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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况  

•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定位     

•     我校从2002年开始系统实施心理健康教育，

随着心理健康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学校以关注

师生心理健康为落脚点于2009年前后逐步形成了

沿用至今的学校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 

•    我们的办学理念是“对每个学生负责，助每个

学生成功”。   



•   “身心健康之责”的主要实现途径之一就是“心理健康教育”，

而根据2012年修订的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心

理健康教育”六大主要内容同时涵盖了“学习进步之责”、“人格健

全之责”、“个性发展之责”、“社会担当之责”。因此，心理健康

教育理念从整体上引领我们形成并实现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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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地我们把育人目标定位为：培养基础扎

实，特长突出，热爱生活，心理健康、有较强学

习能力，在学业、生活、交往、特长和未来职业

上能不断进步与成功的毕业生。 

•     在以心理健康理念为引领的办学理念和育人

目标基础上，我们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定位

为“以积极生涯发展为成功与幸福奠基”。 

•     我们以积极心理学为取向，站在生涯发展的

角度助力学生的成功与幸福，实现办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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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做法 

• 1.根据国家政策制定学校规划 

•     我们根据国家政策制定了学校“十二五”

心理健康教育发展规划和每学期工作计划，在

全面开展心育工作基础上，突出“积极生涯发

展”的目标，每学期进行工作总结及规划达成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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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健全心育工作机构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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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善心育工作制度 

•     学校建立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制度、岗位
职责、心理咨询与转介制度、档案管理要求、
危机干预制度等，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监
控和评价做出了规定。 

•     制度规定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小组每学期召
开2次专题工作会议，心理教研组两周教研活动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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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善心育工作制度 

•     制度中规定心理教师按照最低500：1标准配
备，应具有心理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享受班主任
工资待遇和职评优先，各项工作计入正规课时。 

•     心理教师每学期要参加80课时以上市、区、
校三级培训。班主任、兼职心理教师、全体教师
的心理知识培训每学期不少于40、60和20课时。 

•     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每年投入20万以上，每两
年以“积极生涯发展”为特色，申请市、区专项
经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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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高质量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     以心理学、教育学原理为指导，以教育部最
新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北
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纲要》为依据，
我校编辑了《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纲要》和《
心的探索——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校本教材》。 

•     根据课程纲要和教材，我们在初、高中各年
级均开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每学期不少于12
课时，为学生提供科学、系统的心理知识和有效
的心理训练。教材于2013年5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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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构建团体心理辅导融入式主题班会课程 

•     我们在初、高中各年级每学期均安排了4节左
右系列的团体心理辅导融入式主题班会课程。 

•     该课程内容与我们的“生涯教育的系统实施
”、“积极心理学取向的心理活动课研究”紧密
相关，突出“积极生涯发展”的特色。 

•     团体心理辅导融入式主题班会研究被立项为
区规划课题并刚刚顺利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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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创新心理咨询与辅导工作 

•     学校投资200万元建有共120平方米的个别辅
导室、团体辅导室，学校有心理拓展训练的设备
和空间。 

•     心理教师在专业培训中不断学习萨提亚转化
式系统治疗、沙盘游戏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等
技术，对学生、教师和家长进行个别咨询、团体
辅导、网上咨询和心理训练。近三年，月平均辅
导3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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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做好心理健康普及和文化建设 

•     心理教研组每学期开设面对学生、教师、家长的心

理健康培训或讲座各1次以上，每年5月25日前后举办“我

爱我”心理健康周活动，2015年已为第十一届。 

•      心理健康教育骨干队伍率领学生心理社团利用宣传

栏、校园广播、微信、网络等宣传心理健康知识。 

•     学校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合作，近五年，10余位专

家走进校园，而我校心理教师被聘为区教委、法院、检察

院心理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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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心理
宣传活动周 



• 8.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学科渗透 

•     学校倡导全员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在积极学

习品质训练、学科学习与生涯发展方面重点进行

学科渗透，指导学生应用心理知识享受高中的学

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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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经验 

•     课程是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载体，对于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来讲，课程建设尤为重要。 

•     然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往往面临诸多具有挑战

性的现实问题，如： 

•    怎样在课时紧张的状态下坚持课程建设和课程实施？ 

•    怎样在初高中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打破学科课程、专

题课程、实践课程之间的壁垒，打破课内外、校内外的壁

垒，开设具有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    怎样安排和扩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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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的基本观念是：宽视野、多形

态地开设心理健康特色课程。 

•     所谓宽视野是指树立大课程观，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绝不仅限于在教室内完成的专题课时，要统筹利用班会

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社团活动、校本课程的课时，

开设不同内容、不同形态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     所谓多形态是指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打破学科、教

室、校园、时间、空间以及教育者的边界和局限，呈现

出更加丰富的样态，表现出更加多元的学习方式与教学

方式，体现出主题式单元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

互联网课程等形态的统整。 



• （一）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 

•      我们制定了融入“积极生涯发展”特色的

心理课程目标、内容体系，完成了用“积极生涯

发展”的特色统合探索自我、和谐人际、高效学

习、情绪调适、生涯规划、快乐生活，6大类课

程的目标，使整个心育课程体系更具连贯性、一

致性，体现学校独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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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目标 

