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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risis events concerning such mental problem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social concern. On school level, it is urgent to construct an effective mechanism of early warning 
and intervention of crisis. Such mechanism can integrate school resources, form a joint force, and formulate 
effective measures. Based on practic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four-level mechanism of 
crisis intervention, “dormitory - class - college - university”, and aims at a timely discovery of and response 
to students' mental crisis. Thi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guid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adapt to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new era and to create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campus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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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危机事件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学校层

面出发，有效的危机预警和干预机制的构建是迫切需要的，它能够整合学校资源，形成合力，制定行

之有效的措施。本文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推行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联动危机干预机制，做到

对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于引导大学生适应新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变化，创建和谐

稳定的校园氛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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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

纲要》，提出要构建心理育人质量提升体系。随着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竞争的日益加剧，尤其是社会对外开

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生活节奏加快，

致使人的紧张和焦虑愈发严重，孤独、封闭渐成常态，

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也日益突出并且成为社会的普遍

现象。对于大学生而言，情绪情感、人际交往、学业等

方面往往是心理问题的重灾区。其中一些承受能力较差

的学生一入学便产生明显的不适应感，表现为情绪失

常，行为怪异等，严重的甚至会选择自残、自杀。显而

易见，出现心理疾病既影响学生自身学业，也会给家庭

和学校的建设带来沉重的负担。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已经成为高校必须倍加重视的社会命题。大学生承载着

社会和民族的希望，加强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

仅对学生个人的成长，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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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是

一种生理、心理与社会适应都臻于完美的状态，而不仅

是没有疾病和摆脱虚弱的状态。
[1]
是否具有良好的生理

状态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崔红等

认为，心理健康是指具有良好的生理状态，具有自我和

谐并与外部社会环境和谐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2]
对于

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从繁忙的高中学习跨入“自由

式”的大学生活，“不适应”成为大学生活的“拦路

虎”和“新常态”。“祸患常积于忽微”，如果对大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教育引导不科学、不及时，就会给他们的

学习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惑，一些本可避免的心理问题也

往往由此产生。研究表明，自杀已经是造成现代人类死

亡的十大原因之一，而因心理问题自杀的比例在大学生

非正常死亡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建立有效的危机干预机

制是高校育人的紧迫要求，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现

实需要。 

2.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现状特征 

一般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会出现一些表象特

征，可以此为依据判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2.1 表现为情感抑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现有 3.5 亿人患有抑郁

症，并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趋势，多为 14—30 岁的青

少年。抑郁症不及时治疗，10％－15％的患者有自杀倾

向。出现抑郁症的人，往往情绪低落，注意力和思考能

力下降，睡眠失调等，心理活动正常的人通过自我调整

很快即可恢复，如果其间明显地对几乎所有活动丧失兴

趣和愉悦感，出现严重睡眠问题，运动迟滞易疲劳或精

力不足，产生无价值感或强烈的负罪感，就需要给予足

够的重视。尤其是过分的痛苦或反复出现自我伤害、自

杀念头更是不容忽视的严重抑郁现象。调查显示，表现

出心理问题的学生中有 30%已经在医院确诊为抑郁症，

很多学生对早期出现的抑郁情绪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自然也就没有引起父母的关注，当情况逐渐加深，出现

