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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提到“心理”这两个字，你的第一反应
是什么？



精神疾病？

看透别人的心思？

心理咨询？

神秘的催眠？



为什么同样的一幅图片，人们有

不同的感受呢？

再比如:春天春暖花开，人们纷纷

踏春赏花，可也有人看花落泪



白居易：

《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心理：

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

是生物演化到高级阶段中脑的特殊功能。



案例分析——马加爵事件

 马加爵，1981年5月4日出生，云南大学生化学院生物技术
专业2000级学生，性格孤僻、性情粗暴，爱好打牌、上网
和看黄色及武打录像，2004年2月18日因打脾和同学发生
口角，杀害了同宿舍的四名同学，逃跑后被公安部门抓获。
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处以死刑。

 马加爵智商很高，在学习上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他偏
重于理科，他喜欢学习有难度的科目。这意味着，他和某些
学理科的大学生一样，对于人生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认
识不足，他们往往把人世间复杂的关系当作一种简单的、无
情感反应的关系处理。他从小到大都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中，
他的内心始终是孤独的，他对世界对别人的看法是扭曲的，
他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他的情感细腻，不和别人交
流，极易情绪冲动，大学里，马加爵曾经被忽略的缺陷性格
使他
的发挥受到了限制，他无法被别人接受，他也总是怀
疑别人，积怨也就越深，最终导致他采取极端的手段
进行报复。



请看这几幅照片：



假如他能以宽容的心对待同学打扑克时所说的他
认为瞧不起他的话，丢掉的是什么？留下的是什么？

马将近４年都过来了，假如他再克制一些？

假如马有一些心理保健的知识，能进行心理自我
调节，把心中的委屈向他人说一说？

总之：如果马家爵的心理素质高一些，将会又是
什么的结果？

假如马家爵的同学并不冤枉他作弊，并且不会让
马感到伤心、自卑的话？



一、心理健康——中学生成才发展的
必备素质

（一）心理健康是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心理健康是中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

（三）心理健康是中学生成功发展的需要



（一）心理健康是中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不良情绪易于引发生理疾病和“心身疾病”：

 人在恐惧和悲哀时胃粘膜变白，胃酸停止分泌，
可引起消化不良；

 焦虑、怨恨时胃粘膜充血，胃酸分泌增多，常
导致胃溃疡；

 长期焦虑，愤怒会使血压增高，心脏受损；

 心身疾病起因于不健康的心理。



（二）心理健康是中学生适应社会的
需要

 人的一生就是社会化的一生

 心理社会化是适应社会的基本内容



（三）心理健康是中学生成功发展的需要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有一座潜能金矿，蕴藏
无穷，价值无比。



请你想象一下谁更容易成
功：

A、 IQ高，EQ低；

B、 IQ中等， EQ 高

 美国学者特尔曼提出情绪智商EQ
学说：

 一个人的事业成就20%决
定于智商IQ，80%决定于情商
EQ 。



 只有优异的成绩

 却不懂得与人交往

 是个寂寞的人

 只有过人的智商

 却不懂得控制情绪

 是个危险的人

 只有超人的推理

 却不了解自己的人

 是个迷惘的人



二、心理健康的有关理论

（一）什么是健康？

（三）健康与疾病的关系

（二）什么是心理健康？

（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什么是健康？

WHO对健康的定义：
健康不仅是指身体没有缺陷和疾病，
而且是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的完满
状态。



教学内容

健

康

躯体健康 人体的结构完整，生理功能正常。

心理健康 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矛盾的范围内，
个人心境发展最佳的状态。

道德健康 在稳定的道德观念支配下表现出来的一贯的符合社会道德规
范的行为。

社会适应
良好

能胜任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角色，能立足角色创造性地
工作并取得成就，贡献社会，实现自我。

健康概念四方面
之间的关系

躯体健康是其他健康的生理基础；心理健康与躯体健康相互
作用；以心理健康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道德健康高于单
纯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是心理健康的充分体现，
是健康的最高境界。



