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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中小学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ꎬ为提高中小学心理卫生服务水平提供参考ꎮ 方

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贵阳市中小学校心理教师 １８９ 名ꎬ使用自编«中小学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现状调查问卷»
进行调查ꎮ 结果　 所调查的学校有 ３３.９％配有专职心理教师ꎬ８２.０％配有兼职心理教师ꎬ不同学段学校专职人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２８.７４ꎬＰ<０.０５)ꎻ不同学段学校的心理教师在专业背景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７.４０ꎬＰ<０.０５)ꎮ 心理教

师每年接受培训 １~ ２ 次的占 ４７.１％ꎬ３~ ５ 次的占 １４.３％ꎬ６ 次及以上的占 ２.１％ꎬ没接受过培训占 ３６.５％ꎮ 所调查的学校开

展“个体心理咨询”的占 ８３.１％ꎬ开展“心理健康课”的占 ５９.３％ꎬ开展“大型专题讲座”的占 ３５.４％ꎬ开展“团体心理咨询”的

占 ３８.１％ꎮ 有 ８８.９％的学校已经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工作ꎬ其中制度建设完备的占 ９.５％ꎬ比较完备的占 ２６.５％ꎬ刚建立的占

４１.３％ꎬ还未建立的占 ２２.７％ꎻ有监督机制的仅占 ３３.９％ꎮ 结论　 贵阳地区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ꎮ 但整体看

来ꎬ小学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滞后于中学心理卫生服务工作ꎮ 未来应加强小学心理卫生服务工作ꎬ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

业化建设ꎬ增强学生心理卫生服务的实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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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卫生服务指以心理学的理论为指导ꎬ运用心

理学方法来维护和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活动[１] ꎮ 中

小学心理卫生服务是结合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ꎬ以中

小学生心理健康成长需求为导向ꎬ围绕其特有的心理

困惑展开一系列服务性活动ꎬ以促进心理健康和谐发

展ꎮ 我国中小学心理卫生工作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开展以来ꎬ经历了调查起步、尝试推进、实验探索和全

面发展等阶段[２－３] ꎬ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诸多问

题ꎮ 有学者调查指出ꎬ我国中小学心理卫生工作实效

性不高ꎻ师资力量短缺ꎬ专业水平不高ꎻ理论基础薄

弱ꎬ工作缺少针对性ꎻ整合性较低ꎬ缺少与家庭、社会

的协调和配合[４－７] ꎮ 本文以贵阳市中小学心理卫生服

务现状调查为依托ꎬ深入分析该地区中小学心理卫生

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产生问题的原因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运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按贵阳市 ＧＤＰ
排名将贵阳市分为经济高度、中度、一般发展区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对贵阳市在职中小学校 ２２０ 名心理教师

进行调查ꎮ 发放问卷 ２２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８９ 份ꎬ有
效回收率为 ８５.９％ꎮ 其中男性 ６５ 名ꎬ女性 １２４ 名ꎻ专

业背景为心理学的 ６３ 名ꎬ教育学 １０８ 名ꎬ医学 ６ 名ꎬ其
他学科 １２ 名ꎻ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 １０ 名ꎬ本科 １３９
名ꎬ大专及以下 ４０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中小学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现状

调查问卷»进行调查ꎮ 自编问卷为采用文献法ꎬ根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条目和论述ꎬ分析各类相关调查

问卷ꎬ并结合本次调查的目的进行修改ꎬ严格按照德

尔菲法的程序进行编制而成[８－９] ꎮ 问卷最终通过本专

业专家评估内容效度 ＣＶＩ 值为 ０.７１ ~ ０.８１ꎮ 问卷由 ３
个部分组成:(１) 学校心理卫生服务队伍建设情况ꎻ
(２)学校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具体开展情况ꎬ如心理健

康课程开展、心理辅导的方式等ꎻ(３)学校心理卫生服

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情况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对资料建立数

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队伍建设情况

２.１. １ 　 基本情况 　 配有专职心理教师的学校占

３３.９％ꎬ配有兼职心理教师的学校占 ８２.０％ꎮ 被调查

的高中有 ５２.４％配有专职心理教师ꎬ初中有 ４３.６％配

有专职心理教师ꎬ小学仅有 １９.６％配有专职心理教师ꎮ
不同学段学校在专职从业人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２８.７４ꎬＰ＝ 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２.１.２　 专业背景 　 不同学段学校的心理教师在专业

背景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７.４０ꎬＰ<０.０５)ꎮ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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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理教师有 ５９.５％有心理学专业背景ꎻ初中心理教

师有 ３６. ４％ 有心理学专业背景ꎻ 小学心理教师仅

１９ ６％有心理学专业背景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学段学校心理教师专职人数和专业背景分布比较

