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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 ) 以阅读疗法和同伴辅导相结合为例

朱瑞峰,宫梅玲(泰山医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目前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趋严重。本文探索了切实可行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在大学生中实施心理健康

教育,对解决其心理问题, 培养合格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 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相结合的方法,是对大学生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的较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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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大学阶段受到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影

响,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日趋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大学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许多高校的共

识。为此,不少高校相继设立了心理咨询机构,但

由于心理医生人手太少, 设施不完备,措施不得力

以及大学生对心理咨询认识不足等原因,心理咨

询工作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实践证明,心理医

生/坐诊式0服务方式不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的实

际,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学生的需求。大多数学生

的心理问题属于发展性问题, 是伴随学生心理发

展阶段和交往范围扩大而出现的普遍性问题, 通

过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其心理发展和成熟这些问

题大多可自我解决, 只有少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

发展为心理疾病,需要对其开展系统的心理治疗。

据此,有专家指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同于咨询

和治疗,而是一种服务,是帮助所有学生健康地成

长和发展,它是面向全体学生的。0[ 1] 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必须得到大学生的认可和参与,才能收到

预期的效果。找到大学生心理问题求助解决方

式,然后再根据他们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因势利

导,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为此,我们对部

分大学生进行了/大学生心理困扰求助解决方式

的调查0, 结果发现: 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在提

供的十几种求助方式中,求助量列前两位的是知

心朋友倾诉法和阅读疗法,而求助心理医生、辅导

员的人却较少。[ 2]这项调查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

大学生有了心理问题一般不愿求助心理医生和辅

导员,知心朋友倾诉法和阅读疗法深受大学生的

喜爱。我们尝试实施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相结合

的方法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

1  成立阅读治疗研究小组和同伴辅导试点小组

凭借医学院校有心理医生, 且部分图书馆员

具备医学知识的优势, 泰山医学院把阅读疗法引

进校园。首先,成立了由心理医生为指导,图书馆

/阅疗研究0馆员及学工处、大学生心理协会、院报

编辑部负责人参加的阅读治疗研究小组。小组成

员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进行分工、配合。其次,在

图书馆设立藏书结构独特、环境轻松优雅、管理独

具特色的阅读治疗阅览室,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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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顾虑和环境压力的心理健康教育场所,重点

加强心理书刊目录、索引和专题文章的推荐介绍

工作。第三,从大学生心理协会成员及宿舍舍长

中,选拔出热爱这项工作的同伴心理辅导员并对

其进行专门培训。由心理医生对他们开展心理卫

生知识讲座,重点讲解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种

类、起因及心理保健知识,常见的心理疾病的主要

症状、典型病例和预防措施,传授心理辅导的方法

和技巧,并根据林博士小组辅导的小组长原则,要

求同伴辅导员必须具备同感、尊重和真诚三要

素。
[ 3]
图书馆阅疗研究员进行阅读疗法讲座, 介绍

阅读疗法及其作用、优点,提供有助于解决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书刊。从而使同伴心理辅导员既具备

心理卫生知识, 又熟悉阅读疗法。

建立以宿舍为单位的同伴辅导试点小组。小

组辅导理论告诉我们: /在小组辅导中任何技巧都

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安全而温暖的环

境0。[ 4] 同宿舍的同学之间朝夕相处, 相互了解,无

话不谈, 他们的组合是最理想的同伴辅导小组。

为此,学院以心理辅导小组成员所在宿舍为单位,

成立了阅疗同伴辅导试点小组。在阅疗研究小组

的督导下,小组心理辅导员定期向舍友发放心理

咨询类书刊,带动大家学习心理知识,讨论心理问

题。通过学习、讨论, 同学们发现, 心理问题人人

都有,心理期刊中一个个典型病例分析,仿佛就是

在解答他们自己的问题。于是, 他们对自己的心

理问题不再避讳,敢于向舍友倾诉,积极寻求同伴

帮助。同时对阅读疗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发挥同伴辅导员的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

小组心理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一员, 能够及

时了解同学们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需求,并反

映给阅疗研究小组, 又能把阅疗研究小组编制的

心理书刊目录及相关文献索引及时反馈给同学,

起到了桥梁作用。如, 某小组辅导员报告了一个

因过度自卑和学习压力大而产生轻生念头的大学

生,我们首先请心理医生给他进行咨询治疗, 针对

心理医生的诊断,我们为他开出了/书方0,并指派

了一位小组辅导员经常陪他聊天, 进行心理疏导。

通过三个月的同伴辅导与阅读治疗, 他逐渐缓解

了心理压力,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并敢于把自己的

心理问题讲出来与老师、同学一起讨论,还教育其

他同学正视心理问题,不仅解除了心理障碍,而且

还带动同宿舍的同学经常阅读心理期刊,休闲读

物来排解忧烦。一大批有交际困难的学生从5交

际与口才6、5演讲与口才6和5卡耐基交际大全6中

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许多因恋

爱而苦恼的大学生从5心理医生6杂志中的/当代

大学生的恋爱、性和婚姻0的大讨论中受到启发,

正确地对待恋爱中的起伏和变化。5给你的学习

装上核动力6一文 ( 5心理与健康62001 年第 3

期) , 使许多厌学的学生找到了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等等。大学生普遍认为: 阅读疗法是实用性强、操

