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的发展走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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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校心理疏导相应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心理育
人已经成为高校 “十大” 育人体系之一，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心理疏导应该跳
出个案心理咨询和治病救人的微观视角，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的基
本要求，树立大健康观和三全育人理念，从外引式的咨询走向本土化的疏导，从问题干预取向的治
疗走向心理育人取向的疏导，从面对面交流走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疏导，从班级心理辅导走向寝室
心理场支持性疏导，从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单兵作战走向全员共同参与疏导，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
形成可转化、可推广的一体化育人制度和心理疏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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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不懈促进高校和谐稳定， 培育理性平

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 这一论述深刻
指明心理疏导的目标内容及着力点 。新时代高校心理疏导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 既担负着更大
使命和责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要求和新的发展空间。 过去那种单一的以个别咨询、 矫治问
题为主的心理疏导方法模式和以政工干部为主体的心理疏导队伍模式已不适应大学生心态变化的整
体性、多样性、差异性的要求，心理疏导模式必须向方法创新和多元主体共同介入转变 。

一、从外引式的心理咨询走向本土化的心理疏导
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起源于欧美国家 ，其理论基础、 方法论、 技术与语言表达， 大多带有西方
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色彩，它把心理治疗和咨询建立在一般的、 抽象的、 普遍适用的心理变化规
律上，追求客观性、标准化，强调从个体本身寻求原因， 忽视个体心理和行为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社
会原因。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心理
问题。这种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在心理健康观上， 西方心理健康观把自我实
现看作心理健康的最高境界，关注更多的是一己的存在， 而不是促进他人的成长和发展； 中华传统
文化则把和谐作为心理健康的根本标准 ，重视阴阳平衡，强调形神合一，最终达到与道和、 与人和、
与天地和的至美境界。第二，在心理疾病观上，中国公众普遍缺乏心理疾病的概念， 但重视对心理
疾病后果的认识，强调疾病原因的整体性解释， 倡导疾病应对的个体主观意志和社会关系的作用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当代大学生心态变化特点与心理疏导模式创新研究” （ 14BKS10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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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普遍强化心理疾病的概念， 重视对心理疾病原因的解释， 强调疾病原因的生物医学解释，
倡导疾病应对的专业治疗。中西方在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上观点不同， 这必然会带来心理诊断与治
疗的中西方差异。第三，在咨询方式上，西方心理治疗一般反对价值干预， 不做具体指导， 主张当
事人应该为自己负责。中国的当事人绝大多数期待咨询师的权威指导， 渴望咨询师给出明确的解决
方案。因此，西方非指导性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方式不太适用于中国的当事人 。
人的心理具有文化的属性，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思维方式、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等
无不渗透着中华文化的特点。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思维方式的载体，它包含着丰富的人生
智慧和辩证法思想，可以成为处理现代人心理问题的源头活水。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心理疏导的契合
点、共同点，对提升心理疏导的水平和能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疏导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文化与心理疏导理念一致，都强调身心一体，追求身心和谐。有效的心理治疗首要是调心，
帮助来访者改变原有僵化的认知 ，疏通情绪，产生健康的心理与适应性的行为。 从心理卫生角度来
看，古人强调 “心为万事之主，动而无节则乱”。《黄帝内经》 讲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 精神
之所舍也”，指出一个人情绪不稳， 大喜大悲， 久之就会导致心脏功能异常， 心脏功能异常， 又会
诱发其他脏器的机能受损，所以治愈疾病重在调 “心 ”。 至于个体身心和谐， 在中国古代， 也称人
的神形合一，意指人生在世，要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 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 儒家推崇的
中庸之道，反对 “过” 与 “不及”，对维护心理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道家学说中的效法天道、 顺其
自然、精神自由、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理解心理疏导的本质和目标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 佛家追求的
“常乐我净” 的境界与心理治疗所追求的目标也有一致性 。
传统文化与心理疏导目标契合，都关注人格的健全与成长。人格对个体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 ，
培养健全人格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目标 。 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都十分关心精神人格的塑造 ，
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 儒家强调 “仁者爱人” “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 ”， 追求
“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理想人格； 道家追求 “清静无为， 顺其自然 ”， 理想的精神人格就是 “真人、
至人、神人”； 佛家讲求 “即心见佛，见性成佛”、“顿悟成佛”，追求进入极乐世界。 总的说来， 无
论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入世人格，还是道家自然无为的隐世人格， 抑或佛家与世无争的出世人格， 都
