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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陈

虹 1,2

潘玉腾 1

（1．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
2．闽南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部，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心理育人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育人要素。应积极发挥心理育人对
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导向价值、道德人格塑造价值、积极行为激励价值、心理素质提升价
值、健康心态培育与干预价值。应从完善心理育人工作机制、提高心理健康服务效果、注重
心理思政课堂建设、增加心理育人活动吸引力、提高心理育人能力、构建心理育人协同体系
等角度促进新时代高校心理育人的价值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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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育人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

学等相关的技术与方法来达到育人的目的，为高校

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育人共同体的重要构成。新时

“如何培养人”提供重要的视角。综上，新时代高校

代心理育人工作如何紧紧围绕培育时代新人的目标

心理育人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

展开，充分挖掘心理育人在培养时代新人中的独特

指导，在尊重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的

价值，聚焦高校心理育人的价值实现，是一项重要

基础上，把心理学原理与方法渗透到高校育人全过

而紧迫的任务。

程，注重对教育对象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不仅

一、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内涵

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的心理问题，更要具备良好的
心理素质，实现人格健全发展，培育自尊自信、理

立德树人视域下心理育人包含三重内涵 ：一是

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实现“育心”与“育

育人“目标”，即实现学生心理和人格健康发展，培

德”有机融合，最终培养成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养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代新人。心理育人正是在把握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新人 ；二是育人“内容”，即培养哪些方面的心理品

的基础上，从关注学生的实际心理需求出发，注重

质，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时代新人应该具备的

对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人格与价值观

品质或特征相吻合 ；三是育人“载体”或“方法”，即

等进行深层次的引导和干预，从心理层面推动和促

通过心理的途径、方法或技术来育人，主要指通过

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学生良好健康的心态。心理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等“心理”途径，应用心理

育人与立德树人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体现“育心”与

[ 基金项目 ] 2018 年度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立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长效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18JDSZK004）、
2018 年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基础理论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健康社会心态培育研究”（项目批准号 ：FJ2018MGCA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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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两者的内在统一。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是

修养的核心是“养心”。心理育人有利于通过“修心”

立德树人的前提和基础，心理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

来“修德”，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开展丰富多样

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

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以“心”的涵养全面提升学

径，心理育人质量直接影响立德树人成效 ；立德树

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培养大学生

人规定心理育人的方向和内容，是心理育人最主要

自尊、自信、自律的优良品格，使学生从内心深处

的价值生成，是心理育人重要的价值旨归，两者最

获得德性的生长，达到“正其心”目的，从而促进健

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担当民族

全道德人格的养成。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积极行为激励价值
心理育人蕴含激励学生积极行为的重要价值。

二、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的
价值生成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新时代教育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
下功夫，是对时代新人所具备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坚
忍不拔品格的倡导。奋斗精神的实质是心理学上所