解释 
心理 

课程 

初级目标 

积极心理品质目标 

主观幸福感 

五大主题 

积极能力 

品质 

积极个性 

品质 

积极情绪的 

培养 

培养愉悦、欢喜、入迷、

温暖、舒适等感受。其
重要因素是幸福感和生

活满意度。对积极情绪

的主观评估主要是现在
的感受。 

情绪调

适课程 

理解 

逻辑思维 
审美 

自制 

审慎 
感恩 

乐观 

投入状态的 

激发 

完全沉浸在吸引人的活

动中，时间好像停止，
自我意识消失。集中全

部注意力，运用全部认

知和情感资源。对投入
状态的主观评估通常是

靠问题。 

高效学

习课程 

洞察力 

创造力 
幽默 

乐学 

勇敢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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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目标 

解释 
心理 

课程 

初级目标 

积极心理品质目标 

主观幸福感 

五大主题 

积极能力 

品质 

积极个性 

品质 

良好人际 

关系的构建 

自己和他人都很重要。

帮助他人、感知他人的
需要、情感，与他人沟

通，形成良好的人际关

系。 

和 谐 人

际课程 

团队合作 

洞察力 
理解 

领导力 

幽默 

真诚 

友善 
自制 

活力 

有意义目标 

的确立 

归属于某些超越自我的

东西，并为之奋斗。意
义并非单纯的主观感受，

因历史、逻辑、立场的

不同意义会不同。 

探 索 自

我课程 
  

生 涯 规

划课程 

逻辑思维 

洞察力 
理解 

创造力 

乐观 

宽容 
信念 

审慎 

自制 
坚持 

谦虚 

成就体验 

的营造 

追求成就、成功、胜利、

成绩和技巧等。 

高 效 学

习课程 
  

快 乐 生

活课程 

逻辑思维 

洞察力 
理解 

领导力 

自制 

审慎 
勇敢 

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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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经验 

• （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的开设 

•     6大类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生涯规划课程

是我校特色心育课程。 

•     按照宽视野、多形态的课程建构基本观念，

我们建构了三大类生涯规划课程，它们是：生涯

教育基础课程、生涯教育综合实践课程和生涯发

展自我管理课程。 



生涯教育
基础课程 

生涯教育
专题课程 

生涯教育
主题班会

课程 

生涯教育
综合实践

课程 

经济生活
实践课程 

生涯教育
研究性学
习课程 

学生公司
课程 

人文科学
社会实践 

政治生活
实践课程 

自然科学
社会实践 

生涯发展自我管理
课程 

生涯发展学科
渗透课程 

潜能挖掘校本
课程 

专长展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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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调查 

课堂实 

 （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的开设 

1．生涯教育基础课程 
    （1）生涯教育专题课程 
    生涯规划专题课程在传递生涯规划知识、技能
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初高中非毕业年级以
校本必修加选修的方式开设，完成了北京市地方教
材《初中生涯规划与管理》、《高中生涯规划与管
理》的教材实验，实现了中学阶段生涯教育的系列
化、序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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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必备知识与学生需求之间找

到适宜的结合点，我们在课程设计中

都要通过调查法了解学生生涯规划方

面的发展现状和需求。  

课前调查 

教学设计 

课堂实施 

课后延伸 

       教师注重课堂情境创设，让学

生体验自我反思、团体互动、人

职匹配的各种情境。 

          学习方式侧重在实践中

感悟，在训练中成长，在体

验+感悟、道理+训练的基础

上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教

师安排生涯发展能力训练，

训练学生的反思能力、预测

能力、计划能力、目标分解

能力和行动力。  

     教师让学生留下

课堂活动的印记，

并且使课堂活动在

课后得到延伸。例

如“每课的学习与

成长记录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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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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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未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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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调查 

课堂实 

 （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的开设 

1．生涯教育基础课程 
    （2）生涯教育主题班会课程 
    生涯发展主题班会课程做到了面向全体学生、
覆盖全体学生。 
    这类课程与学生现实的班级生活相联系，讨论
的内容更加结合个人实际，体现出个性化的特点。 
    而且此类课程的内容由学生主动选择和设计，
发挥了朋辈辅导、相互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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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梦与我的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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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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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的开设 

2．生涯教育综合实践课程 

    体验是综合实践活动的核心词，选择源于了

解，而最好的了解途径莫过于亲身体验，在教师

指导下有目的的去体验、反思，是学生将所学转

化成内在智慧的必要条件。 

    生涯教育综合实践课程就是一门多样态结合

的生涯角色和历程的体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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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 