作性强的心理治疗方法。

骨干的带动作用使得同伴心理辅导和阅读疗

法遍地开花,有了一定心理知识和阅读治疗心得

的大学生,相互之间能自觉地进行同伴辅导和阅

读指导。每当遇到困扰问题,找一位知心的同学

倾诉一下,或得到帮助排解,或得到朋友推荐的相

关心理书刊或文献索引。彼此之间富有同感的了

解,无所顾及地交流,真诚的帮助,对于大学生解

除焦虑、走出孤独,克服自卑, 树立信心有直接的

作用。这种互助、互感作用, 有一种的巨大辐射

力,从刚开始在大学生中选拔到人人能当心理辅

导员,甚至有的同学把阅读治疗辅导工作做到本

市其它高校的同学中去,他们把外校急需心理帮

助的同学、朋友带到了我们的阅读治疗阅览室求

助。这一可喜变化, 反映出大学生经过同伴心理

辅导和阅读治疗,心理保健意识在不断提高。

3  突出阅读治疗研究小组的关键作用

在整个阅疗辅导过程中, 阅疗研究小组始终

是核心,除了开始的组织、培训、发动工作外,还与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共同设立阅读指导网

站,对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如人际关系、恋爱、

学习、就业、性教育等方面设立了专题目录索引,

收集了近五年的相关文章提供给大学生阅读。同

时利用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站、院报等宣传工具,

进行广泛的宣传。阅读治疗研究员的凝聚作用和

督导作用逐渐突现。阅读治疗阅览室是大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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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交流的重要场所,又是阅疗辅导活动的中心,

每天都有小组心理辅导员来反馈信息, 汇报工作,

也有不少参加阅读治疗的同学来倾诉苦恼,寻求

指导。这里开设的大学生心理咨询回音壁和读者

论坛,吸引着大批的学生注目或参与。我们在得

到学生信任的同时, 又能及时了解到他们不同时

期心理问题的多发症和阅读重点, 从而为制定下

一步的小组辅导计划和阅读指导文献索引提供了

依据。与学生的交流也使我们能不断发现小组辅

导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和问题, 如有的小组辅

导员工作方法简单, 忽视了保密性,伤了帮助对象

的自尊心,引起误会;有时为匿名求助者提供的辅

导资料无法送达等等。对于出现的问题,阅疗研

究小组及时商讨对策, 予以补救、改进, 并对有关

人员进行方法指导。对小组辅导员遇到的特殊心

理问题求助,则一般需要经过阅疗研究小组会诊

后,制定出最佳方案,再提供给他们。例如, 一位

小组辅导员收到一位因同性恋而痛不欲生的大学

生发来的匿名求助信, 非常惊讶, 不知如何是好。

阅疗研究小组意识到问题的特殊性, 所以首先请

教了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具体指导下,创办了

同性恋专题宣传栏, 讲述同性恋的概念、种类、国

内外对同性恋的态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推荐同

性恋问题研究专刊5朋友6杂志和图书馆有关同性

恋问题的专题书目索引,并提供了同性恋研究专

家的网址,让患者在网上直接与专家交流。经过

一段时间的 / 阅疗0后, 该生心理问题得到了

缓解。
[ 5]

当阅疗辅导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后,研究小组

又及时组织同学交流阅疗心得, 让大家谈谈自己

通过阅读哪些书刊或文章,解决了什么心理问题,

以自己的亲身体会, 现身说法,影响和带动周围的

同学,并鼓励阅疗中收获大、效果好的同学撰写心

得体会,在阅览室创办/读者论坛0专栏,每月推出

一期大学生的阅疗体会墙报, 同时将优秀文章,推

荐到院报发表,使更多的同学受到启发教育。可

见, /阅疗0研究小组的督导作用,是这项活动健康

发展的重要保证。

4  效果检测和评价

为了检验我们开展的同伴辅导下阅读疗法的

效果,我们选择同一年级的两个班, 共 88 名大学

生,进行了阅疗前后的对比实验。阅读治疗前,首

先,让他们如实填写自己存在哪些心理问题的调

查表,并写上真实学号,以便阅疗后进行对照。对

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集体阅读辅导,

对特殊的心理问题,进行一对一的阅读指导。试

验时间为三个月。三个月后再填写心理问题调查

表,经统计后做出前后对比,结果显示: 同伴辅导

与阅读疗法结合在解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有效

由高到低依次为人生目标不明确 94%、心烦焦虑

81%、孤独 81%、忧郁悲伤 76%、性困惑 76%、自

卑 75%、厌学 67%、恋爱苦恼 63%、交际困难

61%、就业压力 41%。
[ 6]

同伴辅导与阅读疗法相结合解决大学生心理

问题,已作为泰山医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

式在大学生中普及。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大学生

有了心理问题不再恐惧、怕人,一般能够正确对待

并及时寻求同伴帮助或读书解决, 问题严重者也

不再避讳看心理医生。因而,严重心理障碍的发

病率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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