强调人的生命的精神境界、 超越性和无限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格追求对于当今社会因物欲横流 、
肉体满足、消费至上而导致的心理空虚、浮躁，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在心理疏导中我们也要引导当
事人明白人之为人，除了物质享乐、生理满足，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享受和快乐 。
传统文化与心理疏导方法共通，都要求自我教育、自我修炼、自我完善。自我教育是心理疏导最
好的途径之一，心理疏导的目的就是助人自助。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修养。
孔子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修”，进而明确道德修养对身心健康的积极意义：
“德润身，心广体胖”； 庄子主张 “心斋”“坐忘” 方法以及与 “道” 合一； 佛家修心的基本原则是自
我体悟、发现本性、认识本心，回到人的本来面目，从而以自身潜质和能量实现自我救赎。传统中医
文化也积极提倡修身养性，中医养生学的主要内容是恬淡虚无，颐养精神，最重要的是做到 “于名于
利，若存若亡； 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使自己保持一种 “宁静祥和” 的心境。中华传统文化的这
种涵养功夫观，对当前心理问题的解决具有启示作用。在现代心理疏导中要借鉴传统文化智慧，充分
把握个体心理活动规律，使当事人在对天道和人德的领悟中逐渐完善思维方式和人格品性。
当然，在现代社会中中华传统文化语境下的个体心理调节方式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心理学毕竟是有自己范式的现代科学 ，传统文化中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要服务于现代心
理治疗，还存在一个与当代心理学知识体系有机结合的问题 。 同时， 现代心理疏导属于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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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范畴，其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而不是传统文化所追求的
“君子人格” “圣人人格 ”， 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心理疏导理念、 目标和方法， 必须实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推进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 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坚持拿来与创新、 融
合与再生、科学与规范的原则，将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心理调节方式与理念相
结合，确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心理健康测量标准 ， 开创适合中国人特点的心理疏导理论， 创建
本土的心理疏导方法和技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心理疏导模式， 这样才能更加适合当代中
国人的性格特点、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二、从问题干预走向心理育人
2016 年 8 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树立大卫
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 提升全民
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① 2018 年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指导纲要》 明确指出： “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 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规范发展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服务，更好地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义和利、 群和
己、成和败、得和失，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
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② 这就为心理疏导从问题干预模式走向积极心理育人
模式提供了政策依据。
当前，鉴于大学生群体出现心理问题的个案不断增多，心理危机事件时有发生，鉴于心理危机干
预之于高校安全稳定大局的重要作用，鉴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队伍的严重不足，高校心理疏
导的问题干预取向仍是主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直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
和治疗上，运用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致力于 “修复病人损坏的习惯、损坏的动机、损坏的童
年和损坏的大脑，期望通过修复病人的这些损坏部分来达到治愈病人”③。由于他们始终把当事人当作
一个有 “问题” 的求助者，所以很难把当事人当作疏导的主体，让其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疏导作用。
由于他们过分关注当事人的 “问题”，容易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整体上看待当事人这个
“人” 的属性，不能领悟到当事人 “症状” 背后向上向善、坚韧努力的一面，不能发挥当事人潜在的
优势和自我效能，导致这些疏导只能解决面临的浅层问题，不能给当事人带来快乐和幸福感。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其理想信念的失
落或价值观的模糊有关。当前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利用互联网和 “微媒体” 对
网民进行精准式传递、撒网式渗透和裂变式传播，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信仰也被市场化、个人化冲得七零八落。唯美的东西、崇高的东西、神圣的东西、
理想的东西被弱化了，这导致人们找不到方向，看不到希望，迷恋物质世界，信奉 “佛系” 人生。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必须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想对了，许多
思想困惑就迎刃而解，许多心理冲突也就烟消云散。我国的心理疏导不同于西方的心理咨询，它属于
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它需要以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去引导、塑造人的心灵。相比原有心理疏导对

②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民日报》 （ 海外版） 2016 年 8 月 22 日。
http： / / www．moe．gov．cn / srcsite / A12 / moe_1407 / s3020 /201807 / t20180713_342992．html．

③

Martin E． P． Seligman ＆ Mihaly Csikszentmihalyi，“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5，Issue

