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模块 

中学生心理辅导 

主讲：孟画诗 

优师教育2017年下教师资格（笔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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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纲解读 

【了解】 

①了解心理健康的标准。 

【熟悉】 

①熟悉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抑郁症、恐怖症、

焦虑症、强迫症、网络成瘾等。 

【理解】 

① 理解心理辅导的主要方法，包括强化法、系统脱敏法、

认知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理性—情绪疗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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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心理健康 

提出问题 心理健康概述 

分析问题 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解决问题 如何进行心理辅导 

二、本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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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年份 

心理健康概述 常见心理健康问题 心理健康的辅导 

2017年上半年 √（简答） √（选择） 

2016年下半年     √（材料） 

2016年上半年     √（选择） 

2015年下半年     √（选择） 

2015年上半年     √（选择） 

2014年下半年     √（选择） 

2014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2013年下半年   √（选择） √（选择） 

2013年上半年     √（选择） 

2012年下半年   √（选择）   

2012年上半年   √（选择） √（选择） 

三、真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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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心理健康概述 

四、知识要点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 
     心理健康是一种良好的、持续的心理状态与过程，表现为个体
具有生命的活力、积极的内心体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有
效地发挥个人的身心潜力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积极的社会功能。 
    二、心理健康的标准  
   （一）智力正常 
   （二）情绪适中 
   （三）意志品质健全 
   （四）人格统一完整性 
   （五）自我意识正确 
   （六）人际关系和谐 
   （七）社会适应良好 
   （八）心理特点符合年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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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辅导的含义 

1.心理辅导是指心理辅导者与受辅导者之间建立一种具有咨询功能的

融洽关系，以帮助来访者正确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并克

服成长中的障碍，改变自己的不良意识和倾向，充分发挥个人潜能，迈向

自我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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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心理辅导的目标 

    心理辅导的一般目标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学会调适 

    学会调适，包括调节与适应。“调节” 的重点是人的内心体验。“适应”

的重点是人的行为。   

   （二）寻求发展    

    寻求发展就是要引导学生确立有价值的生活目标，过积极而有效率的生活。 

    这两个目标中，学会调试是基本目标，以此为主要目标的心理辅导可称为

调适性辅导；寻求发展是高级目标，以此为主要目标的心理辅导可称为发展性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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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理辅导的原则 

（1）面向全体学生原则。  

（2）预防与发展相结合原则。  

（3）尊重与理解学生原则。  

（4）学生主体性原则。 

（5）个别化对待原则。 

（6）整体性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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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心理辅导的途径  

    ①开设以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为主的有关课程。 

    ②开展个别心理辅导活动。 

    ③开设专门的心理辅导活动课。 

    ④结合班级、少先队活动开展心理辅导。 

    ⑤开展小组辅导。 

    ⑥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心理辅导的内容。 

    ⑦进行对学生家庭的心理辅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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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理辅导的内容 

（一）学习辅导 

（二）人格辅导 

（三）生活辅导 

（四）职业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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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学生易产生的心理问题 

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中学生发展性心理问题 

1.自我概念发展问题 

2.人际交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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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生障碍性心理问题   

（一）抑郁症 

 1. 定义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境障碍，可由各种原因引起，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

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且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

行为。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

症状或转为慢性。        

2．抑郁症的治疗方法 

    大多数抑郁症学生能经治疗或不经治疗而逐渐恢复正常，但有人有复发的

倾向。目前，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冶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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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恐怖症 

1．含义 

恐怖症原称恐怖性神经症，是指患者对外界某些处境、物体或与人交往

时，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

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患者明知这种恐惧

反应是过分的或不合理的，但仍反复出现，难以控制，于是极力避免导致恐

惧的客观事物或情境，或是带着畏惧去忍受，因而影响其正常活动。 

2．恐怖症的分类及表现 

根据恐怖的对象，恐怖症大致分为三类：广场恐怖症、社交恐怖症、特

定恐怖症。  

3. 治疗方法 

（1）情景治疗（2）认知疗法（3）森田疗法（4）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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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虑症 

    1．焦虑症的含义 

    焦虑是最常见的一种情绪状态，是以与客观威胁不相适合的焦虑反应为特征

的神经症。例如，快考试了，如果学生觉得自己没复习好，就会紧张担心，这就

是焦虑。 

    2．焦虑症的治疗方法 

    （1）心理治疗 

    （2）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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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迫症 