语言迟缓，思维缓慢，社交能力减弱等症状，严重影响

学生家庭和大学生活时又缺乏应对能力，不知所措，进

而陷入恶性循环。有的产生重度抑郁情绪，拒绝接受心

理咨询，也不配和医院治疗，就会出现自残行为，甚至

产生自杀倾向，遇到刺激比如考试便情绪发作需要回家

调整。 

2.2.表现为长时间的过度焦虑 

科学研究证实，适当的焦虑对身体是有益的，经过

合适的调节疏导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但过分焦虑就

容易引发一些疾病。比如，很难控制焦虑忧虑情绪，坐

立不安或者紧张、急切，容易疲劳，难以集中注意力，

大脑一片空白，入睡困难等等。焦虑、担忧或身体症状

会给个体造成明显的痛苦和伤害。有的学生因焦虑症经

常出现紧张情绪，严重者甚至随时因为没有高效率地利

用好每一分钟的时间而崩溃，与人交往，玩游戏等都会

因为自己没有表现出完美状态而深深自责，为此经常失

眠。 

2.3.表现为多疑多病 

总是担心自己患有一种或多种躯体疾病，尽管反复

检查，未发现相应躯体疾病，但仍不能消除其疑虑，不

相信或不接受医生的劝告。还会出现幻觉、妄想、语无

伦次、情绪单调、失语症及精神分裂等症状。现实生活

中，有的学生从中学就有幻听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在

当时并未接受医院治疗，大学因和室友存在矛盾病情加

重，经常能听到有人喊她从楼上跳下来或者叫她去死，

导致服药自杀。还有的学生时常疑心有人要害自己，背

后议论自己，甚至担心到不敢喝水，不敢上课。 

除此之外，大学生还存在一些人格障碍或精神障

碍。比如偷窃癖、双向情感障碍，边缘性人格障碍等。

尤其是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学生本身的性格和所学知识

导致了思维的细腻多思，进而引发了诸多的心理问题。

比如，有的学生自身家庭条件良好，却被发现经常偷室

友东西，经诊断为偷窃癖，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很难控制

自己的偷窃行为，经过关注治疗，在多方努力之下顺利

完成学业。患双向情感障碍的学生往往是先抑郁后躁

狂，抑郁发作时考虑诸如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哲

学问题，对生活提不起兴趣。躁狂发作时情绪和行为异

常，精力特别旺盛，一天可以睡 3、4 个小时，不停讲

话且语速特别快，甚至会主动跟陌生人握手，还可能表

现为疯狂的购物，异常的自信等。边缘型人格障碍主要

以情绪、人际关系、自我形象认知、行为的不稳定，并

且伴随多种冲动行为为特征，是一种复杂、严重的精神

障碍，患者长期感到空虚，表现出不恰当的难以控制的

强烈愤怒，也是一种治愈难度较大的人格障碍，有的学

生经过咨询和治疗可以缓和。 

处在心理危机中的大学生在情绪、认知、行为、生

理方面又有一些特殊的表现。如情绪上表现出幻灭、恐

慌、恼怒等；认知上因为悲伤影响到感知觉，导致健忘、

思维缓慢、逻辑混乱、不合理认知等；行为上拒绝与人

交往，出现自残、酗酒、赌博、暴力等；生理上出现胃

肠功能、免疫功能下降，梦魇，失眠，胸闷，头晕等。

这些表现往往同时发生，比如遭遇了失恋的学生就会表

现出情绪的严重低落，孤立自己，甚至靠酗酒发泄，认

知极度狭窄，攻击性变强，食欲降低等。 

3.产生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外部环境 

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原因有其复杂性，除了本身所

具有的喜怒哀乐等情感体验之外，在主体与客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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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自我与他者的冲突，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等都与

心理问题的产生息息相关。这些矛盾的处理需要高度的

智慧和技巧，对于刚步入成年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是一件

较为困难的事情。青春期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主要受家

庭教育、社会环境的诱发因素。而对具体心理问题成因

进行分析则有助于我们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3.1.生活环境的变化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生是由一系列连续的发