学段 学校数
专职人数

无 １ 人 ２ 人 ≥３ 人

专业背景

心理学 教育类 医学 其他
小学 ９２ ７４(８０.４) １２(１３.１) ４(４.３) ２(２.２) １８(１９.６) ６６(７１.７) ４(４.３) ４(４.３)
初中 ５５ ３１(５６.４) ２０(３６.４) ４(７.２) ０ ２０(３６.４) ２７(４９.１) １(１.８) ７(１２.７)
高中 ４２ ２０(４７.６) １０(２３.８) １０(２３.８) ２(４.８) ２５(５９.５) １５(３５.７) １(２.４) １(２.４)
χ２ 值 ２８.７４ ２７.４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１.３ 　 师资培训 　 关于“心理教师每年接受培训情

况”ꎬ选择“１ ~ ２ 次”８９ 人(４７.１％)ꎻ选择“３ ~ ５ 次” ２７
人(１４.３％)ꎻ选择“６ 次及以上”４ 人(２.１％)ꎻ选择“没

有培训”６９ 人(３６.５％)ꎮ 关于“心理教师希望提高业

务水平的获取方式调查情况”(可多选)ꎬ选择“外出进

修学 习 心 理 学 理 论 知 识 和 咨 询 技 能 ” １７４ 人 次

(９２.１％)ꎻ选择“到心理健康特色学校进行观摩学习和

交流”１５２ 人次(８０.４％)ꎻ选择“教育行政部门支持并

落实心理健康课程教学”１３８ 人(７３.０％)ꎮ
２.２　 工作开展情况

２.２.１　 心理健康教育课 　 学校开展心理卫生服务方

式的统计结果(多选题)中ꎬ开展“大型专题讲座”的占

３５.４％ꎬ开展“心理健康课”的占 ５９.３％ꎬ开展“个体心

理咨询” 的占 ８３. １％ꎬ 开展 “ 团体心理咨询” 的占

３８.１％ꎮ
所调查的学校中每学期没有固定课时的学校有

９２ 所 ( ４８. ７％)ꎬ 每学期课时在 ０ ~ １０ 节的 ３７ 所

(１９.６％ )ꎬ 每学期课时在 １２ ~ ２０ 节课时的 ４２ 所

(２２ ２％)ꎬ每学期课时在 ２０ 节以上的 １８ 所(９.５％)ꎮ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来自固定教材的占

５４ ５％ꎬ来自教师认为重要的内容占 １７.９％ꎬ来自学生

兴趣与需要的占 ２１.２％ꎬ看情况而定的占 ６.４％ꎮ 被心

理教师采纳排前 ３ 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

分别是讲授法(８９.４％)、游戏活动法(６１.９％)及角色

扮演法(５４.５％)ꎮ
２.２.２　 心理咨询服务 　 在所调查的学校中有 １５６ 所

(８２.５％)已经建立心理咨询室ꎬ３３ 所(１７.５％)没有建

立心理咨询室ꎮ 已经建立心理咨询室的学校中ꎬ没有

固定开放时间的占 ４３.６％ꎬ每周心理咨询室开放时间

４ ~ ６ ｈ 的占 ２３.７％ꎬ每周心理咨询室开放时间 ８ ~ １６ ｈ
的占 １８.６％ꎬ每周心理咨询室开放时间超过 ２０ ｈ 的占

１４.１％ꎮ
学校开展心理辅导内容排前 ３ 位的是压力管理与

应对 ( ７１. ４％)、 学习问题 ( ６９. ３％)、 人际关系问题

(６６ ７％)ꎮ 所调查的学校中ꎬ关于心理教师每学期

“与家长沟通次数”ꎬ２ 次以上的有 ４４ 人ꎬ占 ２３.３％ꎻ２
次的 １７ 人ꎬ占 ９.０％ꎻ１ 次的 ５７ 人ꎬ占 ３０.２％ꎻ未与家长

沟通的 ７１ 人ꎬ占 ３７.６％ꎮ
２.３　 制度建设 　 所调查的学校中有 １６８ 所(８８.９％)
已经开展心理卫生服务的工作ꎬ２１ 所(１１.１％)没有开

展心理卫生服务工作ꎮ 不同学段学校在开展心理卫

生服务工作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 ２０ꎬＰ >
０.０５)ꎮ 关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规章制度建立情

况”ꎬ１８ 所(９.５％)制度建立完备ꎬ５０ 所(２６.５％)制度

建立比较完备ꎬ ７８ 所 ( ４１. ３％) 制度刚建立ꎬ ４３ 所

(２２ ７％)制度未建立ꎮ 不同学段学校在心理卫生服

务规章制度的建立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１２ꎬ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学段学校工作开展和规章制度建立情况分布比较

学段 学校数
是否开展工作

是 否

规章制度建立情况

完备 较完备 刚建立 未建立
小学 ９２ ８０(８６.９) １２(１３.１) ８(８.７) ２１(２２.８) ４６(５０.０) １７(１８.５)
初中 ５５ ５１(９２.７) ４(７.３) ４(７.３) １７(３０.９) １７(３０.９) １７(３０.９)
高中 ４２ ３７(８８.１) ５(１１.９) ６(１４.３) １２(２８.６) １５(３５.７) ９(２１.４)
合计 １８９ １６８(８８.９) ２１(１１.１) １８(９.５) ５０(２６.５) ７８(４１.３) ４３(２２.７)
χ２ 值 １.２０ ８.１２
Ｐ 值 ０.５５ ０.２３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所调查的学校中ꎬ关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监督

