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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elf-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improvement, and a critical stage of establishing world outlook,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the ide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more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Synergy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combination. In addition, the paper explored the path of synerg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words: Synergy Theor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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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阶段是自我发展、人格完善的重要时期，也是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阶段。但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网络的普及化，高职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化。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是当前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是基于协同理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
求，分析两者的关系以及结合的意义，并在高职院校中探索两者融合的路径，从而发挥协同育人作用，
提高教育实效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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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
大学生面临着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极大考验，各种压

力也日益剧增。由于大学生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是认
识自我形成自我统一性，人格完善的关键时期，也是形
成稳定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重要阶段，特别容易
产生心理困惑和冲突。面对信息网络的发展以及多元文
化的冲击，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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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元化。高职院校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学校，由于社会认可度等问题，与本科生相比，
高职学生面临着更多心理压力和思想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是为社会主义事业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面对新的
形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跟上改革和发展的步
伐，引导学生在思想、观念、心理上尽快适应新的要求，
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新形势、新情况下面临
的严峻考验（郭汉军，2008）。而高职院校长期以来更
多是重视学生专业技术技能的掌握，对于学生人文教育
和精神教育方面相对重视不足，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
康教育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为了突破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困境，需要全面了解学生基础上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因此将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理念知识和方法融入到思想
政治教育之中发挥协同育人作用，将是增强思想政治教
育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2.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理
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2.1 理论基础
协同理论（synergetics），又称协同学或协和学，
是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不同事
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一门新兴学科，是由著名物
理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 Haken）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向芬，2016）。协同理论着重探讨各种系
统从无序变为有序时的相似性，具有普适性特征，是探
索未知领域的有效手段。协同理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
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
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就是要在各子
系统之间构建起协调一致的目标追求，以利于各子系统
的优化组合和协同效果达到最优，从而实现系统的共同
目标（王海建，2013）
。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在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评估标准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但是两者具有一致的教育目标和相同的教育对象，教育
内容又有所交叉（向芬，2016）。因此根据协同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
的关系为两者融合发挥协同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
前提。

2.2 现实需求
从高职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学生情绪调节不
稳定，情感体验强烈，自我控制能力较差，很容易受到
外界环境的影响产生冲动行为。近几年，大学生群体中
违法犯罪问题、暴力伤人事件以及自杀危机事件的频频
发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经济发展逐步加快
和信息网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高职学生长期处在
家长和学校的保护中，自身抗干扰能力和明辨是非能力

较差，很容易被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侵蚀，缺乏集
体主义观念，缺乏艰苦奋斗精神。因此，新形势下高职
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困境，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教育的实际效果来看，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比较单一，教育方式主要以理论说教和灌输式教育为主，
教育内容枯燥很难真正让学生入脑入心，难以满足学生
的发展需求和现实需要，因此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性并不强，很多时候存在形式强于效果的现象。近 30
年来，心理健康教育快速发展，但是在高职院校中产生
的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高职院校中专
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虽然大多按
照师生比 1：4000 的比例配备专职心理教师，但是考虑
到学生的数量与实际需求，常规的心理咨询可能并不能
解决大多数学生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高职学生对心
理健康的重视性不足，并且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心理咨
询没有形成正确合理的认识，遇到问题很少人能够主动
寻求心理教师的帮助。
因此，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在高职院校中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作用，是解决学生心
理问题和思想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也
是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现实需要。

3.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与
协同的意义

3.1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差异性
与同一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针对大学生思想变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综合
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
主义思想，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李晓莉，2007）
。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心
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的方式解决学生心理问题和心理困
扰，并通过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等加强心理知识宣传，
从而提高学生心理保健意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促进学生人格完善，实现身心和谐发展。
从概念上来看二者在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上是有
差异的，同时在教育方式和工作方法上也有很大差别。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是理论灌输和外在教化为主，具
有普及性与开放性，注重社会和集体的发展，把学生当
做“社会人”，使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化，被社会所认同；
而心理健康教育更多是情感疏导和心理关怀为主，更加
注重个体的内在感受和内在需求，强调个体意愿和保密
性，把学生看作“个性化”的人，关注个体的健康成长。
同时在价值导向和评判标准上两者也有差别，思想政治
教育属于意识形态教育，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是按照
社会需要塑造人才，强调个人行为规范符合社会道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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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法律法规要求。心理健康教育没有明确的价值要求，
注重个体自身的和谐发展与自我实现，目的是培养学生
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会对个体行为进行价值评判，尤其
是在心理咨询中需要咨询师保持价值中立（徐伟，2018）
（李春山，2013）。
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
相互关联的，具有一致性和同一性。首先，从教育目标
和教育对象上，两者都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人才，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
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和谐发展。同时在作用发挥上，两
者也是相互依存的，心理健康是接受思想教育和政治教
育的前提和基础，而思想政治素质的养成是心理健康的
进一步发展，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改善学生的心理状况为
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创造条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学生思
想道德品质的塑造，促进学生心理状况的稳定（李晓莉，
2007）。同时从个体层面来讲，个体的心理和思想是相
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都是属于个体精神认知层面，学
生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很多时候也难以区分。因此思想
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差异性和同一性是两者融
合一起，发生协同作用的基础和条件。