高校心理育人在新时代有新的价值承载，我们

指的意志品质，是一种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意志

要充分挖掘心理育人在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价值，充

品质和积极行为表现。心理育人过程也是增强学生

分发挥心理育人对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导向价值、

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抗挫折的能力、塑造积极乐

道德人格塑造价值、积极行为激励价值、心理素质

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过程。因此，心理育人过程中

提升价值以及健康心态培育与干预价值。

要凸显对学生昂扬斗志和奋发向上精神的激励，使

1．理想信念导向价值

学生锤炼意志品质，提高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

新时代心理育人应该凸显理想信念导向价值，

受挫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时代心理育人对

心理育人过程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导向的教育活动

学生积极行为的激励价值。

过程。时下受复杂的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影响，高校

4．心理素质提升价值

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凸显，甚至引发极端事件的案例

心理素质是学生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良好的

日益增多。学生心理问题呈现出潜伏性、突发性、

心理素质是时代新人必备的品质，提升心理素质是

多样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的特点，给一线思想政治

心理育人的核心价值表现。心理育人就是以大力提

教育工作者带来挑战。心理咨询实践表明，相当一

升学生心理素质为出发点，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课

部分学生的心理问题涉及思想、道德和政治层面，

程、心理咨询服务、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以关

直接指向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价值观的迷

注人的积极心理品质为主要着眼点，以提升学生心

失、理想信念的缺失给学生心理成长带来的影响无

理素质为根本目标，融入积极心理学原理和方法，

法估量，理想信念缺失和价值观困扰是相当一部分

以独特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的创

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和心理冲突的症结。因此，心理

造性思维，在增强心理素质的同时全面促进学生综

育人有利于透过心理层面对学生进行深层次引导，

合能力的提高。

从心理层面解决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困惑，为奠定理

5．健康心态培育与干预价值

想信念提供心理基础，推动理想信念转化为内在的

对学生健康心态的培育和干预是心理育人重要

精神信仰，并促进理想信念转化为外显的行为。

价值的体现。拥有健康心理是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

2．道德人格塑造价值

基础。当下，培育大学生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

心理育人蕴含对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价值，体

康心态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心理育人

现“育心”与“育德”的内在统一。学生良好品德的养

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

成与其社会道德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等心理因

通过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方法与技术，最大程度

素密切关联。所谓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塑造品德

地帮助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积极心理品质，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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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心理问题起到积极预防作用 ；以心理育人过程中

高校应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建设水

的日常心理咨询与辅导，帮助学生解决心态上的

平，除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硬件设施的建设

迷茫和困惑，为健康心态的培育起到重要的调适

外，更要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内涵建设，更好发挥其

作用 ；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保障，通过构建“预防—

心理咨询、疏导、干预等服务功能，提高心理咨询

维护、筛查—预警、治疗—监控、转介—跟踪和

服务的质量和心理危机防范与应对的能力。一方

应对—处置”五级预防与干预体制，对有心理问题

面，促进提升心理咨询服务效果。在合力开展心理

的学生进行干预和辅导，为学生健康心态的培育

育人背景下，应积极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心理

奠定坚实基础。

咨询与辅导员谈心谈话相结合，积极促进家校合作
与社会相关资源的整合利用。对有心理问题倾向的

三、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心理育人价
值实现的路径探索

学生进行有效干预与疏导，加强与辅导员的双向互
动，及时与家长沟通并获取家长支持 ；加强与专业
医疗机构、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联动，及时评估、

新时代应加强对高校心理育人的顶层设计，遵

鉴别和转介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另一方面，完

循心理育人规律，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入

善心理危机防范和快速反应机制。这是提高心理育

构建一体化工作格局，实现心理育人的多层次推

人质量的重要环节。应建立起一个包括学校、学

进，全面提高全员心理育人能力，不断促进新时代

院、班级、宿舍在内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

高校心理育人质量的提升。

防范与快速反应机制。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应增

1．完善心理育人工作机制，促进新时代心理
育人规范化发展

强心理问题排查的有效性，提高心理健康测评的覆
盖面和科学性，确保心理健康筛查与评估的准确

完善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机制是提高新时代心理

性。进一步明确心理危机干预流程，强化各个部门

育人质量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要加

的协同联动与责任落实，畅通心理危机快速反应通

强心理育人工作的顶层设计，对心理育人的经费、

道，全面提高心理危机防范和应对能力。

场地、人员配备等方面做出明确的制度规定和安
排 ；针对当前心理育人薄弱环节，应着力完善心理

3．增强心理思政课堂建设，促进心理育人教
学的全覆盖

育人合力机制、管理运行机制、预警防控机制、心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是宣传与普及心理知

理危机快速反应机制、转介诊疗机制、家校合作机

识的重要途径，也是育人的重要平台和阵地，应该

制等各类工作保障机制，确保高校心理育人得以有

积极发挥心理课堂教学在心理育人中的主渠道作

效开展。另一方面，应强化教师依法从教、依法执

用。一方面，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设，找准思

教的意识和理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想政治教育的“映射点”。除了规范高校心理健康课