1、有足够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应付日常生活和工作压力，

而不感到过分紧张。

2、态度积极，乐于承担责任，不论事情大小都不挑剔。

3、善于休息，睡眠良好。

4、能适应外界环境的各种变化，应变能力强。

5、能够抵抗一般性的感冒和传染病。

6、体重得当，身体均匀，站立时，头、兼、臂的位置协调。

7、反应敏锐，眼睛明亮，眼睑不发炎。

8、牙齿清洁、无空洞、无痛感、无出血现象，齿龈颜色正常。

9、头发有光泽、无头屑。

10、肌肉和皮肤富有弹性，走路轻松匀称。

健康的标准

教学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了健康10条标准：



（二）健康与疾病的关系
健康和疾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
互转化的连续体。

死亡 健康极度不良 健康欠佳

完美康宁 康强健康 良好 正常健康

完全心理不健康 完全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完全心理不健康 完全心理健康



（三）什么是心理健康？

 世界卫生联合会将心
理健康定义为：身体、
智力、情绪十分调和；
适应环境，人际关系
中彼此能谦让；有幸
福感；在工作和职业
中能发挥自己的能力，
过着有效率的生活。



心理健康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高效而

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

教学内容

1、心理健康的涵义



1）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和谐；

2）能适应环境，人际关系和谐；

3）有幸福感；

4）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能高效率的

生活。

2、心理健康的标准

教学内容

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提出的心理健康标准：



当一你拥有自信，情绪积极乐观、意志
品质坚强时，能够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
的潜能。

当你处于自卑、愤怒、抑郁、焦虑、紧
张等消极状态时，人对外界的感知能力
就会下降，从而限制自己潜能的发挥。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21世纪
健康新概念：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
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
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入了“道德
健康”的概念。



 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既各成体系又密切联系。

 正确认识并处理两者关系，实现两者
的双向结合，将能大大提高德育与心理健康
教育的实效性，达到双赢的目标。



三、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区别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施加
政治、思想和道德影响，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或阶级所
需要的人的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给教育对象的心理发展以帮助和启发的过程，是一种技术性服
务，根本指向在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

 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格完善的全面发展的人，但是
其理论依据、包含内容及其实施方法等方面是有区别的。



（一）理论基础有区别



德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

 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学、教育学等为
理论指导。



（二）目标侧重点有区别



德育按社会要求规范个人行为，以塑造
个人完善的道德品行为目标，其教育核心问
题是人生观问题。

 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个人合理的心理需
求，以塑造个人完善的人格为目标，其教育
核心问题是个性的自我完善。



（三）内容有区别



德育内容始终充满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
代感，主要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等内容。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没有阶级性，主
要包括心理卫生、智力发展、人格评定、行
为适应等内容。



（四）学生观有区别



德育把学生当作塑造的对象，在师生关
系上重视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强调教育性。

 心理健康教育把学生当作帮助、服务
的对象，在师生关系上重视平等、民主、尊
重、理解，强调人性。



（五）教育原则有区别



德育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方向性原则，有
明确的是非价值取向。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原则是根据学生
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在尊重学生
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指导、帮助，帮
助学生解决心理矛盾，培养心理能力。



（六）工作方法有区别



德育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评价、模仿、规范等，要求
个体必须接受教育者提供的价值体系、行为模式，“符合”就
予以肯定，“不符合”就予以公开否定、批评惩处等，具有集
体性、公开性特点。

 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要方法是测量、矫正、咨询等，虽然
也有一定的心理健康的参照标准，但这是一个学生主动构建、
改造其心理世界的过程，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本着尊
重、理解、信任、保密的原则，没有对学生的心理予以否定的
权利，具有个别性、保密性特点。



（七）教育后果有区别



德育工作失误或失败，会导致受教育者
思想更加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心理健康教育失误或失败，会导致受
教育者心理问题加重，严重者可能轻生、自
杀、精神分裂



（八）教育者的要求和角色有区别



德育工作要求人人做，德育工作者要居
主导地位，其任务是进行宣传、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要求具备一定心理专业技能的人员
做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处于辅导地位，
主要扮演参谋、顾问、朋友的角色，其任务
是询问、帮助、指导对方



四、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存在着明显的
区别，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主要表现在：



（一）有共同的教育目的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都是学生，
基本职能都是“育人”，都是按照素质教育
的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二）有相互交叉的内容



无论是德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都关注
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方面。

