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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频发ꎬ社会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的期望和要求不断提高ꎮ «中华人

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后ꎬ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出更高要

求ꎬ使当前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心理问题“诊断、治疗”的界定、心理健康辅导的场所和环境、学校管理与学生权益

平衡、高校咨询师的咨询资质等方面都面临困境和挑战ꎮ 作者从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现状研究出发ꎬ阐述了«精神卫

生法»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作用和影响ꎬ界定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界限ꎬ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体

系ꎬ明确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职责ꎬ实施医教结合、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规章制度ꎬ从而提升心理危机的应对能

力ꎮ 对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具有指导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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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竞争加剧ꎬ大学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

大ꎬ心理问题日渐突出ꎬ大学生心理危机已经成为影

响高校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１] 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开始ꎬ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

的关注ꎬ但是长期以来没有法律制度和政策文件来规

范这一工作ꎮ 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由于大学校园里的心理

危机事件不断增多ꎬ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ꎬ
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制度文件ꎬ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逐步走向正轨ꎮ ２０１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

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ꎬ是我

国法制化建设和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ꎬ它
确保了在精神卫生领域开展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ꎬ同
时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

出更加明确的法律要求ꎬ是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

重要法律依据ꎮ 为了顺应«精神卫生法»对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要求ꎬ本研究探索

建构基于«精神卫生法»要求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的方法与策略ꎬ创新基于«精神卫生法»法律制度

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新模式ꎮ

１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现状

当前社会竞争日益激烈ꎬ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

上升趋势ꎬ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形势越来越严峻ꎮ
首先ꎬ大学生产生心理危机、学生个体具有疑似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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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精神障碍行为ꎬ必须进行心理诊断治疗与调适的状

况越来越频繁ꎬ学校心理咨询辅导老师不能从容应

对ꎮ 其次ꎬ对于精神类疾病ꎬ学生和家长通常会存在

“病耻感”ꎬ不愿主动配合治疗ꎬ对心理诊断治疗、心理

辅导工作存在不理解ꎬ以至于产生抵触与反感情绪ꎬ
使得心理咨询教师开展工作较为被动[２] ꎮ 再次ꎬ心理

健康具有专业学科交叉性质ꎬ涉及心理学、社会学、医
学、教育学等学科ꎬ需要较高的专业水准及严格的法

律制约与伦理规范ꎮ 但由于社会对心理咨询需求的

高涨ꎬ执业人员迅速发展壮大ꎬ没有形成规范的职业

资格准入制度和执业要求ꎮ 另外医疗机构和教育部

门在心理咨询诊断治疗服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ꎬ造成

心理危机干预活动意外事故频发ꎬ法律冲突不断ꎮ
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并出

台若干文件ꎮ «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ꎬ作为精神卫

生领域的国家级专项立法ꎬ是改善国民精神卫生健

康、完善精神卫生体系工作的重要立法措施ꎬ同时对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危机干预提出更加严

格的要求[３] ꎮ

２　 «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促进作用

«精神卫生法»首次将心理咨询与治疗纳入精神

卫生领域ꎬ对心理健康咨询工作提出明确法律要求ꎬ
是我国法制化建设和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中所颁布的

重要律法ꎮ «精神卫生法»首先要求针对学生开展精

神卫生知识教育与普及ꎬ聘请或配置专业的心理咨询

师ꎬ设置心理咨询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调

适ꎮ 同时严格规定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职能与责任ꎬ明
确了心理咨询教师如果违反法律将面临的责任ꎮ «精

神卫生法»对心理辅导教师的业务素养和执业规范提

出明确要求ꎬ以便为学校和社会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

服务ꎮ «精神卫生法»还规定教育部门要对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辅导教师进行上岗培训和经常性的岗位技

能培训ꎬ加强精神卫生教育ꎬ定期组织专业技能测评ꎬ
保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化与职业化ꎮ «精

神卫生法»也明确规定学校、心理辅导教师要与问题

学生家长或监护人就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保持沟通ꎬ
当发现学生出现精神、心理障碍时明确学校方面的通

知义务ꎬ当疑似精神障碍学生发生自伤或伤害他人行

为时ꎬ患者家属、单位、当地公安机关都有权力和义务

立即将疑似疾患学生送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诊疗ꎮ
这些条款一方面保证学校在评估问题学生是否存在

