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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南充市高级中学创新推动心理健康教育——

三组数字背后的“心育秘诀”
■ 本报记者 胥茜 倪秀 葛仁鑫

本报讯（沈文） 1 月 19
日，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加强和规范 2021 年寒假期

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

求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防

疫工作，严格禁止校外培训

机构开展与招生入学考试挂

钩的任何活动，严厉打击进

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

或作出与提高应试成绩相关

的保证性承诺。

《通知》指出，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要教育和引导家长

树立正确教育观念，理性看

待校外培训的作用。各中小

学校要在本学期末通过家长

会、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形

式，引导家长尽量不安排孩

子参加各种形式的课程补

习，多带孩子参加社会实践

和动手能力训练，让孩子度

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确

有需要参加校外培训的，应

以满足孩子个性发展需要为

出发点，不能脱离孩子实际，

盲目跟风从众。

在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

学行为方面，《通知》明确，严

格禁止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与

招生入学考试挂钩的任何活

动，严厉打击进行虚假宣传、

夸大培训效果或作出与提高

应试成绩相关的保证性承

诺；加强学科类培训管理，对

开展的学科类培训进行审核

备案并向社会公示，严禁“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加强校

外培训机构教师管理，坚决

禁止在职教师参加有偿补课

活动；加强合同管理，同时监

督其履约行为。

《通知》强调，寒假期间

要加强校外培训机构疫情防

控，严格执行各项防疫要求，

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防疫

工作。各地要加大明查暗访

和查处力度，督促校外培训

机构制订并落实防控方案，

配齐防疫物资、加强人员流

动管理，确保教员和学员的

健康安全。此外，《通知》还要

求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管

理，在年底完成校外培训机

构办学场地房屋建筑物安全

普查和整改工作。

按照教育厅的要求，寒

假期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将会同公安、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持续开展整治

行动，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无证无照、违规办学的

教育机构、各种形式“补习班”和“超范围经营”的

教育咨询公司，进一步巩固专项治理成果，净化校

外培训市场环境，依法维护学生合法权益。

据省政府网站 为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深入发展，激发高校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升大学科技园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水平，日前，

科技厅、教育厅组织专家对成都医学院大学科技园

进行了评审。

经实地考察、现场汇报、专家评审，专家组认为

成都医学院大学科技园经过 2 年多的建设和发展，

组织机构健全、功能定位合理，具备了省级大学科技

园的各项认定条件，一致同意推荐。经科技厅、教育

厅研究决定，2020 年 12 月 31 日正式批复成都医学

院大学科技园为四川省省级大学科技园。截至目前，

我省大学科技园总数达到18家，其中国家级5家，省

级13家。

成都医学院大学科技园以医药产业和健康养老

产业为主要特色，围绕“众创空间 孵化器 科技园”

创业孵化链条，以学校优势学科和办学特色构建科

技型创业生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培育高

层次技术、经营和管理人才，已累计孵化企业 130
家，累计孵化创业团队350个，开展创业实践活动60
余次，有力促进了成都市新都区现代医药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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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一家省级大学科技园