 心理健康教育解决学生认知、情感、意
志、行为心理层面的东西。

 德育解决诸如道德认知、爱国主义情感、
遵守道德观念的意志、文明行为等思想道德
层面的东西。



（三）有互相衔接的职能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才，而健康的心
理是学生成才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德育的前
提。

 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改善学生的心理状况，使
他们保持一种主动接受教育、积极完善自我的良好
的精神状态，从而为他们接受思想品德教育和其他
教育创造条件；而德育通过对学生思想品德的熏陶
和塑造，反过来对学生心理状况的稳定和改善发挥
积极影响，二者协同作用，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学
生的成长。



（四）有密不可分的工作方式



学生的某些思想问题要通过心理教育的
方式配合解决，而学生的某些心理问题也要
通过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帮助排除。



（五）有类似的教育途径



课堂教学、学科渗透、辅导员班主任工
作、社团工作、校园宣传阵地、课外实践活
动、优化校园环境、家校配合、谈话谈心等
是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都可采取的途径。



（六）有共同遵循的教育规律

 先进的教育理念、新型的师生关系、尊
重人的价值、重视个性发展、正面教育为主
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发展，都是德
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共同遵循的规律。



（七）有融为一体的实际操作过程



就学生个体而言，他们的心理问题往往与道德
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必须通过心理健康教
育与德育协同作用、共同进行来加以解决。

 德育工作者必须具有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
技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力量；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者也要懂得德育原理，会做德育工作。



五、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相互作用

 从人的健康的整体论视角来看，人的心理健康
绝不是独立于人的整体健康之外的，它与人的躯体
健康、道德健康、社会适应（此处依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标准）之间始终处于有机的复杂的联系之中。

 各个部分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
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本质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包含、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如果撇开其他部分，而将“心理健康”单独抽
取出来就“心理”本身进行机械的切割划分，“心
理健康”就失去了其应有之义，它已不再是属于
“人”的健康，而只是“心理”的健康了。



 正如黑格尔所言，“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
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然可以叫做手，但按照实质
来说，已不是手了。”

 可见，心理健康与道德健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谈心理健康绝不能撇开道德健康。



（一）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的基础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发展过程，任何一
种思想品德的形成，都是以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基本心
理成分为基础，而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等是人心理
中最高层次的东西。没有健全的心理过程和人格，就不可能建
构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同时，学生要形成正确的政治立场、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
必须首先学会适应社会、应付挫折、调整情绪、人际交往、设
计生活目标等。另外，只有当学生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才
能顺利接受思想品德教育。



（二）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学生构建正确
的人生价值观



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学生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建立在学生
正确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
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积极地悦纳
自己。他们一般有较高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水平，
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有恰当的人生目标，并且
能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能及时调
整自我需要以适应社会需要，从而确立个人需要与
他人需要、社会需要相统一的科学的人生价值观。



（三）心理健康教育为德育工作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角



德育工作者应认真研究、掌握心理学知
识，遵循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并根据这些
规律，在工作中尊重学生个性，充分理解和
信任学生，达到心理相容；要善于满足学生
的合理需要，激发学生的高层次需要，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要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用
自己健全的人格影响学生，使学生形成健全
的人格



（四）心理健康教育对德育工作具有调节
功能



心理健康教育能够较好地协调道德教育与学生心理需要和
生活实际的关系，使德育更加贴近学生心理需求，更具针对性
和实效性。

 德育是系统的、高层次的导向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其内容理论性极强，对人的培养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使
德育在学生眼里高高在上，与现实脱离；在教育方法上，教师
以理论教学为主，更使学生觉得内容空洞，难以接受，从而采
取消极应付方式，产生逆反心理。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涉及学生生活、学习实际，又坚持自
愿、平等的教育原则，学生乐于接受，能够产生心理共鸣，消
除逆反心理。



（五）德育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方向

 帮助未成年人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
观和价值观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科
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可以为未成年人提供正
确认识世界的武器和人生目标，为避免心理
问题的出现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方向性指导。



（六）德育促进心理健康水平提升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体现在学习、人际交往
和理想追求等方面，个体在思想道德方面受到良好的教育，就
可以通过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认识自我以及了解他人的能力，提
高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明辨是非，端
正看问题的角度，调整看问题的方法，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
使学生能够正确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成功与失败、责任与义务、
自我与他人等多种矛盾关系，减少自我评价过低、习得性无力
感、自我不接纳、过分自卑及人际交往方面的心理问题的出现。

