前，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的主要困难有，心理老师地
位不高、专业培训过少、专业教
师不足。

（采访 / 凌晴）

学生“恐高”，心理老师的心病谁来治

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有些高三学生几近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