展阶段组成，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身心发展课题。当

一个人从某一个发展阶段转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时，他原

有的行为和能力不足以完成新课题，新的行为和能力尚

未建立起来，发展阶段的变化常常会使他处于行为和情

绪的混乱无序状态。[3]从高中进入大学后，生活环境

发生了变化，陌生的社会环境和人，使得个别长期受到

照顾和褒奖，处于标准化生活中的学生，在人际关系的

处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频频出现差错或受到质

疑，这时候如果不能自我调节或得到外界的及时干预，

容易产生自杀心理。 

3.2.抗压或抗挫折能力差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从家庭环境向社会环境的过渡

时期，是大学生心理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有些学生难以

处理理想与现实、需求与满足的矛盾，再加上来自个人、

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当以上诸多因素突然落到大

学生身上，会造成当事人强烈的心理冲突和严重的负性

情绪体验。尤其是当这些心理冲突过大或持续时间过长

的时候，容易产生自杀的念头。 

3.3.社会思潮的冲击 

有研究表明心理疾病在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中约占

四成，就业压力、恋爱受挫、旁人的讽刺等等，诸多因

素交织在一起容易让一些并不外向的人患上抑郁症或

其他心理疾病，进而产生自杀的念头。社会变革的加快、

各种文化的涌入让一部分大学生开始变得理想信念淡

薄、功利、浮躁，这些成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发生

的社会思想基础。此外，引起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外部因

素危机源，即各类应急和不能处理的事件，如自然灾害、

意外事故、重要缺失等。这些事件会给个体造成极大的

困扰，引发严重的抑郁、焦虑等情绪，处理不当也会发

展成心理问题。 

4.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联动机制 

大学生心理危机指的是个体因为客观发生的或者

主观感受的危机事件并产生了痛苦情绪，且用自己惯常

的方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从而导致个体意识、行为

和情感方面的功能紊乱。[4]1954 年,美国心理学家卡

普兰（G.Caplan)系统地提出了心理危机干预理论：面

对困难的情境，一个人之前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支持系统

不能够应对，超出本人的控制能力时就会产生心理危

机，心理危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个体表现在不同阶段

的差异也比较大，既有心理层面也有行为层面。拉扎鲁

斯(Lazanus．R.S)指出，心理危机产生取决于个体有无

经历或即将经历基本供给的变化，但是还取决于他对自

己应对困难情境能力的评估。[5]由此看出心理危机的

产生不仅取决于个体所经历的事情，也取决于个体对事

件的预估和处理能力。对于不够乐观的学生，遇事往往

更多地看到糟糕的一面，具有这种消极思维模式的大学

生在同样的经历面前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根据卡普兰（G.Caplan)心理危机四阶段理论，危

机发生后个体在借助以往的经验无法达到平衡和解决

问题的效果便会不断地寻找其他的办法，找不到时就会

出现习得性无助、失落，感觉生活失去意义，进而发展

成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严重者可能自杀。参考李建

永、陈香在《大学生心理危机管理的行动研究》里阐述

的高校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调动各种可利用的资源，

采取各种可能的或可行的措施限制乃至消除危机行为，

从而使现存的危机得以解决，使危机造成的损害最小

化。[6]学者翟书涛认为危机干预是短期的帮助过程，

是对处于困境或遭受挫折的人予以关怀和支持，使之恢

复心理平衡。它是从简短的心理治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心理治疗方法，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涉及人格矫治。

[7]作为在校大学生，主要的社会支持来自寝室、班级、

学院、学校，如果能够建立有效的危机干预机制，当危

机事件发生后，四者迅速反应，在现实和精神层面给予

学生支持，帮助其缓解心理压力，就能够阻止一些同学

在无助的情况下选择极端的处理方式。因此，对学生的

心理危机干预不是孤立的，是各个层面进行配合联动的

结果，寝室—班级—学院—学校四级联动危机干预机制

尝试建立全方位的学生关注模式，掌握学生心理状况，

及时应对心理危机事件。 

4.1.宿舍 “小家庭”模式下的关怀 

宿舍是大学生活动的基本单位，也是掌握学生心理

情况最清楚的地方。在寝室设置信息员，一方面为同学

们宣传心理健康知识，通过对生活习惯、作息、人际交

往情况的了解能够初步对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判断。另

一方面对于已经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寝室信息员可以

密切关注学生动态，及时掌握学生异常并上报。 

4.2.班级自发性的心理帮扶小组 

学校的专业咨询师以及负责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老师有限，无法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生活，班集体