 在道德评价与选择的矛盾冲突中，可以锻炼学生的心理调
试能力，通过丰富的德育实践，能够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磨炼意志品质，丰富健康情感，提高心理素质。



六、当前处理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
关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误区

 1.心理问题德育化

 2. 德育问题心理化

 3.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孤立化



1.心理问题德育化

 在当前教育实践中，有部分教师因为对德育
工作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又缺乏心理健康知识，不
能准确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加之传统教育定势的
影响，容易简单地把学生的心理问题笼统地当成德
育问题来看待。

 例如，把学生个人动机、兴趣等心理问题简单
地看成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将本属于心理障碍
范畴的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等心理问题当作思
想意识、道德品质问题和违法乱纪行为来处理，导
致学生产生对德育的心理逆反或仇视。



1.心理问题德育化

 例如，把学生个人动机、兴趣等心理问
题简单地看成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甚至将本
属于心理障碍范畴的抑郁症、强迫症、焦虑
症等心理问题当作思想意识、道德品质问题
和违法乱纪行为来处理，导致学生产生对德
育的心理逆反或仇视。



2. 德育问题心理化

 以为传统的德育己经过时，主张以心理健康
教育代替传统的德育方式，片面地把学生的思想品
德问题与心理问题等同起来，主张用心理咨询、心
理辅导、心理调适等手段取代传统的德育模式。甚
至过分夸大心理健康教育在德育中的作用，认为心
理咨询、心理辅导甚至某些心理健康教育完全可以
取代德育。



3.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孤立化

 由于管理体制的阻碍或教育观念的冲突，导致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各行其是

 一方面是德育工作者的空洞说教、形式主义、
短期功利行为盛行，劳而无功；

 另一方面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兼职教师疲于奔
命、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心有余而力不足，形成
彼此孤立、互不往来的局面。在特定时期内，有时
会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各自的教育成
效。



七、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策略

 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都
有各自的优势。结合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德育工作，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道德内化，提高德育实效；结合
德育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因德
育问题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从思想上解决一些因德
育失误造成的心理偏差，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
效果。

 因此，只有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整
合，才有助于提高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一）实行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的同构共建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构共建，是指
二者的有机联系，二者在教育目标、内容、
过程中联系、融通，而不是指的互相替代。

 二者的同构共建，对加强、改进德育而
言，是提高教育实效的一种思路，整合教育
力量的一种举措，对心理健康教育来说也是
提供了一种价值导向。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构共建

 1、目标层次的同构共建

 2、功能作用的同构共建

 3、内容体系的同构共建

 4、方法手段的同构共建

 5、评价方式的同构共建



1、目标层次的同构共建

 德育的目的是按社会要求，将队员塑造成为一
个好的公民，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是提高队员心
理素质，开发潜能，培养队员乐观、向上的心理品
质，这二者看起来不相融合。

 但是，人的素质是整体，人的教育也是整体，
这应该是二者可以同构共建的内在依据，我们认为，
道德教育也好，心理健康教育也罢，要解决的中心
问题是培养队员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全人格，这应
是少先队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同构共建的目标。



2、功能作用的同构共建

传统德育只注重满足社会需求，片面强

调社会规范的要求，而忽视了受教育者心理
需求，结果造成教师讲的学生不爱听，学生
想听的，教师不讲。在道德的认识活动和行
为活动的全部活动中，心理都是起了参与作
用的。



3、内容体系的同构共建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应该是“我
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整个教育内容
既包括德育内容，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二者有机结合，同构共建。内容体系包括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方面。



4、方法手段的同构共建

 传统德育主要运用摆事实讲道理、说服、榜样、
评价等方法来提高队员的认识，培养和发展队员的
思想品德。

 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采用宣泄、疏导、共同探讨
等方法解决问题。二者的方法手段具有借鉴性。

 在培养学生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健全人格这一目
标的观照下，我们认为学生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方
法手段的同构共建包括统整协进策略和补弱协进策
略两种。



5、评价方式的同构共建

不管是德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它们的

评价方式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始终处于
被评价的地位，从而使学生对学习、活动的
结果以及对教师都处于对立（甚至敌对）状
态，这就削弱或抵消了评价的教育性。



