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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亟需社会组织介入
� � 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10
年至 2020 年全球儿童心理疾患
将增长 50%。 而在我国， 最近几
年，校园欺凌、学生自杀、亲情缺
失等关键词也频频见诸报端。

关爱农村中小学生需要从
物质帮扶延伸到心理精神层面，
这已经成为包括公益组织在内
的社会爱心力量的共识。 但究竟
该如何设计实施公益项目，去长
期、可持续地改善孩子们的心理
健康状况呢？ 目前并没有多少成
熟的经验。

针对这一问题，1 月 13 日，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和二十一
世纪教育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一
次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
讨会，邀请中科院、北京理工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开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此
展开了研讨。

“我要把人类给毁灭”

“我会发现大学生的心理问
题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小学，特
别特别期待中小学生能够把心
理健康这份工作做得好。 ”谈到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南开大学
周恩来管理学院副教授蒋建荣
颇为感慨。

曾经的一次心理咨询经历
让她记忆深刻。“有一个咨询对
象成绩特别好，考的是非常好的
大学的生命科学专业。 他表示将
来要出国读博士，做研究。 让人
觉得特有上进心，但我问他将来
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出国？ 他说
将来要发明一种细菌，要把人类
给毁灭。 ”

蒋建荣听了之后特别震惊，
问他是什么原因有了这样的想
法。 最初的起源居然是上小学上
初中的时候，别人都有爸爸妈妈
接，他没有。

“有的时候仇恨也可以推动
一个人在他的人生成果上有所
建树。 但他们将来在学业上的建
树越强， 社会受到的伤害将越
大。 ”蒋建荣强调。

尽管这样的案例只是个案，
但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无疑
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可估量
的影响。 而这一时期人的心理正
处于矛盾动荡期，“他们是一群
令许多成人觉得惶恐与困惑的
孩子,想放手却放不下心，想参与
却不得其门而入。 ”华东师范大
学心理系客座教授、心理学博士
杨青强调。

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党委书记乔志宏介绍，很多研究
都发现有 15%到 20%的青少年
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

而学龄人口减少和大规模
城市化进程导致的撤点并校、留
守儿童等情况则加剧了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方面是越来
越多的农村家长自己出去打工，
孩子无人看护；另一方面学校离
家远，只能寄宿。

“青少年跟家庭脱离，被放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是很不安
全的，对他的心智情感各方面都
是很不利的。 ”北京理工大学教
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表示。

“60%的留守儿童都有焦虑
体验，非留守儿童只有 25%。 超
过五成的孩子有抑郁情绪，而
非留守儿童只有 17%。 留守对
孩子的情绪影响非常大。 孤独
感也很明显，孤独感、自责、安
全感缺失这些方面， 留守儿童
都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 ”乔志
宏表示。

“除此之外，他们都笼罩在
另外一个更大的不利因素当
中———遍及城乡的应试教育。 应
试教育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人
格发展等都有很大的影响。 ”杨
东平强调。

行动已经在展开

青少年尤其是农村中小学
青少年存在的心理问题，已经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开始提
出措施，进行预防和改善。

政府方面，2014 年教育部下
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
德育工作的意见》， 要求有条件
的学校要设立中小学心理辅导
室，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2016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
意见》提出，支持和指导中小学
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
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及早
发现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
为。 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中科院心理所则向民政部
申请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援
助长期项目。 据乔志宏介绍 ，
项目同时关注留守儿童、学校
教师、在外的父母和他们在当
地的监护人四个方面。 项目在
山西、安徽、贵州、云南和四川
建立了示范点，设置了心灵小
屋 ，有游戏活动区 、亲子互动
区，还有放松区、能力提升区，
阅读区。

很多社会组织也在行动。 北
京丰盛公益基金会就将目标聚
焦在“6~16 周岁”群体心理健康
问题上， 设计了包括心悦课堂、
心悦阅读、心悦教师奖、心悦奖
学金、心悦互动乐园在内的专注
学生心理健康的心悦行动。

“在帮助解决中小学生学习
生活困难的同时，重点帮助他们
解决心理上的问题，给他们营造
一个阳光向上的学习成长环
境。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高文柱表示。

被标签化、 污名化的留守
儿童

真正行动起来，参与者们发
现，实施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项
目并不容易。

首先是人的问题。 据高文柱
介绍，为了实施项目，基金会进
行了大量的调研，“我们了解到
农村的心理教育非常薄弱，在对
贫困县的走访中，很多地方提到
县里没有专业的心理老师，虽然
要求配备心理老师，但很多都是
政治老师、体育老师兼的。 ”高文
柱表示。