经济生活社会实践 
政治生活 
社会实践 

自然科学 
社会实践 

人文科学 
社会实践 

          生涯规划是一件个性化极强的

事情，只有学生自主、自愿的去选择，

规划技能和知识方能派上用场，为了

增加生涯教育对学生的适应性，我们

引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领域

开展研究性学习。  

    学生选用调查法、观察法对各类

职业和从业者的胜任特征、价值观进

行了研究。 

        《学生公司的管理与经营》课程中，同学们以

模拟召开校园生态公司年会的形式，分角色扮演总

经理、部门经理等，提出订单式销售、连锁销售和

公益捐助等未来发展策略。  

             政治学科通过“时事报

社”、“模拟联合国”等学科

活动和课程锻炼学生多方面的

职业能力。  

            化学、生物等学科通

过“节能减排设施开发”、

“生物技术实践”等课程引

领学生体验市场调研、记者

采访、经费论证等工作的具

体内容。  

          地理学科通过“旅游资源开发”、“天文

科技活动”等课程引领学生了解不同的职业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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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学生公司的管理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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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联合国课程中学生体验政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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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做节能减排设施市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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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健康教育特色课程的开设 

 3．生涯发展自我管理课程 

    生涯发展自我管理课程是指：学生根据自我

探索、环境探索和初步的生涯规划在高中阶段为

选择未来奠基的知识获取、技能训练和潜能开发

课程。这些课程包含以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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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需要在这类课

程中完成的生涯发展

自我管理任务是：制

定高中学业发展规划

和学期学习计划，学

会应用学科学习策略

提高学业成绩。 

  学生需要在这类课程中

完成的生涯发展自我管

理任务是：深入发展个

人的兴趣和能力，获得

未来发展方向相关领域

的知识、技能，培养一

些专业和职业素养。 

      学生需要在这类课

程中完成的生涯发展自

我管理任务是：利用实

践平台，展现个人的专

长，获得生涯发展中的

成功经历，获得选择未

来的自信。 

潜能挖掘校本课程 专长展示课程 生涯发展学科渗透
课程 

高中必修课程中均会渗
透学科与未来专业、职
业的关系；学科学业规
划；学科学业发展指导
等生涯教育的内容 

这类课程以校本选修课程
为主，包含科技类课程、
艺术类课程、体育类课程、
文化类课程、经济类课程、
操作制作类课程、社会探
索类课程。 

这类课程主要包括学校社
团活动、科技节及科技竞
赛、英语节及英语竞赛、
艺术节及艺术比赛、汉字
与诗词大赛等。 

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经验 



    总结我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各类生涯规划课程： 

    生涯教育基础课程面对全体学生，排入正式课表，由专

兼职教师承担，传授生涯规划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生涯教育综合实践课程面对个性化需求，允许学生自主

选择和构建，特色在于亲历和体验，以创设真实的生涯发

展环境为核心，以学科学习、研究性学习、社团活动、社

会实践为载体； 

    生涯发展自我管理课程面向高中生活，指导学生规划、

监控、调节高中学业，是学生为实现个性化的生涯发展目

标而进行的自我提高的历程。 

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经验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果和成效 

• （一）科学研究上水平 

•    我们在“十二五”期间，主持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市

规划课题1项，参与市规划课题4项；主持心理健康教育

方面区规划课题2项，参与区规划课题2项。 

•   2013年，我们的成果《高中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研究》

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    同年，我们结合“积极生涯发展”特色，申报立项

了市规划青年专项课题“积极心理学取向的高中心理健

康教育活动课研究”。 



• （一）科学研究上水平 

•     有关“积极生涯发展”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成果。

其中包括： 

•    《高中生积极心理品质调查问卷的编制》等12项市一

等奖；《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实施》等19项市二等

奖；《放眼未来 规划自我》等12项市三等奖 

•    《开发“学生公司”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实施创业教

育》等22项区一等奖；《兴趣与职业生涯规划》等6项区

二等奖 

•     《探索职业世界》等市公开课10节；《通向未来的选

择》等区公开课12节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果和成效 



• （一）科学研究上水平 

•     我校参编了北京市地方教材《高中生涯规划与管理》

及其教师用书，我们参编的《给教师的101条积极心理学

建议》入选教育部《2014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 

• （二）全员心理健康水平提高 

•    通过追踪调查，我们发现师生、家长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提高，对心育工作的满意度也在提高，截止2014年底教

师、学生、家长的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检出率每年降低

3%左右，均低于2.5%，他们对心育工作的平均满意度已经

达到98.2%。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果和成效 



• （三）心育工作影响力扩大 

•     我校心理骨干团队热心公益事业，辐射教育系统和社

区，获得了群众的认可。我们受区党校、业大等聘请，为

社区、物业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讲座；受区检察院聘

请，为检察院、公安局公务员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我们接

受北京电视台《法治进行时》采访，利用心理知识给青少

年的阅读提出建议等。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成果和成效 



• 问一问，人的一生有几天。 

• 算一算，人的一生不过三天。 

• 跑过去的是昨天，奔过来的是明天，正在走的是

今天。 

• 不要忘记昨天，认真计划明天，好好把握今天。 

• 春梦无痕，秋夜缠绵，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 但愿明天，今天已成昨天，我们对得起自己的付

出，真正为学生的成功与幸福奠基。 



谢谢大家！ 

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