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8 卷
（2018 年）
第 18 期 第 49－51 页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Vol.38 （2018）
No.18 P49－P51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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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体验式教学模式是重视学生参与以及实践体验的新型教学模式。体验式教学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教

学模式，从增强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促进大学生自我成长以及提高大学生自我发展水平三个方面进行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构建，从而使大学生通过体验与实践，实现自我的认知与升华，进而达到知情合一与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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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高校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渠道，
〔1〕

词为体验、实践、环境和经历，是教师通过精心设计活动让大学

。但是由于目

生体验或者对过去经验进行再体验，引导体验者审视自己的体

前高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与教学模式尚待完善，大

验，达到对对象本性或内蕴的一种直觉的、明澈的透察，进而使

多采用传统的理论讲授方式，
与大学生实际生活脱离，难以有效

心智得到改善与建设的一种教学方式。也有研究者认为，
体验式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2 〕〔3 〕

地调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多不理想

，难以与大

学生的心理成长相适宜。因此，
在现今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探索
大学生心理成长与心理素质提升的心理健康教学模式，是重要

教学模式是通过实践认识周围事物，用亲身经历去感知、理解、
感悟、
验证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模式。
体验式教学模式注重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自主学

的研究课题。多元文化是指在一个群体、
社会或区域系统中，
同时

习能力的培养，符合信息时代的要求，是较为理想的教学模式。

存在相互联系且各自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几种文化，不同于以

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使每个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成为学习的主

往的文化存在方式，其在空间上具有多样性，在时间上具有共时

体，有效建立起主人公意识，履行主人公责任，课堂教学氛围良

〔4〕

性

。体验式教学模式属于新型教学模式之一，重视大学生的

好，
课堂富有生命活力，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因此，
改革

参与实践体验，
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更为契合，即将所学的心

传统的理论和实践教学模式，构建符合校情、生情的体验式教学

〔5 〕

理健康知识用以指导和解决自身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

。

本研究基于多元文化背景，探索将该教学模式应用于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方法。

模式，
积极开展体验式教学方式方法研究，是提升教学水平和办
学效果的重要途径。
可见，
体验式教学模式重视体验、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关

一、
体验式教学模式概述

于体验式学习理论基础的观点是一致的，有建构（结构）主义教

体验式教学模式以体验为中心，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创设

学理论、
现代教学观、
情知教学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模式，即在

合理的情境，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对大学生进行引导，大

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础上，使其通过体验与实践，实

学生根据自我经历与亲身感知进行知识获取的体验，从而进行

进而达到知情合一与知行合一，这也与大
现自我的认知与升华，

知识的建构。该模式可较好地达到知情合一〔1 〕 ，与以往教学模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目标相契合。

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与教学目标更为
式相比较而言，
契合。该教学模式更好地实现了教学相长，
实现了知识由教师到
大学生再到教师的双向传递过程。体验式教学模式涉及的关键

二、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中的适用性分析
步入大学是大学生人生的重要转折之一，环境的变化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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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学生出现心理变化，
有可能导致心理危机感的出现，这一点
已得到心理学界的认可。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尤其是大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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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设定目标，启动体验
以真实的情境创设，重视团体内的人际情感交流，是心理健

生，大学生活是对其的考验，面对学习方式的转换、人际关系的

康教育新的教学理念。在体验式教学模式中，以教育部倡导的

改变以及生活内容的丰富，容易使其产生情绪波动或者心理困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前提，针对大学生不同阶段的

扰。故而，作为教师而言，
应尽快帮助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而体

心理特点和发展需求，
开展团体辅导、素质拓展、电影观赏、案例

验式教学模式与此目标相契合，其通过鼓励大学生探索与完善，

解析等参观体验。通过对学校 2013 级大学新生进行关于心理咨

从而更好地完善自我。
体验不同的情绪刺激，

询等内容的调研，得出 95%左右的大学生对于心理咨询的功能

（一）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人际交往关系的良性发展
现今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承载了社会与家庭较高的期望