    1．强迫症的含义 

    强迫症是焦虑症的一种，患者在生活中反复出现强迫观念及强迫行为，使

自己感到不安、恐慌或担心，而进行某种重复行为有时会令患者感到压迫感可

以得到舒缓。患者自知力完好，知道这样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很痛苦，却无法

摆脱。 

    2．强迫症的治疗方法 

   （1）心理治疗 

   （2）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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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络成瘾 

    1．网络成瘾的含义 

    网络成瘾也称为网络过度使用或病理性网络使用，是指

由于过度使用网络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      

    2．网络成瘾的治疗方法 

    （1）心理治疗 

    （2）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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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学生心理辅导的方法 

辅导方法 含义及释义 

强化法 
一个学生不敢同老师说话，学习上遇到了疑难问题也没有勇气向老师
求教，当他一旦敢于主动向老师请教，老师就给予表扬，这个学生今
后就能学会主动向老师请教 

代币奖励法 
筹码、小红星、盖章的卡片、特制的塑料币等都可作为代币。当学生
表现出良好行为后，我们发给他数量相当的代币作为强化物 

行为塑造法 
通过强化手段，矫正人的行为，使之逐渐接近某种适应性行为模式的
强化治疗手段。有人曾用行为塑造法让一个缄默无语的孩子开口说话 

示范法 观察、模仿教师呈示的榜样，是学生社会行为学习的重要方式 

处罚法 
处罚有两种：一是在不良行为出现后，呈现一个厌恶刺激（如否定评
价、给予处分）；二是在不良行为出现后，撤销一个愉快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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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控制法 
自我控制则是让当事人自己运用学习原理，进行自我分析、自我监
督、自我强化、自我惩罚，以改善自身行为。 

全身松弛法 
全身松弛法，或称松弛训练，是通过改变肌肉紧张，减轻肌肉紧张
引起的酸痛，以应对情绪上的紧张、不安、焦虑和气愤 

系统脱敏法 
一个学生过分害怕猫，我们可以让他先看猫的照片、谈论猫，然后
让他远远观看关在笼中的猫；再让他靠近笼中的猫；最后让他抚摸
猫、抱起猫，以消除对猫的惧怕反应。这就是“脱敏” 

肯定性训练 
自信训练、果敢训练，其目的是促进个人在人际关系中公开表达自
己真实的情感和观点，维护自己的权益也尊重别人的权益，发展人
的自我肯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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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中心疗法 

来访者中心治疗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创立的，是人本主义心理疗法的主要

代表。 

1.充分相信人的潜力，认为来访者有能力找出更好的应付现实生活的方法，而

无需治疗者来干涉。  

2.在治疗过程中，咨询员不是指导者，也不是权威或专家，而是一个有专业知

识的伙伴或朋友。  

3.强调咨询员与来访者之间应建立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最重要的。咨询员

应创造一个真诚、温暖和理解的咨询氛围。  

4.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咨询者不给予指导，这也是来访者中心疗法与其他心理疗

法最根本的区别。  

5.成功的咨询表现为来访者生活能力不断提高，能妥善处理生活中的问题；缓

解了情绪困扰与内心的紧张和焦虑；变得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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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辅导理论 

艾利斯提出的情绪辅导理论，解释一个人的行为的ABC理论。 

    A表示个体遇到的主要事实、行为、事件。（activating event） 

    B表示个体对A的信念、观点。（belief） 

    C表示事件造成的情绪结果。（consequence） 

    艾利斯认为C（我们的情绪反应）是由B（我们的信念）直接决定的。可是许

多人只注意A与C的关系，而忽略了C是由B造成的。B如果是一个非理性的观念，

就会造成负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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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历年真题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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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斌经常想：“人为什么是两条腿”，一天想好几次，明知没有必要却又

无法控制，以致影响学习和生活，他的心理问题属于（   ）【2014年上半

年 单选】 

A.强迫症 B.焦虑症 C.抑郁症 D.恐怖症 

【答案】A。【解析】强迫症包括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强迫观念指当事人

身丌由己地思考他丌想考虑的事情；孙斌就属于强迫症里面的强迫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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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生近期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活动减少，容易自我否定、甚至产生自杀念

头。他的主要问题是（）。【2012年上半年 单选】 

A.焦虑 B.强迫 C.抑郁  D.恐怖 

【答案】C。【解析】抑郁症是以持久性的心境低落为特征的神经症。通常抑

郁症的表现：情绪消极、悲伤、颓废、淡漠，失去满足感和生活的乐趣、喜

欢责备自己，对未来丌抱多大希望、缺少热情、食欲丌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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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华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心理辅导老师引导他梳理了错误