机制 的 建 立 情 况 ”ꎬ 没 有 监 督 机 制 的 有 １２５ 所

(６６.１％)ꎬ有监督机制的 ６４ 所(３３.９％)ꎻ关于“心理卫

生服务机构隶属情况”ꎬ选择“独立设置” 的 ２ 所ꎬ占
１ １％ꎻ选择“隶属德育处”的 ８９ 所ꎬ占 ４７.１％ꎻ选择“隶
属团委” 的 ５１ 所ꎬ占 ２６. ９％ꎻ选择“其他部门” 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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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ꎬ占 ６.３％ꎻ选择“隶属校医院”的 ６ 所ꎬ占 ３.２％ꎻ有
２９ 所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ꎬ占 １５.４％ꎮ

３　 讨论

３.１　 队伍建设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贵阳市中小学心理

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了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

稳定的工作队伍ꎮ 尤其是高中心理卫生服务队伍更

为突出ꎬ有 ５２.４％的高中配有专职心理教师ꎬ心理学专

业背景的人数占 ５９.５％ꎮ
研究发现ꎬ贵阳市中小学心理卫生服务体系队伍

建设方面存在多方面的不足ꎮ 如所调查的学校中 １２５
所(６６.１％)没有专职的心理卫生服务人员ꎮ 在不同学

段的学校调查中发现ꎬ高中学校专职心理卫生服务人

员配备比初中好ꎬ初中比小学好ꎮ 从事心理卫生服务

的教师中ꎬ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仅占 ３３.３％ꎮ 在提高

业务水平的方式中ꎬ有 １７４ 人(９２.０６％)希望外出进修

学习心理学理论知识和咨询技能ꎬ与有些学者[１０－１１] 的

观点一致ꎮ 提示应该加强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者的专

业培训ꎬ建立相应的资格评审制度ꎬ使心理卫生服务

队伍建设向专业化方向发展ꎮ
３.２　 工作开展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贵阳市中小学校采

取多样的方式开展心理卫生工作ꎮ 其中心理健康教

育的宣传为工作开展的重点ꎮ 如所调查的学校中有

５９.３％开展了心理健康课ꎬ其中高中每学期安排心理

健康课的课时都有 １２ 课时以上ꎮ 但关于心理健康课

的课时安排及教材方面的调查也还有不足ꎬ如没有固

定课时的学校有 ７５％是小学ꎬ有 ５６.６％的学校心理健

康课无教材ꎮ
本研究发现ꎬ贵阳市中小学校心理咨询工作正有

条有序地进行ꎮ 如所调查的学校有 ８２.５％已建立心理

咨询室ꎬ已建立心理咨询室的学校有 ５６.４％开放时间

每周不少于 ４ ｈꎮ 多数咨询室会围绕学生的人际关系

问题、学习问题、压力应对、情绪问题等展开咨询工

作ꎮ 但同时研究发现ꎬ心理咨询工作的开展也有待加

强的地方ꎮ 如开展心理卫生服务的方式中选择开展

“团体心理咨询”的比例偏低ꎬ反映从事心理卫生服务

工作的人员专业技术有待加强ꎮ 已建立心理咨询室

的学校比例较高ꎬ但还有 ４３.６％的学校心理咨询室没

有固定的开放时间ꎮ 说明很多学校心理咨询室的建

立仅用于应付上级的检查ꎬ或者因为没有专职教师导

致心理咨询工作无法常规性地开展ꎮ 研究还发现ꎬ
３７.６％的学校未建立学校—家庭—学生心理卫生服务

工作体系ꎮ 有学者认为ꎬ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大多来

自家庭ꎬ所以若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ꎬ必须适时地与

家长沟通ꎬ共同商议解决方案[１２－１３] ꎮ
３.３　 制度建设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贵阳市中小学心理

卫生服务体系的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一些成绩ꎮ
所调查的学校中 ８８. ９％ 已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工作ꎬ
７７ ２％已建立相关工作的规章制度ꎬ３３.９％建立了心

理卫生工作的监督机制ꎮ 但同时中小学心理卫生服

务体系的规章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诸多不足ꎬ如没有

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工作的学校中有 ５７.１％是小学ꎮ 提

示心理卫生服务的政策没有落实到位ꎮ 有 ６６.１％的中

小学校没有监督机制ꎬ可能因为没有监督机制ꎬ很多

学校的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未开展ꎬ或机构的设立流于

形式ꎮ 研究还发现ꎬ学校心理卫生服务机构独立设置

的学校仅 ２ 所(１.１％)ꎻ４７.１％的学校心理卫生服务机

构隶属德育处ꎮ 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ꎬ不能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ꎬ心理卫生服务

机构应向着独立设置、专业性、标准化方向发展ꎮ 本

次调查中ꎬ心理教师反映的工作困难“工作经费不足”
“课程没有地位”等问题与前人相关的调查[１４－１５] 结果

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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