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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 

洪战辉 

湖南省三湘关爱妇女儿童志愿者协会  湖南长沙 

【摘要】从当前的情况来进行分析，随着我国教育行业的稳定发展，我国中职教育已经受到了教育行

业的广泛关注，这为中职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作为支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

问题，特别是中职学校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严重阻碍了中职院校的长远发展，因此必须要采取措施对

于中职学校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中职院校的稳定发展提供条件。本篇文章简要介绍了中职学校

学生的心理特征，分析了中职学校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对于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的措施，希望能够保障中职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推动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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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ducation industry, my country'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 industry, which provides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owever, some problems have also appeared in this process, especially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for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provid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Provide conditions for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and proposes 
measures fo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hoping to protect the mental health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 students ,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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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从源头上解决中职学校留守儿童的心理问

题，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做好相关工

作，只有如此，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进行分析，中职院校对于学生

心理问题的重视度不足，再加上多元化信息等诸多

因素的影响，导致所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无法发挥

最大化的作用。 
1 中职学校学生的心理特征 
1.1 思维较为发散，缺少学习的主动性 
中职院校的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大多数

人以就业为导向较少考虑升学，压力比较小，并且

学校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提升学生的实

践能力。在这一情况下，中职院校的学生虽然具有

较为活跃的思维，但是却并没有进行学习的兴趣，

甚至因为小时候的固有印象，在课堂中学习态度较

为敷衍，甚至不愿意继续进行学习[1]。 
1.2 自控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职学生较为注重自我，将自己当作成年人，

希望家长和教师能够将其放在同等的位置，并不愿

意接受教师和家长的干扰。因为身体和心理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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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在出现问题时很可能会出现焦虑心理，甚至

无法控制自身的情感，这也是中职院校学生由于一

些小矛盾发生打架斗殴情况的原因。 
1.3 容易产生自卑情绪 
中职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因为其成绩比较差，教师和家长等对其的重视度不

足，经常对其进行批评，中职学生得不到认可，较

为自卑，对于学校和社会缺乏信任。并且，因为目

前社会群众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较为片面，中职学

生在进行学习时会感到迷茫，无法明确自己今后的

发展方向，很容易会感到自卑。在这一情况下，中

职院校学生在进行学习时较为麻木，甚至会用一些

较为夸张的行为来隐藏自己内心的无助。比如说，

出言抵抗老师、违反课堂纪律等。如果没有合理的

对其进行引导，很可能会导致学生成为反社会群体

中的一员[2]。 
2 中职学校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 
2.1 从客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留守儿童的数量增加，留守

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了较为普遍的问题。特别

是在农村区域的中职学校而言，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较为严峻。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城乡一体化趋势越

发显著，大部分农村群众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选择进城打工。大部分的父母留下子女单独外出，

这些学生就成为了留守儿童，这不但不利于提升教

育水平，还会导致学生缺少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导

致一些心理问题。虽然这一现状已经受到了一些家

庭的关注，但是并没有采取较为有效的措施，来解

决这一问题。 
2.2 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网络技术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应用，这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造成了一些

影响[3]。随着网络技术的普遍使用，留守儿童可以

借助于网络技术和外出的父母进行沟通、交流，这

从某种角度来说，能够降低中职学生出现心理问题

的概率。但是，因为网络中的信息较为多元化，存

在着一些难以辨别真假的信息，而留守儿童在对于

信息进行阅读的过程中没有父母的监管，进行辨别

的能力比较差，留守儿童可能会受到外界不良信息

的影响，出现心理问题，这并不利于中职学校学生

的发展。此外，越发严重的就业竞争也会对于中职

学校留守儿童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其心理压力比

较大，提升了中职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 
2.3 从青少年自身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中职院校的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

能够由不成熟迈向成熟。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的

情绪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很难准确的进行判断，无

法合理的调控自身的思想，容易出现一些心理健康

问题[4]。 
3 中职学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措施 
3.1 对于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进行补充 
心理咨询室能够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帮

助学生疏导、调节自身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学校可

以借助于心理资源室对于全校的留守儿童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完善的设施设备可以帮助学生缓解情绪，