其次是理念问题。 解决心理
健康问题的措施本身不应该再
次带来心理伤害。 但很多无意识
的行为却会导致这一后果。 例如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已经有很多
人担心“留守儿童”这一称呼被
标签化、污名化。

“留守儿童实际的处境并不
都那么悲惨，因为他们家长在外
面打工，家庭经济能力还是比较
强的，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要聚
焦，聚焦到最危险、最困难的人
群。 ”杨东平强调。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研究
员张兴利则表示：“心理学有一
个概念叫预言的自我实现，我们
会给他一个标签，反而让他更容
易作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留守儿
童和父母外出工作儿童两个概
念，留守儿童会让人产生自卑孤
独的印象，而父母外出工作儿童
的评价则是比较独立、不是很愿
意打开心扉。 这种语言带来的印
象往往会加剧孩子的消极倾
向。 ”

再次是本土化的问题。 导致
孩子心理问题的原因因地、因人
而异，即使是正确的理念，也需
要本土化。 而目前这方面还处于
拓荒阶段。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
为了对老师进行培训曾寻找过
相关教材，“很难找到合适的培
训教材。 ”基金会秘书长张世杰
表示。

探索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面对种种困难，社会组织究
竟该怎样做？ 避免单打独斗，探
索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成为专家
们的共识。

第一，“要在国家制度建设
背景下来定位基金会或者项目
应该怎么做。 ”中国青年政治学
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
表示。 可以争取国家在儿童福利
方面的试点项目，配合国家政策
的推进。 目前国家通过政府购买
社工服务在社区里面开展儿童
和家庭服务，“心理和社工可以
互相配合。 ”童小军强调。

施建农则认为：“基金会很
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探索解决
社会的问题的同来创设一种模
式，让这种模式更有效的为社会
服务，为国家提供一些建设性的
建议。 ”

第二，要调动学校、老师、
社区的积极性， 培养能够留得
下来的力量，构建关爱体系。 首
先，“能够让当地财政出点力，
也许是最好的方式。 ”张兴利表
示， 她认为要让校长看到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让当地
各个学校乐于加入， 才能可持
续性。

其次，就地取材，培训当地
的人。“我们走了之后还能有一
批队伍能够做这件事情，是保障
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张
兴利强调。 通过培训可以让老师
的水平提高，可以把真正感兴趣
也愿意为孩子服务的老师留下
来。

再次，要突破学校的地域限
制，考虑到社区、家庭在儿童心
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家长和学
校究竟怎么形成一种互相支撑
有机的关系，这个是非常值得探
讨的。 ”乔志宏表示。

第三， 要建立三级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 在乔志宏看来，有
些被严重欺凌的、 有创伤的孩
子，课堂已经解决不了，必须得
有一些有治疗性的心理治疗，
甚至是儿童精神科医生的参
与，这是第一级；有一般心理问
题的需要个别辅导， 这是第二
级；开展预防保健的，这是第三
级。

乔志宏建议：“如果学校体

系内很难做到，我们可以尝试在
在一个学区内资源共享，相近几
个学校人员队伍共享。 一拨人专
门针对这个地区的孩子开发课
程、活动、训练；一拨人专门聚焦
于解决出现的问题；还有一拨人
就是帮助学校做家长监护人教
育。 ”

“社会组织可以以一个乡为
试点，帮助几个学校组建一支队
伍，就服务这几个学校，开展不
同层次的工作， 持续两三年下
来，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创新的机
制和创新的服务。 ”乔志宏表示。

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将理论、 方案落到实处，需
要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为此，北
京丰盛公益基金会发起成立了
心悦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专门
开展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方向的
公益项目不仅要有稳定的资金
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科
学严谨安全高校的理论体系作
为支撑。 ”张世杰强调。

据张世杰介绍，中心由基金
会全额资助，将邀请来自中科院
心理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等专业院校的专家，
以青少年群体成长环境的打造、
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的创新以及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等方面作为工作核心，开展课程
研发、教材编撰、人才培养以及
项目评估， 学术交流等工作，以
支持包括心悦行动项目在内的
相关公益活动， 实现专业化、科
学化、 系统化和个性化发展目
标，全面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水平。

“我们致力于改善援助地区
的心理教育现状，希望探讨出一
条适合农村贫困地区心理教育
的模式，编写出一套教材，争取
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全国推
广。 ”高文柱表示。

� � 1 月 13 日，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讨会召开。 中科院、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此展开了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