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班级学生朝夕相处，一方面可

以对同学的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另一方面在心理委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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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下组建帮扶小组可以发挥朋辈心理辅导的作用。朋

辈心理辅导又称为朋辈心理咨询，是非心理专业的人员

经过系统的选拔和培训之后为同辈来访者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8]由年龄相当的同学对有需要帮助的同学进

行开导、劝慰，这种自发性的心理帮扶简便、快捷、有

效，能够在同学需要时及时给予帮助。最关键的是对每

个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安排一名寝室同学和一名班委或

党员进行定员关注，及时掌握学生动向。 

4.3.学院织密关爱防护网 

线上线下分层分类开展关注心理健康的相关活动，

制作心理健康教育海报、展板，开展富有竞争性和趣味

性的文体活动。结合大学生喜爱运动的特点，组织学院

运动会和班级篮球赛等线下主题活动，传递心理健康正

能量，缓解学生心理压力，营造积极健康的学习生活氛

围。开展生命与感恩教育，引导学生既重视提高身体素

质，又注重保持心理健康，促进学生心灵成长。围绕倾

听烦恼、团体游戏、讲座讲坛、电影分享、知识科普五

个方面，构建“心灵树洞”建议反馈机制、开展“心心

响应”团体心理辅导游戏、开设“心声互动”心理健康

讲座等活动，在丰富学生课外生活之余，起到舒缓学生

心理焦虑、调节放松心情的作用。全方位、多角度、立

体化构建起对重点学生的关爱帮扶网。 

4.4.学校科学的信息化防护屏障 

新生进校后，组织全体学生进行心理问卷测试，从

人格特质、家庭情感、人际关系等方面全面掌握学生心

理状况，结合心理咨询师一对一对测评分数异常学生的

晤谈，对自杀风险比较高的学生进行筛查，建立重点关

注学生数据库。同时，根据咨询师日常的咨询记录对数

据库的信息进行动态完善，在此基础上制定危机预警指

标，建立学院—学校危机评估干预联动机制，危机预警

指标包括现实压力，情感挫折，就业压力，重大应急事

件，既往自杀、自残经历等，结合数据库中的学生信息

进行评估，启动危机干预。危机干预机制包括前、中、

后的引导、应急、保障机制。与学院、保卫处等相关部

门一起对学生心理危机事件进行处理，保护学生生命安

全。 

适时举办心理适应讲座，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坚持

心理医生坐诊，建立可进行团体辅导活动和心理沙龙的

心理辅导室，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慕课和有利于提

高学生心理素质的相关课程，成立朋辈心理咨询中心，

设立朋辈小屋，提供“夜间心理急诊”。成立相关的心

理协会和社团，吸收对心理健康工作感兴趣的学生加

入，并给予一定的专业指导，开展一些心理沙龙等活动，

为同学们提供帮助。在学校形成重视心理健康的良好氛

围。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网站，帮助学生多渠道了解心理

健康知识，与专业老师进行互动。完善心理咨询机制，

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加强心理咨询师队伍建设，打造高

水平的专兼职心理咨询师队伍，提升心理咨询和危机干

预的能力和水平。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科学制定咨询

方案，围绕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目标，抓好团体辅

导和个体咨询，畅通优化咨询服务体系。 

5.结论

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个涉及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

系统，实践证明：寝室—班级—学院—学校四级联动危

机干预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危机快速响应的工作

模式，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作责任制，通过新生入学普查

和定期筛查对重点学生建档立卡。真正做到责任落实，

定点、定员关注，帮助其度过心理危机，四级责任主体

紧密配合衔接，共同构筑学生心理健康的防护网。第一

时间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

时有效干预，及时处理学生的不良情绪，防止其发酵，

避免损伤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功能，防止心理问题的恶

化。做到事前发现，事中治疗，事后跟踪，多层次多角

度了解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情绪情感状态，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帮助学生树立自尊、自信，用平和的心态面

对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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