严重心理危机时可以采取主动措施ꎬ同时也规定了问

题学生家长需要履行送医就诊的义务ꎮ

３　 «精神卫生法»对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造成

的困境

３.１　 高校学生心理问题“诊断、治疗”的界定不明确

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ꎬ如果筛查到存在异常心

理行为的学生ꎬ一般由心理咨询师基于自己的专业知

识对学生心理问题进行预判ꎬ然后基于判断结果决定

问题学生需要心理咨询还是转介治疗ꎮ «精神卫生

法»规定:只有具备诊疗资质的精神科医生、护士在有

相关设备和设施ꎬ而且诊治场所具备完善管理制度和

质量监控制度的条件下ꎬ才能开展精神障碍的诊疗活

动ꎬ学校心理咨询教师不能从事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

的诊断治疗活动ꎮ 据此规定ꎬ心理咨询教师做预判的

行为是否是“诊疗”行为不太明确[４] ꎮ 在预判过程中ꎬ
心理咨询教师必须基于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进行判

断ꎬ从而履行咨询和转介的法律义务ꎮ «精神卫生法»
规定心理诊疗活动应当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ꎮ 明

确限制高校心理健康辅导工作的范围ꎬ因此在学校环

境中的心理危机干预只能是心理咨询辅导ꎬ不能触及

心理治疗ꎮ 但是在大多数心理危机干预实践中ꎬ心理

咨询与心理治疗没有本质差别ꎮ 这将使高校心理咨

询教师在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时很难规避可能发

生的法律风险[５] ꎮ 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开展不利ꎬ
只会将本来可以在学校进行的干预全部转介到医疗

机构ꎬ既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负担ꎬ也使原本心理问

题轻微的学生因“病耻感”而不去医疗机构ꎬ错过了最

佳的干预时机ꎮ
３.２　 限制了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判断和处理　 «精神卫

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

来担当ꎬ同时强调不能违反本人意愿对疑似心理疾病

患者进行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的医学检查ꎮ 还规定:住
院治疗精神疾病必须基于自愿原则ꎮ 这些条款主要

致力于减少“被精神病”这一社会不公现象ꎬ体现了对

人的最基本权利的尊重及对人性的关怀ꎮ 但在一些

校园心理危机干预情境中ꎬ这些法律要求会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心理危机问题的处理[６] ꎮ 在既要保障问题

学生的正当权益ꎬ又要确保其人身安全及校园环境安

全方面ꎬ心理辅导教师会面临一定的困境ꎮ 当一些具

有疑似精神疾患但未表现出明显症状的学生ꎬ学校心

理咨询中心就很难采取具体的干预措施ꎮ 如针对轻

中度躁狂、偏执性精神障碍、幻听及关系妄想但无伤

人、自伤倾向的精神分裂症疑似患者ꎬ他们缺乏自知

力和求治动机ꎬ而社会的偏见使家长即使明知相关症

状ꎬ也不愿配合治疗ꎮ 且有一些精神障碍症状不一定

会导致恶性后果ꎬ按照法律要求不能强制其入院诊

疗ꎬ就有可能耽误疾患学生的精神障碍诊治ꎬ导致心

理问题进一步恶化ꎬ不但影响其学业ꎬ对校园安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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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潜在隐患ꎮ
«精神卫生法»规定“非自愿治疗”是属于监护人

的权利ꎬ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都是学生ꎬ学生监

护人就是家长ꎬ但是有些家长无法承担起全部的监护

职责ꎬ还需要社会第三方资源介入ꎬ但目前社会方面

关于精神卫生工作的第三方资源还不充足ꎬ如果问题

学生完全被交给家庭监护ꎬ可能会使学生的心理疾患

变得更加严重ꎬ且很多家庭都不同意问题学生休学或

退学ꎬ坚持让问题学生继续在校读书ꎬ因此这些问题

学生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始终是学校安全的隐患ꎮ
３.３　 心理健康辅导的场所和环境受限 　 «精神卫生