观念，形成了正确的认识，解决了问题，小华所接受的这种心

理辅导方法是（  ）【2014年下半年 单选】 

A.行为分析法 B.合理情绪疗法  

C.系统脱敏法 D.来访者中心疗法 

【答案】B 

【解析】合理情绪疗法是认知疗法的一种。通过改变丌合理的

信念调整认知，可以改变其情绪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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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晓红是韩老师班上的学生，她孤僻、羞涩、当她主动不同学交谈戒请教教师

时，韩老师会给予肯定，这种心理辅导方法是（  ）【2013下半年 单选】 

A.强化法                  B.系统脱敏法   

C.理性—情绪疗法     D.来访者中心疗法 

【答案】A 

【解析】一个行为发生后，如果紧跟着一个强化刺激，这个行为就会再次发生；

而得丌到奖赏的行为以后出现的次数就会减少。韩老师希望通过给予肯定戒鼓励

来帮助晓红克服交往障碍，是强化法的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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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学生晓阳总认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任何事情都会按自己的意愿发展，但是

现实往往事不愿违，这让他非常苦恼，希望得到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如果对晓

阳进行心理辅导，最可行的办法是（    ）【2015年下半年 单选】 

A．放松训练法 B．系统脱敏法 

C．理性情绪法 D．代币强化法 

【答案】C。【解析】艾里斯曾提出理性情绪辅导方法，他认为人的情绪是由他的

思想决定的，合理的观念导致健康的情绪，丌合理的观念导致负向的、丌稳定的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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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晓玲性格内向，平时丌敢同教师讲话，遇到疑难问题也没有勇气求教。偶有一次，

她向杨老师求教，杨老师耐心解答了问题，幵对她的行为及时给予表扬，经过多次这

样的教学交往，晓玲学会了主动向老师请教问题。杨老师改变晓玲的方法属于（    ）。 

2016上半年 单选】 

A．强化法 B．自控法 

C．脱敏法 D．放松法 

【答案】A。解析：强化法又称“操作条件疗法”，是应用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强

化行为的改变是依据行为后果而定的，其目的在于矫正丌良行为，训练不建立良好行

为。杨老师对晓玲的表扬就是强化她的良好行为，使其改变内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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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学生小艾上学前总是反复检查书包，如果不检查，他就难受，明
知该带的文具都带了，就是控制不住。他的问题是（    ） 【2016上
半年 单选】 
A.抑郁症 B.焦虑症 
C.强迫症 D.恐怖症 
 
【答案】C。解析： 强迫症是一种以强迫症状为主的神经病，强迫行
为指当事人反复去做他不希望执行的动作，如果不这样想，这样做，
就会感到极端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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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材料：【2016下半年 材料】 

一位高中女生接受心理辅导时的自述：进入高三以来，我觉得自己被笼罩

在一种紧张学习迎接高考的氛围中，时常感到心烦意乱，考试几天前就会睡不

着觉，连续失眠，考试时常因为太紧张而不能认真审题，并且考试时，感到心

跳加速，头脑发胀，昏昏沉沉。结果考试成绩越来越差。老师，你说我能改变

这种情况吗？ 

问题：请结合材料，说明学生焦虑的主要表现、产生的原因和调适方法。（1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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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具体表现：随着考试临近，心情极度紧张。考试时不能集中注意，知觉范围变窄，思维刻

板，出现慌乱，无法发挥正常水平。考试后又持久地不能松弛下来。 

2、原因主要有： 

（1）学校方面：考试升学的持久的、过度的压力，使学生缺乏内在的自尊心和价值感 

（2）家庭方面：家长对子女过高的期望 

（3）学生方面：个人过分争强好胜，学业上多次失败的体验等 

3、采用下列措施： 

（1）引导学生进行肌肉放松训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改变肌肉紧张，减轻肌肉紧张引起

的酸痛，以应付情绪上的紧张不安 

（2）采用系统脱敏方法。首先，建立焦虑层次（从最轻微的考试焦虑引起最强烈的恐惧依次

安排）；其次，训练来访者松弛肌肉；最后让来访者在肌肉松弛的情况下，从最低层开始考试

想象产生焦虑的情境，这样直到来访者能从想象情境转移到现实情境，并能在原引起恐惧的情

境中保持放松状态，焦虑情绪不再出现为止。 

（3）其他方法，比如艾利斯的ABC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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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模块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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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