理咨询也存在一些偏见，遇到问题大多不会主动求助心
理中心，而心理问题严重或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大多是
直接休学或退学。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中有被边缘
化的倾向，面对众多潜在心理问题学生心理教师往往力
不从心。相对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更成体系，学生必修
的思政课程较多，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也很丰富。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相对也比较壮大，包括思政课
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政工干部等，这也为心理健康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师资保障。因此，心理健康教育可以
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和日常活动平台，开展心理
健康知识宣传和辅导活动，服务对象由问题学生转变为
全体学生，从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
促进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

3.2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意
义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协同作用，是解决
学生问题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迫切需要，也是突破思想
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困境，增强教育实效的必然选
择。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
学生成为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合格人才，
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教育和宣传教育，促进学生个人成长
与提升才是两者的根本出发点（申青，2013）
。因此在
高职院校探索其有机融合的路径时，首先就是要树立协
同育人的理念，转变只重视培养学生技术技能而轻视学
生精神人文教育的办学方式，真正树立以生为本的理念，
打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
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紧紧围绕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为统一目标，从而统筹一切有利于学生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因素，使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
教育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教育方式等方面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共同发挥协同育人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扩展了思想政
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利于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申青，2013）。
由于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着个体认知思维和思想行
为，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想要取得效果，必须重视对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高职院校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多采用理论灌输和说服教育为主，
不太注重倾听学生的想法和感受，学生更多是被动接受
者。而心理健康教育强调尊重与平等，关注学生的内心
感受和需求，倾听学生真实的想法，与学生一起解决心
理困扰和问题。同时在教育内容上，高职学生普遍觉得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枯燥，与生活实际关联较少，缺
少自我成长的内容，对其缺少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不
高。在工作实践中，经常发现学生明白道理但是行为上
却做不到的现象，探究其原因可能存在心理方面的问题，
简单的批评教育往往效果并不理想。而心理健康教育正
是了解学生心理发展特点，满足学生心理发展需求，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学科。因此可以把心理健康教育的方
式方法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在倾听和了解学生的基
础上，解决学生心理困扰，满足其成长发展需求，从而
助力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为心理健康
教育的发展拓宽了平台、提供了保障，从而促进心理健
康教育的发展。在高职院校中，学校办学重点倾向于专
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更注重培养学生技术技能，心理健
康教育的发展比较晚，近几年才逐步建立完成心理健康
教育中心，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日常工
作重点，在师资和经费方面投入也不足。同时学生对心

4.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的路
径探析
4.1 树立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
育人的理念

4.2 营造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
育人的文化氛围
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和实践活动是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渠道。在实际工作中，可以
发现很多学生参加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更多是
为了“学分”被动参加，不能真正投入参与，不能体会
到活动的意义，精心策划的活动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是打破此困境的
有效途径。首先，应该改变活动设计理念，把学生的现
实需求作为首要考虑，活动之前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
解学生的需求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而不是组织者单方面
的以自己的意愿设计活动。其次，在高职院校中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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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心理较重、自我效能感较低，在活动设计和开展过程
中充分利用积极心理学相关观点，明确向学生表明活动
意义，在活动中更多关注学生优点，鼓励并夸奖学生，
增强其成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自信。最后，做好活动
总结，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强化学生
积极体验和积极情绪，不断增强活动效果，促进学生素
质提升。同时校园活动大多是集体活动，可以加强学生
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同学关系和增强集体观念，实践
活动和志愿活动也帮助学生加强对社会的认识，提高服
务群众、服务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摒弃利己主义和享乐
主义的错误观念。

4.3 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
的师资队伍
从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现状来看，专
职心理教师较少，学院或系部的心理工作更多是由辅导
员承担，但是辅导员很少具备心理学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时可能无法及时发现并处理。而且，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没有心理学专业知识背景，也
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相关的系统培训。因此面对学生日
益复杂的问题，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现状，
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
识的培训，保证其具备必需的心理知识和技能，从而运
用心理学的方式方法了解现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需求，
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交流，将单一教育转变为双向交流，
改善师生关系，帮助学生解决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
心理问题和思想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也应具备相
应的思想政治素质，参加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培训，了
解学生思想动态变化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更好地帮助学
生、引导学生。同时，两支队伍应该加强沟通交流，可
以成立工作小组，定期组织工作交流会，分享工作经验，
研讨学生问题，在彼此的互助协作中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因此培养一支懂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律，又掌握一定
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教师队伍，是思想政治教育
和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的关键（刘燕，2005）。

4.4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
的方式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学生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很多情况
下是是相互联系，难以区分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的融合，需要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相互整合发
挥协同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改变灌输式教育，借鉴
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相关理念，在尊重、平等、接纳、
积极关注的背景下，更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学
会倾听学生、理解学生，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有温度。同时可以学习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展学生心理测试和思想动态调查，

了解学生心理和思想状况，建立学生个人档案，使思想
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特点，从而提高教育
的针对性。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积极主动宣传，开展多种形式教育活动，帮助学生树立
对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的正确观念，重视自身心理健康。
同时面对学生心理困扰时，学会从思政角度、社会角度
等考虑问题，注重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提升，扩展心
理健康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在高职院校中，心理咨询往
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学生更多依赖直接指导和建议，
因此在工作中可以更多的采用榜样示范教育和团体小
组活动，注重对学生干部和学生社团心理知识方面的培
训，依靠朋辈力量，让学生在群体中得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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