法»规定心理诊疗医务人员不能在专业诊疗机构以外

的场所开展心理疾病诊疗活动ꎬ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ꎮ 因为«精神卫生法»不

允许心理咨询教师从事心理治疗工作ꎬ那些存在心理

疾病的学生无法从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获得心理诊疗

服务ꎬ精神科医生又必须在满足法律规定的医疗场所

开展心理治疗工作ꎮ 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不是法律

规定的心理诊疗场所ꎬ因此学校无法通过聘请专业精

神科医生进入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对问题学生进行诊

疗ꎮ 对于社会医院的心理卫生门诊ꎬ由于相关的费用

问题和社会偏见ꎬ存在心理障碍的问题学生不愿涉

足ꎬ从而限制了针对心理疾病学生的心理援助ꎬ也对

高校处理突发心理危机事件产生一定法律影响ꎮ 当

一些学生出现疑似精神问题时ꎬ心理咨询教师不能诊

断ꎬ只能应用相关心理和精神卫生知识进行一些预

判ꎬ然后建议学生自身或家长陪同去医疗机构诊治ꎮ
«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发生意外伤害、自然灾

害、公共安全等会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事件ꎬ学校必

须及时组织心理辅导教师开展针对学生的心理咨询

服务ꎬ在这样的心理危机干预活动中心理咨询教师必

须要采用一些心理疾病的治疗技术和手段ꎬ而法规又

不允许心理咨询教师进行必要的心理疾病诊疗活动ꎮ
外请专家或组织问题学生去专业医院接受心理疾病

诊疗服务ꎬ就有可能错失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关键时

间ꎮ 因此在不违反«精神卫生法»的基础上如何进行

心理危机干预和咨询ꎬ是心理咨询教师要认真思考的

问题ꎮ
３.４　 学校管理与学生权益难以平衡　 心理咨询师依

据«精神卫生法»在开展工作实践中ꎬ咨询教师在保证

学生安全和保障患者、疑似患者权益之间很难权衡ꎮ
大学生是高校管理系统的核心ꎬ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系

统是从属于学生管理体系的子系统ꎬ承担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职能和学生管理职能ꎬ需要与相关部门合

作ꎬ一起为全体学生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学业发展

等需求服务ꎮ 在学校心理咨询实践中ꎬ学生的安全管

理工作与问题学生权益之间保持平衡是当前高校心

理咨询服务工作的难题ꎮ 一方面法律规定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的职责ꎬ另一方面ꎬ学生一旦遇到问题ꎬ
社会和家长又会对学校的责任无限追究ꎮ 那些有治

疗需求却不满足精神疾患危险标准的学生ꎬ因缺乏自

知力和求治动机ꎬ最终可能由于病情加重出现自伤或

伤害他人行为ꎮ

４　 «精神卫生法»要求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

应对策略

４.１　 界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界限　 在«精神卫生

法»要求下实施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ꎬ需要来自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参与协作ꎬ工作目的不是为了一对一的

解决个案心理危机ꎬ而是增强学生与自己、与他人、与
社会的适应能力ꎬ预防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ꎬ
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ꎮ 因此ꎬ高校心理咨询师

的职能定位必须明确ꎬ从实际出发制订大学生心理咨

询细则ꎮ 细则要符合国情ꎬ切合现实ꎬ充分考虑心理

咨询师队伍的现状ꎮ 实践方面ꎬ心理咨询教师需要基

于心理咨询和诊疗的理论知识和技术ꎬ对问题学生的

疑似心理障碍进行预判ꎬ判断问题学生是否具有疑似

心理疾病ꎬ是否需要转介治疗ꎮ 这种做法ꎬ既不违反

«精神卫生法»ꎬ同时又能了解问题学生的心理状况ꎬ
为后续的咨询和转介提供必要的技术依据ꎮ
４.２　 建立行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基于大学

生心理咨询的知情同意原则ꎬ对学生实施全面的心理

健康状况调查活动ꎬ心理咨询教师根据普查数据筛选

出问题学生ꎬ并与其进行访谈ꎬ建立和完善问题学生

的心理档案ꎮ 同时加强心理咨询辅导中心的功能ꎬ将
医学教育和医疗保健融入学校心理咨询活动中ꎬ做到

心理健康教育档案和医学健康教育档案相结合ꎬ实施

双档案模式ꎬ并对心理档案实行动态管理ꎮ 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要将存在疑似心理疾患的学生及时通知到

各学院的兼职心理辅导教师ꎬ要重点关注问题学生ꎬ
每个月上报学院心理健康状况ꎬ努力做到学生心理危

机的及时发现、及时干预、适时转介和正确治疗ꎬ完善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ꎬ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规