①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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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心理问题” 的关注，未来心理疏导将更加关注如何让生命有意义和价值，如何给大学生以希望与
情怀，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有冲力也有定力，脚
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在心理疏导中，面对那些纠结于自我得失的大学生，要努力启迪他们的社会
责任感，使他们走出 “躲进小楼成一统” 的狭小视野，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时代的大我之
中，自觉用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追逐梦想，砥砺前行，实现更有高度、更有品位、
更有境界的人生，从而克服因人生短暂和社会的不断变化而滋生的虚无感。
心理育人是高校 “十大” 育人体系之一，心理咨询教师已被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这意
味着心理咨询教师也要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把工作从 “育心” 转向 “育人”。“育心” 是
指心理咨询不从内容上干预当事人的价值取向， 仅仅以达成心理平衡为咨询目标。 “育人 ” 就是
“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养
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①。心理育人的最终目标是与整个教书育人事业的目标
相一致。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离不开育心与育德的结合，
心理咨询教师只解决心理问题、不关注品德和价值问题的习惯做法无法真正帮助大学生走出心理空
地。所以，我们要大力加强心理咨询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鼓励他们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哲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从价值无涉的思维禁锢中走出来， 从帮助大学生重
建心理平衡扩展到进一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 群己观、 成败观、 得失观， 进而从更高、
更根本的意义上让学生收获心理健康 。

三、从面对面的交流走向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疏导
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习惯于面对面地交流和谈心 ， 心理咨询亦然。 这种面对面交流的
最大优势在于不仅有语言的交流，还有情感的交流、人格魅力的释放，对当事人信息的把握更全面，
咨询更深入。但是，由于我国心理咨询业起步较晚， 国内不少人对心理咨询存在认识误区， 担心自
己被当作精神病人，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暴露，以致有心理问题也不敢去咨询中心寻求帮助。 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和生存压力的加大 ，人们对心理咨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传统心理咨询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心理咨询和心理诊疗的需要 。 网络是一个集平等
性、互动性、即时性等特点于一体的新媒介，具有更新快、功能强大、容量丰富、互动性强等优势，
使得用户量不断增加，加之界面亲和度的提升使得用户黏度不断提高， 这就使网络心理疏导较之传
统的心理咨询有着更为创新的内容 、方法和手段。
网络心理疏导不仅是工具和技术层面的创新 ， 更是理念上的创新， 充分体现了教育和新技术的
结合。传统的门诊式心理咨询、电话咨询、现场咨询模式， 需要学校配备大量的专业咨询人员和设
备，以一对一的方式解决主体的心理问题 ，咨询成本高。 信息网络打破了咨询人员与当事人之间的
时空束缚，扩展了心理咨询的场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目前高校心理咨询人员不足的缺陷， 解
决了高校建设心理咨询机构、配备人员和设备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问题， 只需要在高校现有网络建设
的基础上开辟专栏进行一对一心理咨询 ，或者通过网络上的各种聊天室、BBS 等开展集体辅导， 或
者通过个人微信、微博、电子邮件和 QQ 空间进行点对点、 点对面的心理健康教育， 或者通过链接
知名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网站，帮助学生拥有更多进行自我教育、 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途径。 网络心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2 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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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疏导把学生摆在主体的地位，学生可以自主学习心理健康知识， 自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自主
参与心理问题讨论，自主进行心理调适，自我教育、自主成长，所以网络心理疏导工作效率更高 。
网络心理疏导拓展了高校心理疏导的渠道 ，增加了心理疏导的资源， 使得心理疏导更具生机和
活力。但是，网络心理疏导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一方面， 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网络信息的芜杂性会
对学生的价值观念、思想道德意识、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 网络心理疏导由于缺乏对
当事人的直接观察，无法根据他们的语气语调、 面部表情、 动作姿态等判断其心理健康状况， 因此
很难对当事人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判断 ，干预力度和成效相对有限。 网络心理疏导和面对面心理疏导
各有优劣，“从专业角度而言，心理咨询并不仅仅是因为匿名和便捷而由面询转为网络咨询 ， 当对
信任感、安全性和保密性有极高专业要求的心理咨询经由网络这一虚拟媒介提供服务时 ， 伦理规范
问题更为突出”①。而且，网上功夫在网下，网上心理治疗是否取得实效， 都需要在现实中跟踪观察
才能知道。未来的心理疏导不应用线上心理疏导来取代和削弱面对面心理疏导 ， 而应该线上线下相
结合，坚持 “现实—虚拟—现实” 的疏导原则，把解决心理问题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考察 。 它
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即使进行的是线上心理疏导 ， 也要关注现实， 回归到大学生日常的学习、 生活
中，除了施以情绪疏通、情感激励、价值引导外， 还要给予人文关怀， 协同校内外相关部门， 尽力
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 ，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化解他们的烦恼， 引导他们确立积
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养成健康的心理品质。总之，线上线下心理疏导各有边界，两者必须配合发力，
保持线上线下疏导的真实性，确立并遵守线上线下疏导的伦理规范， 以线上心理疏导带动线下心理
疏导的开展，真正发挥 “心理育人” 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四、从班级心理辅导走向寝室心理场支持性疏导
早在 2005 年，教社政 〔2005〕1 号文就提出 “高校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做好心理辅导和咨询工
作。通过个别咨询、团体咨询、电话咨询、网络咨询、 书信咨询、 班级辅导、 心理行为训练等多种
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及时、有效、高质量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 ” 等相关要求。 班级心理辅导能较
好地体现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 ，具有全员参与和团体心理辅导的优势， 又符合学生乐于自我
体验的情感需求，曾为不少高校所推崇。但是， 与中学相比， 高校班级管理相对松散， 大学生活动
相对自由，心理问题更加多样，这使得班级心理辅导难以经常开展， 活动方案难以建模， 效果评价
难以操作，这些都制约了班级心理辅导的推广 。 寝室是大学生日常学习、 生活不可或缺的场所， 寝
室氛围、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 建构寝室心理场， 提供日常化、 生活
化的心理支持，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目标落地落实 。
“心理场” 概念由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库尔特 ·勒温 （ Kurt Lewin） 提出，个体和他的情境构成心
理场。寝室心理场是以寝室为单位，以大学生为主体， 以大学生心理为中心， 以寝室物质环境、 文
化环境、人际关系环境、个体知觉环境为构件，通过各能量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大学生特定群体
的动力生活空间②。在这个生活空间中，寝室物质环境、文化环境、人际关系环境都被个体所知觉，
影响个体的感知和行为； 反过来，个体知觉环境又不断影响和改变着物质环境、 文化环境、 人际环
境的能量构成与着力方向。四种能量要素的交互作用使得寝室生活空间中充满正面的或负面的、 和
①
②