定位和保密原则有基本了解；
84%的大学生明确表示如果有心
理问题或者不适，会选择进行心理咨询。在进行体验式教学后，

值，而大学阶段亦是其心理变化最为激烈与敏感的时期，故而大

认可心理咨询的大学生由刚入学的 84%上升到 96%。可见，
体验

学生心理问题层出不穷。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新生，

式教学模式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载体，通过创设一个心理安全

较少有集体生活的体验，
对于集体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处理感觉棘

的情境，
可为大学生提供一个自我探索与完善的机会，使其依据

手。主要表现在，
有些大学生重视自身感受，多以自我为中心，长

相关教学内容主动吸取与构建正确的价值观，领悟自我心理的

期表现为难交朋友、孤独感较强。有人曾针对大学新生的人际关

积极能量，培养健全的心理品质，获得启迪和升华，从而达到普

系展开调查，
发现约60%~65%的新生对于人际关系较为苦恼。而

及教育的目标。

体验式教学模式可以创设情境，使大学生能够进行生活场景的

（二）融入体验，感受心灵

模拟，在安全的心理环境中进行人际交往的练习，可通过体验活

已有研究表明，
情绪与情感影响认知活动的方式与方法。体

动诸如“赞美心”
“你说我猜”等进行人际交往的学习与体验，从

验式教学是以大学生主体与知识、情境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悟性

根本上提高其人际交往能力，
促进人际交往关系的良性发展。

的活动，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以大学生为主体，尊重不同需要、

（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心灵归属感
大学生的自我成就感日渐增加，而在这其中，班级归属感、

动机，
关注个体〔6〕，促进大学生对于自我的理解与感受，从而达
到教学目标。在情境设置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大学生正确体验，

团体荣誉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大学生之间性格差异较大，
他们

从而使其真实地融入到情境中，从而达到共情。同时，需要注意

容易受到同辈间的影响，
而体验式教学采用诸如素质拓展、头脑

的是，教师应关注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及时记录其体验情形，为

风暴等团体心理辅导形式，对其班级归属感等内容进行强化，使

进一步交流与分享提供素材。

其在体验中领悟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团体凝聚
力的增加，
以及建立团体信任感，增强其心灵归属感。
（三）有利于大学生的自我探索与完善
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有浓厚的心理优越感。初入校门，面

笔者曾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设置了“人生遗嘱”一节，让
大学生融入情境，通过分析与人生、家庭相关的情境，分析自我
现状，探索自身的不足。在这一环节，
62%的大学生表示第一次
回顾既往生命历程，对于父母与家庭有了重新的认识，更为珍惜

对丰富的大学生活与社团活动，其大多冲动性地参加各类活动，

家庭、
珍惜现在。可见，通过“情境—体验—领悟”的体验式教学

出现忽视学习的情况。从心理学角度而言，
积极体验会促使其产

模式，
可以使大学生充分释放其心理，在冲突与欢乐中进行学习

生内在驱动力，转移大学生的注意力，从而降低心理焦虑等不适

与感悟，更深地体验自我、感怀他人，从而向“助人先自助”的方

对于大学生的影响。因此，
体验式教学是通过积极的体验活动，

向发展。

促使大学生在体验中不断正确认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探索与
完善，使其身心和谐。

三、
体验式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中的实践

（三）注重分享，多向互动
在体验式教学模式中，
重视互动分享是教学的重点。对于教
师而言，
不应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引导大学生了解知识产生
的过程，
把握重点。因此，
在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教学大纲，重视

笔者在学校 2016 级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开展体

多向互动，在组间、课堂中设计引导性问题，引导学生分享心理

验式教学实践的过程中，
根据大学新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心

困惑，
并及时予以点拨与疏导，构建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

理特点，组织相关教师对于当前大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或者关注

大学生自我探索与发展。

的心理话题进行征询，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收集与整理，而后

综上所述，
既往的心理健康教育多侧重于理论宣教，而忽视

由学校心理专业的教师进行筛选与确定主题，最终确定了 9 个

对于大学生心理素质提高的把握。就大学生而言，
对其进行心理

心理专题的教学内容，并将教学模式调整为“理论+体验”相结合

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其整体心理素质以应对压力与挫

的教学模式，其中理论授课采用课堂专题讲授的形式，而体验教

折。体验式教学模式通过情景剧、互动式讨论等，引发大学生对

学则改为小班教学，以参与式互动模式为主，并增设“心理成长

于不良情绪、
压力与挫折等的体验，从而构建正确的心理健康知

日记”让大学生对自身的心理成长进行记录与反思，并将该项内

识与感悟。体验式教学模式本身教案设计较为合理，
便于构造积

容加入到学期末成绩的构成之中。

极的课程范围。该教学模式强调在各类活动中进行体验。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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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可增强自身的心理体验，更

〔2〕邱小艳，宋宏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的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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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riential teaching mode is a new teaching mode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student participa－
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Experiential teaching is the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 It con－
structs the course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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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to realize their self cognition and sublimation through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and then achieve the un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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