的框架下开展心理育人工作，进一步厘清高校心理

程教材，采用灵活多样、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实

育人的工作边界与职责定位，明确工作内容和实施

现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全方位覆盖外，更要注重

方式，遵守伦理道德规范，提高教师从事心理育人

挖掘心理健康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映射

的法治意识。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学生进行

点，如在心理课堂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群和己、得

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与干预，及时识别和转介超出

与失，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成败观、恋爱观、学习

工作边界范围的学生，才能更好地服务学生，帮助

观、友善观、诚信观和就业观等，把价值观教育渗

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从而提高心理育人工作的规范

透到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最大限度挖掘心理健康

性和科学性。

教育课程的育人资源。另一方面，加强其他学科的

2．提高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实效性，促进心
理育人服务质量的提升

教学渗透，挖掘学科教学中隐性的心理育人元素。
辅导员可利用主题班会或团体活动的契机开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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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活动 ；专业课教师则要增强心理育人意识，善

水平，提高全体政工干部、专业课教师和学生朋辈

于发现专业学科知识中蕴含的心理育人资源，把心

等心理育人工作队伍的半专业助人能力，使之成为

理育人理念融入备课、教学以及课外交流的过程

心理育人的有益补充力量。心理育人主体的相关能

中。同时，重视教师良好的心理状态和人格修养对

力应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掌握心理学、教育学、心

学生成长的积极影响，发挥专业课教师心理育人的

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知识 ；全面掌握

协同作用。

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熟悉学生的个性心理差异和群

4．增加心理育人活动吸引力，促进心理育人

体心理特点，不断研究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和心理
动态 ；掌握心理育人的谈心谈话技巧、倾听与共情

实践活动立体化开展
提高心理育人线上与线下活动吸引力，促进心

技能等。不断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心理相

理育人实践活动立体化开展。一方面，通过日常宣

容，在言谈举止、思想品质、个性品德等方面双向

传活动，打造以心理健康教育为主题的精品活动，

融合，形成心理上的和谐、情感上的相融和共鸣，

不断凝练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特色，培育心理育人精

引发心理育人的同频共振效应，从而发挥心理育人

品项目，提高心理活动吸引力。充分发挥校园活动

的最大效力。

作用，把心理育人有机地融入第一二课堂、学生
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创业教育、实习支教、志愿

6．构筑“三全”心理育人模式，形成心理育人
的合力

服务以及校园环境建设等活动中，渗透到学生的日

增强心理育人的合力，形成“三全”心理育人的

常学习和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习

新格局，突出全方位、全程性和全员性的特点。第

惯产生积极影响，不断传播正能量，给予学生思想

一，心理育人的全方位性体现在“两个渗透”，即把

的熏陶、智慧的启迪和心灵的滋养。另一方面，把

心理育人全面渗透到课程、实践、管理、资助、服

心理育人渗透到学生的生活微空间，打造线上线下

务等育人体系中，形成育人合力 ；把心理育人渗透

心理育人同心圆。充分利用网络、广播、微信公众

到学生学习、生活、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的方

号、A P P 等媒体资源，利用碎片化时间和网络实时

方面面，全面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第二，心理育

传播、无缝衔接的特点，通过视频、音频等文化传

人的全程性体现在“两个贯穿”，即把心理育人贯穿

播形式，积极创作以心理育人为主题的微电影、微

到学生心理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年级、专业和群

课堂、微动漫和微公益广告等作品，积极营造心理

体学生采用不同的育人重点和方法，结合学生心理

育人的良好氛围，提高心理育人活动的吸引力。

特点因材施教 ；贯穿于学生心理发展全过程，实现

5．增强心理育人意识，全面提高全员心理育

对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价值观、行为与人格
等微观心理的教育与引领。第三，心理育人的全员

人能力
高校心理育人的理念应深入人心，提高全员的

性体现在“六个涵盖”，即涵盖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

心理育人能力，才能为更好发挥心理育人作用奠定

师、一线辅导员、行政人员、专业课教师、学生朋

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深

辈队伍以及学生个体等群体。不同的心理育人主体

[1]

刻指出 ：
“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习近平总

在心理育人的不同方面发挥着不同作用，要增进协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
“必须

同，形成合力育人的良好格局。

[2]

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 教育者先受教育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规律，也是心理育人的重要遵循，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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