安芹、贾晓明、郝燕： 《网络心理咨询伦理问题的定性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年第 11 期。
参见卢爱新： 《论高校寝室心理场的建构》，《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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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的或矛盾的、强大的或弱小的能量，生活于其中的个体成员既受制于这些能量的影响和驱动， 又
以自己独特的力量改变着不同能量的影响和驱动 ，并在这种影响和驱动的整合中最终形成自己的心
理行为特征。勒温指出： “任何一种行为， 都产生于各种相互依存事实的整体， 以及这些相互依存
的事实具有一种动力场的特征。”① 一个温馨环境中的心理场正能量高 ， 个体身处其中， 有较高的幸
福感和安全感，同时会向他人和群体释放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形成良性循环。 生活在一个冷漠、
自私甚至尔虞我诈的恶劣环境中 ，其中的负能量会产生破坏性， 逐渐消耗掉个体原有的正能量与幸
福感，个体的负面情绪又会在群体中释放和蔓延 ，形成恶性循环。
相比班级心理场，寝室心理场属于群体数量少、 接触程度却很高的场。 寝室同学长时间的接触
容易形成较高的心理场能量，这种能量如果是正向的， 就有益于成员的心理健康； 如果是负向的，
就会起破坏作用。寝室心理场的构建，关键是要建构积极向上的心理场， 构建正能量的主导场力。
在寝室生活空间中，每一位个体成员在与他人交往互动过程中 ，都会产生诸如交流信息、建立友谊、
获得认同等共同的精神需求，同时也希望在这个共有生活空间中满足自我独特的需求， 诸如发展个
性、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等等。 不同的需求产生不同的行为驱动力， 各种力相互冲突、 融合，
最终整合成寝室生活空间的主导场力 ，这种主导场力动态地影响、 调控着每一位寝室成员的心理和
行为。因为作用力的向度和力度不同，寝室的主导场力有可能是积极的， 也有可能是消极的， 从而
给寝室成员带来的心理场可能是正能量 ，也有可能是负能量。 对此， 教育者应当用整体动力观去理
解和把握大学生寝室心理场的基本特征 ，确立共同目标， 制定规章制度， 开展多种寝室活动， 创设
温馨氛围，建构积极向上的心理场，例如学习成才主导场、 创新创业主导场、 志愿服务主导场、 科
学研究主导场或美丽生活主导场 ，使正能量的主导场力作用于每一位寝室成员， 指引成员行为， 调
整成员矛盾，给成员更多的心理支持和价值引领 。