（二）在德育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在德育理念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2、在德育方法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3、在德育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4、在德育内容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1、在德育理念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德育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除了坚持
政治导向和道德导向外，还必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
康，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结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加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
的培养，增强学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培养健全人
格，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的身心潜
能，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2、在德育方法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运用一些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充分
调动受教育者个体的主动性、参与性，实现
个体的自我教育与调试，改变过去那种单项
灌输的教育方法，给他们自己选择、判断的
机会，教给他们判断的方法，从而提高德育
工作的实效。



3、在德育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必
要的心理咨询，引导学生自己去领悟和调适，
使学生处于一种自觉自主的心理状态，这样
“说服”才能真正转变成学生的“心服”，
变成他们稳定的内在素质和个性品质。



4、在德育内容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在德育工作中，不仅重视政治思想教育，
还要把现代人的观念和素质、心理问题的防
范和调节等内容纳入德育内容中来，使学生
不仅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而且知道如
何为自己创造健康、幸福、美好的人生



（三）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渗透德育

 1、心理健康教育应以正确的德育观为导向

 2、心理健康教育应从德育中汲取养分



1、心理健康教育应以正确的德育观为导
向

 个体的个性倾向性（信念、价值观等）
指向何方，个性品质如何扬长避短等有关心
理素质问题，需要依靠正确的德育观加以引
导，因而，在心理健康教育实践中应注意渗
透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2、心理健康教育应从德育中汲取养分

 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借助德育丰富的实
践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心理调控能力和完善意
志品质。



 概言之，通过在符合社会要求的方向
上，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来维持其健
康的心理状态。



（三）把握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的融合点

 1、切入点： “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

 2、基本点：“良好性格”的培养。

 3、注意点：避免“心育问题德育化”或
“德育问题心育化”的倾向。



1、把“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作为德育与心理
健康教育有机整合的“切入点”



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是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共同目标
和整合基础。

 人格健全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
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健全人格的形成过程。

 通过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能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操、
道德行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健全的心理结构，使个体
具有较高的动机水平和自我意识，从而形成一个高层次、高效
能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系统



2、以“性格”为基点，实现德育与心理
健康教育的双向结合。

 二者的密切联系最集中地体现在人的性格上。性格
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最重要的个性心理特征，在
人的个性中具有社会评价意义。性格往往能显示一
个人品德的好与坏。良好性格，是形成优秀品德的
成分和基础；不良性格，常会导致严重的思想品德
问题。

 因而，以性格为切入点，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有
机结合，对于德育和心育，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3、把握好德育与心育的“注意点”

 二者的结合，不是简单相加或互相替代，而
是二者在学生个性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在教育目标、
内容、过程中的联系融通、相互渗秀。因引在教育
实践中，要注意避免出现“心育问题德育化”或
“德育问题心育化”的倾向。

 既不能把学生心理问题错当成德育问题，当
作德育工作来做；也不能把学生的德育问题错当成
心理问题，夸大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忽视甚至淡
化学生德育的思想性和导向性。

 要清醒认识到，无论心理健康教育还是德育，
其发挥的积极作用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四）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者的结合

 学校由同一个组织或部门统一领导、
组织、协调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统一
计划、统一研究、统一实施，防止德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两张皮”。



结合的具体要求

 要求明确教育工作者的角色。

 教育工作者在德育过程中不仅是组织
者和设计者，道德知识的传播者；更应是学
生的合作伙伴和知心朋友，是学生内心信息
的接受者。



结合的具体要求

 要求教育工作者把学生当作社会关系中的一
个社会角色来对待，而更应该是把学生当作人际关
系中一个具体的人来对待。

 要求教育工作者更加注意尊重学生的人格，
理解学生的格缺陷。

 要求教育工作者既要掌握心理学基础知识以
及心理测量、心理和行为矫正等常用技术，而且要
熟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





结合的具体要求

 要求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掌握德育的工
作方法和原理，而且要孰悉心理健康教育的
工作方法和原理。

 要求德育工作者要能够从事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能够从事
德育工作，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根据学生
的思想和心理实际，既做德育工作，又做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从而提高教育效果。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