降低学生的心理负担，避免不良行为的出现。比如

说，设置接待室、心理测量室、团体咨询室、发泄

室等，科学合理的进行规划，开展咨询工作。及时

的帮助学生解决在心理上出现的问题，并帮助学生

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完善人格，为学生的稳定发展

提供条件。 
但是，因为课程安排意见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部分学生不愿意参与到心理咨询室之中。在这一情

况下，心理健康教师应该让学生知道，其会充分保

护学生的隐私，增强学生对于心理咨询室的信任感，

使学生主动的和心理健康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帮

助学生缓解心理问题[5]。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可以

借助于微信构建专门的渠道，为不愿意参与心理咨

询室的学生提供进行心理疏导的机会。这不但可以

使留守学生的心理问题得到解决，还能够为其提供

倾诉的机会。学校不但要及时的对于学生咨询的心

理问题进行解答，还应该进行汇总，为之后了解学

生的心理状况提供参考。 
3.2 提升教师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 
中职学校不仅要吸引更多心理健康专业教师来

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还应该对并非专业的教

师进行心理健康培训，确保教师能够树立心理健康

观念，对于学生的发展予以充分的重视，并将心理

健康教育和学科相联系。教师在对于学生进行教学

时，应该分析学生的心理状况，明确学生存在的心

理问题，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尊重学生的感受，

并在适宜的时间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学生

缓解心理问题，为学生提供适宜的学习环境[6]。 
3.3 加强学校和家长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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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学生的发展，需要由教师、家长和学生

共同努力，并且中职学校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或

多或少都会受到家长的影响。虽然留守儿童的父母外

出务工，但是学校还可以通过和家长进行沟通、联系，

使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学生发展的关键作用，主

动的和学生交流。学校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开讲

座，帮助家长了解更多和学生进行沟通的技巧，使家

长和学生的相处更加融洽。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

和家长保持联系，找出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并

制定较为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正确的消费观念以及刻苦精神等都需要在家长的

支持下形成，因此良好的家校合作能够为学生的心理

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作为支持。 
教师在进行教学时，要将学生作为立足点，将

推动学生的发展作为知识，搜集更多心理健康教育

相关的知识，增强自身的专业水平，在教学的过程

中适当的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确保学生的心理健

康。 
3.4 研究具有特色性的心理健康校本课程 
第一，选择多样化的内容开展教学。要从制定

的培养目标以及学生的特征出发，在不同的年级开

展不同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并且，教师在进行教

学的过程中需要从学生的心理特征以及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适时的调整教学内容。在进行教学的过

程中不仅要开展理论知识讲解，还需要分析真实的

案例，提升学生的参与感，使课程更加生动有趣，

确保学生能够通过学习得到发展。 
第二，运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开设心理健康相

关课程，还可以通过开设以心理健康为主题的讲座、

演讲比赛等，并根据现实情况选择适宜的方式。在

这个过程中，学校可以开设小班进行教学，使学生

能够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对于自身的心理状态进行调

节，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 
开设体验式主题班会是中职学校进行心理健康

教育的有效途径，其将班级作为整体，从团队教学

方式以及团队心理疏导等进行分析，通过开展游戏、

分享体验等措施营造一个平等、活泼的氛围，使学

生能够在主题班会中进行思考，最终获得进步，这

一方式就可以被称之为体验式班会。体验式班会和

学生的生活以及学习关联较为紧密，并且将学生作

为主体，从留守学生的现实情况出发，教师在开展

主题班会时，可以将自信、情绪管理、感恩、友情、

未来发展方向等作为主要题材。比如说，在迎接新

生时，可以借助于新生入学教育主题班会，使学生

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的内容、发展目标等，帮助学

生更好的适应自己的学习生涯，为学生今后的稳定

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作为支持[7]。 
3.5 营造适宜的文化氛围 
适宜的校园文化能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健全学生的人格，

增强学生的心理素质。因此，中职院校应该采取措

施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优化，完善相关的设施设备，

确保心理健康教育能够顺利的开展。在这个过程中，

还可以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使学生感受到学校对其

的关心和爱护，帮助学生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主动

的参与到各个活动之中，发挥自身的优势，更加的

自信，明确学习的目标，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之中，

提升自我，发挥自己最大化的价值。 
4 总结 
根据上文来进行分析，中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

对于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此中职院校在对于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必须要

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教学的关键内容，考虑到学生

的身心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内容，选择适宜的方式对

于留守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疏导，确保学生的心理

处在健康状态下，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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