五、从单兵作战走向全员共同参与
从构成来看，目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有三支核心队伍： 一是专职心理教师队伍，这是高校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团队的核心； 二是辅导员队伍，这是学生工作队伍的主力军，也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团队的骨干力量； 三是学生心理工作团队，包括班级心理委员、宿舍信息员和大学生心理协会，
这是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的有效补充。以政工干部为主体的心理疏导队伍是我国心理疏导工作体系的一
大特色，也是心理疏导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这支队伍的发展也遭遇了瓶颈，出现了以下
问题： 专业能力发展不足，穷于应付； 事务繁杂，人员不足，疲于应付； 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队伍
不稳定； 危机干预效果明显，对普通学生开展的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效果不明显； 等等。
研究指出，个体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 不同的社会
支持之间有一定的相关联系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强调人的内在积极力量与群体、 社会文化等
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与交互作用。 社会文化环境， 如政治、 经济、 教育、 家庭等因素对个体情绪、
人格、心理健康、创造力以及心理治疗都有着重要影响。 当周围环境和教师、 同学、 朋友能够给大
学生提供最佳的支持、共情和选择时，大学生就最有可能健康成长和获得幸福。 因此， 对大学生进
行心理疏导，并不是政工系统一家的事情，也需要学校其他单位、 家庭、 社会等多部门的支持与合
①
②

转引自申荷永： 《充满张力的生活空间： 勒温的动力心理学》，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52 页。
参见 Cohen，S．＆ Wills，T．A．，“Stress，Social Support，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98，Issue 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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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心理育人作为 “十大” 育人体系之一，是全员、全过程与全方位育人的重要延伸。高校学生心
理问题要治 “未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就要 “前置”，与其他育人力量协同协作、同向同行。
首先，心理育人要融入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 ，引导大学生树立 “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
责任人” 的观念，学会自我保健和自我调适。保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既需要动员围绕在大学生个
体周围的所有社会资源，也需要大学生个体的自我负责、 自我保健。 大学生缺乏自我保健意识， 就
会排斥外界的教育和干预； 大学生缺乏自我保健能力， 出现心理困扰， 就会束手无策， 只能默默承
受，苦苦挣扎，反而加重心理问题。所以，培养大学生的自我心理保健意识和能力非常重要。 大学
生要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的基础知识 ，树立心理健康的普遍意识， 积极参加心理健康自助、 互助组织
和活动，努力提高自身心理健康维护能力和自我调控能力 ，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
其次，心理育人要融入高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资助育人、
组织育人等其他九大育人体系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一线辅导员、 专任教师、 行政人员、 后
勤服务人员、学生朋辈群体及学生个人的工作、 学习、 生活中， 做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 反复提出： “推动全体教职员工把工作的重音和目标落在育
人成效上，切实打通 ‘三 全 育 人 ’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形 成 可 转 化、 可 推 广 的 一 体 化 育 人 制 度 和 模
式。”① 为此，全体教职员工之间应该形成整体统一的认识 ， 既要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专长出发， 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又要衔接配合，优势互补。 如辅导员、 班主任、 任课教师提供更多情感性
支持，给予学生尊重、理解和关心； 财务、后勤、 医院提供更多工具性支持， 提供财力帮助、 物质
资源或所需服务； 学工部门、本科生院、研究生院提供更多信息性支持， 通过建议或指导的形式提
供相关的信息以帮助个体应对当前的困难 。 总的说来， 全体教职员工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参与者，
尤其是高校教师，他们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不能局限于专业
知识的传授，还要延伸到培养学生正确的 “三观 ”、 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质和积极的人格特质，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上来。为此，高校教师就有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知识的学习， 从教室
走向学生宿舍，从课堂理论讲授走向课外谈心交流 ，发挥高校教师 “以高尚人格感染学生， 以真理
力量感召学生，以科学信仰激励学生，以仁爱之心成为学生所喜爱之人 ” 的独特的育人作用。
最后，心理育人要走出校园，建立社会支持联动机制。 心理疏导是一个系统工程， 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状况不仅受到自身心理成熟度的制约 ，也会受到家庭、 学校、 社会以及政府等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相应地，心理育人就不应局限于校园，而应走出校园， 整合社会资源， 建立社会支持的联动
机制。22 部委联合下发的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 》 明确提出，心理健康服务的其中一
条基本原则是 “党政领导，共同参与。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 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的领导责任，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 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单位、 家庭、 个人尽力尽责。”② 当
前，建立家校联盟、政府社区联盟必不可少。我们可以依托工青妇等群众团体、 文教体卫等职能部
门、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建立社区工作站，下设心理辅导室，配备社会工作者和心理服务人员，
协调组织志愿者，对部分心理困惑的大学生进行心理帮扶、 思想道德和法治宣传教育， 并通过社区
公益活动等方式，鼓励大学生参与社会服务，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从而打破对 “小我 ” 的执
念，敞开胸怀，服务社会，造福他人，这一方式对恢复心理健康、提升心理境界有非常有效的作用。
总的说来，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的支持网络中， 学校是主导， 能够对社会和家庭进
①
②