范化进程[７] ꎮ
４.３　 明确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职责ꎬ实施医教结

合　 在处理心理危机事件中ꎬ各类人员的角色需要明

确ꎮ 首先ꎬ通过职业的细分来确定各自的职责ꎬ明确

高校心理咨询的服务职责和角色定位ꎮ 高校心理咨

询辅导中心和精神卫生服务医疗机构相互合作ꎬ既各

司其职ꎬ又能取长补短ꎮ 针对存在严重精神障碍的大

学生心理辅导干预实践中ꎬ“发现”和“建议”是学校心

理咨询教师的基本责任ꎬ带学生去专业医院接受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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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服务是家长或监护人的责任ꎬ院系相关人员在此

过程中主要提供支持协助ꎮ 其次ꎬ为更好地对大学生

心理危机进行预防和应对ꎬ学校要加强与精神专科医

院的合作ꎬ通过医院和学校的有效联动建立“医教结

合”模式ꎬ形成一支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心理咨询教

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复合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ꎬ
学校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预防机制ꎬ医院设立接收

有心理疾病学生的专业窗口ꎬ建设门诊药物治疗或住

院治疗的绿色通道ꎬ加强学校和医院之间的沟通和联

动ꎬ促进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ꎬ
将预防干预机制植入到每个学生的心里ꎬ做到有效预

防ꎬ避免意外事件发生ꎬ切实保障大学生身心安全[８] ꎮ
４.４　 完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规章制度　 «精神

卫生法»要求各个学校在制定有关心理咨询与心理危

机干预的规章制度时ꎬ不仅要考虑学校的自身特点ꎬ
还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ꎮ 目前各学校都依据各自

的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相应的心理咨询辅导制度ꎬ在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ꎬ要对各学校现有的规章制度进

行全面审核ꎬ特别是针对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

预的规章制度ꎮ 首先ꎬ加强知情同意环节ꎬ规范心理

咨询记录ꎬ加强问题学生个案咨询管理工作ꎮ 学校心

理咨询中心对心理咨询教师保留在机构中的咨询记

录要有明确规范ꎬ记录要保存客观的信息和内容ꎬ如
问题学生的说话、表情和行为等[９] ꎮ 心理咨询教师要

形成良好的撰写咨询记录的习惯ꎬ每一个咨询电话、
每次会谈ꎬ都要做好文字或语音的记录并保存ꎮ 在日

常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要建立严谨的、完整的、系统

的、长期的咨询台账记录ꎬ这既是对工作的负责ꎬ便于

查阅ꎬ也是对自己的法律保护措施[１０] ꎮ 其次ꎬ«精神卫

生法»将意愿诊疗及住院的权力赋予当事人的监护

人ꎬ一旦发现心理危机个案学生ꎬ要及时与监护人进

行沟通协商ꎬ同时与医疗卫生部门及时协调沟通ꎮ 再

次ꎬ在心理咨询个案材料的保存和呈报等环节上ꎬ要

强化保密观念和措施ꎮ 对于严重心理障碍学生的处

理ꎬ明确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职能是告知监护人并建

议转介ꎬ不能直接进行心理干预和诊断治疗ꎮ
总之ꎬ在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实践活动中ꎬ

学校心理咨询师要明确了解«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

询与心理危机干预的法律要求ꎬ清晰界定心理诊治和

心理咨询的界限ꎬ明确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职能和责

任ꎻ学校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ꎬ建
立与专业诊疗机构相结合的“医教结合”新模式ꎬ完善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规章制度ꎬ从而提升心理危机应

对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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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ｙꎬ２０１９ꎬ８５(４):３４５－３５４.

[１３] ＨＯＷＳＭＯＮ Ｄ ＰꎬＫＲＵＧＥＲ ＵꎬＭＥＬＮＹＫ Ｓꎬｅｔ 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ｉｓｍ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ｕｐｏｎ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ＰＬｏＳ Ｃｏｍｐｕｔ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３ ( ３ ):
ｅ１００５３８５.

[１４] ＷＡＮＧ ＨꎬＬＩＡＮＧ ＳꎬＷＡＮＧ Ｍꎬｅｔ 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ｕｔｉｓｍ[ Ｊ] . Ｊ Ｐｓｙｃｈ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６ꎬ４１
(１):２７－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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