“深深地吸气，把自己放松；

深深地呼气，感受自己一切安

好。……”1 月 11 日，在南充市高

级中学（以下简称“南充高中”）嘉

陵校区的团体辅导室，教师李霏

絮给高二（21）班学生带来了一堂

“正念体验”的心理健康课。在老

师的带领下，学生认真感受自己

的呼吸和脉搏，一堂课下来直呼

“神清气爽”。

类似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

课，在南充高中是一种常态。记者

查看各班课表时发现，从初一到

高三年级，均设有心理健康课。位

于嘉陵校区 8 楼的心理指导中

心，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地方。在这

里除了上课，学生能去宣泄室发

泄情绪，能坐在积极引导室的按

摩椅上放松自己，还可以和老师

说说心事。……

“首倡体育，尤重心理，养成

完全人格。”在南充高中，一谈到

心理健康教育，很多人都会从这

条建校之初就有的办学理念说

起。校长涂刚说，1927年南充高中

建校，当时 12 名教员中就有 1 名

心理教员，由此可见对心理健康

的重视，早就注入了学校的“基

因”。如今，南充高中也始终把心

理健康教育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

位置，为学生筑起一张心理健康

网络。

“1”到“12”
专业师资筑起心育网络

李霏絮是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硕士，2019年毕业后，在南充高

中担任专职心理教师。能用自己

专业所学助力学生的成长，她觉

得特别有成就感。

建校之初，南充高中 12 名教

员中就有 1名心理教员；如今，在

整个南充高中，有 12 名专职心理

教师，师生比达1:1000。12名教师

中拥有心理学研究生学历水平 8
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7名，擅

长方向涵盖认知疗法、行为疗法、

叙事疗法、表达性艺术疗法等，能

够较好地解决青少年以及学校心

理健康方面的常见问题。

“因为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

重视，所以能吸引优秀的专业人

才。”南充高中人才处副主任、专

职心理教师刘朝虹说，自己从事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15 年，在走访

很多学校后，她发现不少中小学

招聘的心理教师到校后，不一定

能专职专用。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校的重视

程度。在南充高中，心理教师招进

来都能专职专用，因此能吸引人

才愿意留下来。

另外，南充高中对心理教师

的考核办法也值得一提。专职心

理教师每周平均下来只有 10 节

课，与其他学科比起来，课时量显

然不够。那他们的待遇如何保证？

“某种程度上来说，心理专职

教师等于班主任。”刘朝虹介绍，

学校在对心理教师课时考核上，

参照班主任的考核办法。同时，从

2019 年开始，按照每人每月 900
元的标准，给心理专职教师发放

咨询补贴；在评职晋级方面，也享

受等同于班主任的待遇；年底表

彰，也有专门的奖项设置。

2011 年，南充高中心理指导

中心正式成立，是全省最早成立

的 7个未成年人心理指导中心之

一。如今，在南充高中的顺庆、嘉

陵、临江 3 个校区都有专门的心

理指导中心，总面积超过 2500 平

方米，共配置 40 个功能室、43 套

专业设备，可同时容纳 500 名学

生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特别重要，学

校也竭尽所能地从人财物方面去

保障。”涂刚说，近三年，学校仅在

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就投入约 170
万元。在人才引进方面，学校定了

一个小目标，到 2022 年，专职心

理教师不少于 16 人，聘请一位心

理专家作为外聘副校长，督导心

理健康教育，不断提高学校专业

水平。

“2”与“12000”
班级心理委员成“生力军”

每学期接受学生预约咨询

600余次，每周每位教师要为 3-5

名学生做咨询。……这是南充高

中心理指导中心的一组统计数

据 。数 据 的 背 后 ，关 乎 着 全 校

12000多名学生的心理健康。

“要护航 12000 名学生的心

理健康，压力很大，我们需要更多

的力量加入进来。”学校心理教研

组组长姚志会说，在心理健康教

育入课程、入家长讲堂的情况下，

学生和家长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

度越来越高。她和同事们发现，依

靠传统的“心理老师—班主任—

家长”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已陷

入瓶颈，许多孩子到心理指导中

心时，可能已错过最佳干预时间，

“诊所式的心理辅导模式难以完

全满足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

求。”

2015 年，南充高中以同伴教

育、朋辈心理辅导等相关理论为

基础，提出建立班级心理委员制

度，在每个班级选拔一男一女两

位心理委员。

“心理健康是我们学习生活

的重要基石，学习心理健康知识，

在我看来就是选择一种更好对待

生活的方式。”赵宸正是高二（21）
班的心理委员，在日常工作中，他

会协助老师组织一些心理活动，

比如向同学们普及心理学常识、

辅助心理测评；及时收集班上同

学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个别同

学的心理危机，对其进行疏导、朋

辈咨询；帮助同学们克服认知障

碍，遇到心理问题能主动向心理

教师、心理咨询师寻求帮助等。

几年前，有个案例让姚志会

印象深刻。一天，一名班级心理委

员发现有同学早上一直没来教

室，便留意了这名学生的课桌，竟

然发现了一封写好的遗书。心理

委员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

刻告知班主任和心理老师。学校

迅速联系家长，并成立应急小组，

及时找到了该名学生。调查发现，

由于该学生父母长期在外地，和

祖辈生活让她认为父母不爱她，

于是产生了极端想法。“幸好心理

委员发现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如今回想起来，姚志会仍不

住感叹。

“班级心理委员就是我们的

特别观察员，从‘2’到‘12000’，是
我们借助朋辈的力量去护航全校

每一名学生。”设立班级心理委员

5年多来，班级心理委员成了南充

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的“生力军”。

用涂刚的话说，他们就像“味蕾”

一样，能及时帮助心理老师发现

问题，是学校心育网络重要的神

经末梢。

“1%”和“64%”
学生、家长不再谈“心”色变

每年秋季开学，南充高中会

对所有新生进行心理测评，建立

心理档案，并根据学生情况做心

理跟踪调查及疏导。近年来的统

计数据显示，每年大约有 1%的新

生有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需要进行转介治疗。这个“1%”是

南充高中觉得很痛心的数据。

所幸的是，由于学校对心理

健康教育的重视，学生和家长不

再谈“心”色变。在日常咨询中，心

理健康指导中心接收的学生主要

来源于学生主动预约、班主任等

推荐，以及通过测评筛查出来的。

而其中，学生主动预约的比例在

64%左右，而且有逐年递增的趋

势，这让学校感到很欣慰。

“从‘1%’到‘64%’，能够看到

我们工作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

涂刚说，一定程度上来说，家长和

学生的需求，是学校引导和培养

出来的。当学生、家长能够主动寻

求心理指导中心的帮助，这就是

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学生的

健康成长更是意义重大。

“64%”的突破，并非一日之

功。

“如果说体育锻炼是为了让

孩子有健康体魄，那么心理健康

教育就是希望通过长期性、阶段

性的锻炼，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的

调节能力。”刘朝虹说，为了让心

理健康教育能够像体育课一样，

让学生、家长习以为常，学校做了

很多尝试。

从新生适应性调整的“成长

五部曲”到高考压力疏导“放飞梦

想”，从情绪辅导“枯叶画”到生涯

规划“价值拍卖会”，南充高中开

设了 8 大类别、24 个主题的心理

实践活动，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

欢。每年5月和10月，学校还要分

别举行心理健康月和“心理趣味

运动会”，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心

理健康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学生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

要性，了解更多调节和疏导心情

的方法，打破对心理问题的“固有

偏见”。

2018 年，心理指导中心和校

学工处还牵头开设“南馨”家长讲

堂，由校内专职心理老师和校外

专家组成讲座团队，定期为各年

级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相关专题讲

座，丰富家长的教育方法。

学校专职心理教师邓翔宇，

曾经是一家公立医疗机构的心理

咨询师。到学校工作后，他更加感

受到如今工作的意义。在他看来，

中学生的三观还没完全成型，老

师可以助力他们的成长，让学生

能有完善的人格去面对未来的风

风雨雨。

学校心理趣味运动会上，学生正进行“同心击球”游戏。（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