http： / / www．moe．gov．cn / srcsite / A12 / s7060 /201712 / t20171206_320698．html．
http： / / www．nhc．gov．cn / xxgk / pages / viewdocument．jsp？ dispatchDate = ＆staticUrl = / jkj / s5888 /201701 /6a5193c6a8c544e59735389

f31c971d5．shtml＆wenha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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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引导和渗透，对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如果学校能主动思考、 配合、 引导， 帮助家庭、 社会和政府
实现四大支持主体的同心协力、多元协同、动态协调， 保证疏导方向的一致性、 力量的互补性、 配
合的严谨性、时空的统一性，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那么心理疏导必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总之，新时代的心理疏导 “应该跳出个案心理治疗和个体心理发展的微观视角 ， 把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宏观历史变迁 、大学生整体心理发展变化以及整体社会发展背景下来思考问
题”①，立足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从关注心理层面逐渐扩展到关注思想层面 、 道德层面、 价值观
层面，从解决心理问题逐渐扩大到挖掘学生心理潜能 ， 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提高学生应对人生各种困难、挫折、风险的意志和能力， 最终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江光荣： 《心理咨询的理论与实务》，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2］ 孟万金：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 年。
［3］ 陈丽云等主编： 《华人文化与心理辅导》，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2 年。
［4］ 贾晓明等： 《网络心理咨询理论与实务》，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 佘双好： 《心理健康教育何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 年第 3 期。
［6］ 景怀斌： 《传统中国文化处理心理健康问题的三种思路》，《心理学报》2002 年第 3 期。
［7］ 蔺桂瑞： 《学校心理咨询中的价值观教育》，《教育研究》2001 年第 12 期。

（ 编辑： 刘曙辉）
（ 上接第 77 页） 产党人的光荣称号。”② 这番话十分清晰地阐明了 “远大理想 ” 与 “共同理想 ” 的
关系，也强调了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重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现阶
段的具体体现。远大理想 （ 或最高理想） 为共同理想提供方向指引， 共同理想为远大理想奠定现实
基础，从根本上讲，二者有着共同的本质和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基本内涵具象化为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获得了更为感性现实的呈现和具体清晰的表达 。 因此， 民族复兴之梦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结合， 是人类解放理想在
新时代中国的阶段性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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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vements，which has showe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mpressively．
The advantage shows itself mainly in seven aspects．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supreme aspect，which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that determine others． Ensuring people as the master，and guaranteeing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constitute the political one． Ｒealizing the sound and fast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in economy，and giving equal consideration to
efficiency and equity are the economic one． The vitality bestowed o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resul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to Marxism is the cultural one． Carrying out the mass line with people as the subject to form the powerful ability of social mobilization is that of social power．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m constantly and exerting its practical power is the theoretical one． And reinforcing the Party’
s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as a ruling party and forming the perfect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bility
are tha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Double Transcendence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o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It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Gong Shaoqing
Western countries often classify the system of multi － 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s “one －party system”，“party －state system”and “authoritarian system”，which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This kind of misunderstanding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of western scholars，and also closely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China．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embodies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scientificity and practical validity，and shows stro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
practices． It breaks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based only on structural relations，the criteria of judging the political party system in wester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lection －democracy”，as well as the principle of scrutiny from others advocated by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thus achiev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o the western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hich has the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political partie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Mei Ping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the new era，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ters the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correspondingly． Thus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ten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hould jump out of the microcosmic perspective of the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curing and saving patients，keep a foothold on the basic task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stick to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unit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moral education，erect the concept of integral health and the educational idea of “three full －
scales”，transform from imported consulting to localized counseling，change the cure that mainly intervenes in
problems into the counseling that educates students through psychological method，turn the face － to － face
communication into the counseling both online and offline，alter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class into the
supportive one in dormitory，make all the members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break through the last mile in education，thus forming the integrative education
system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mode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and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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