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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College students can quickly and conveniently search and obtain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s they 

need.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ra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ew media era,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targeted solution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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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国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网络信息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高校大学生可以快速便捷地搜索

并获取需要的信息资源，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大学生的心理带来较大的影响。本文从当前高校大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受新媒体时代的正反面影响出发，提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

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升大学生的

综合能力，培养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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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新媒体时代到来，大学生成为最受益的主要群体，

大学生在学习、生活过程中会经常使用现代多媒体应

用，在相关信息平台上获取自己需要的数据资料、学

习资源。但是，新媒体时代下的信息良莠不齐，大学

生思想尚不成熟，心智还在发育阶段，很难在纷繁复

杂、眼花缭乱的信息中辨别、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信息，

阅历尚浅、仍处于象牙塔的大学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

的迷惑，导致自己受到心理上无法弥补的创伤。因此，

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

体应用的教育，开展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为大学生

正确价值观念和健康心理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 

2.新媒体时代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影响 

2.1 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正面影响 

2.1.1 新媒体促进大学生增长见识 

新媒体平台充满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数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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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这些数据信息具有易传播、易下载、易分享等特

点，极大便利了高校大学生获取需要的相关信息资源。

而高校大学生对世界存在的各类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具有较强的求知欲、探索欲。新媒体时代满足了大学

生足不出户看遍世界的需求，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大学生的眼界，增长大学生的见识。 

2.1.2 新媒体满足大学生广泛社交的需求 

新媒体时代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提供了巨大的

平台，在新媒体平台上，大学生可以自由、平等地与

其他人沟通、交流，分享有趣的信息。在多媒体时代，

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好友互相

交流、分享经验、相互学习。社会交际是高校大学生

生活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新媒体平台挣脱传统的空

间、时间束缚，大学生可以和远在千里的陌生人交朋

友，极大的拓宽了社交氛围。当然，多媒体平台是高

校大学生情绪的宣泄处，是大学生心灵的避风港，大

学生会将在现实中不方便倾诉的事情和宣泄的情绪

在多媒体平台上释放出来，以让自己减小压力，调整

心态，平复情绪。 

2.1.3 新媒体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 

新媒体网络除对学生的正面影响，除了新媒体网

络可以促进大学生增长见识以及满足大学生广泛的

社交需求外，还可以提升大学生的中和能力。新媒体

网络技术有利于创新大学生的思维模式、表达方式和

行为方式，大量的数据信息促进大学生在思想方面、

创新方面、表达方面和行为方面的良性改变。丰富的

多媒体信息拓宽了大学生的视野，有助于使大学生学

会深入思考、学会交流、学会表达、学会创新，在实

际生活中运用在互联网所学知识实现具体的目标，不

断在摸索中成长。所以，多媒体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全

面发展。 

2.2 新媒体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时代下的信息资源较为丰富，但各种信息

的质量差异较大，多媒体平台的信息良莠不齐，鱼龙

混杂。高校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阶段，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大学生很难辨识

多媒体平台上迷惑的劣质信息，也难以抵制不良信息

的诱惑，不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众多大学生沉溺于多

媒体平台的网络游戏中，而其中也包括充满了暴力、

色情等不良因素的大型网络游戏。大学生陷入游戏之

中无法自拔，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生活作息、学

业活动和人际交往，导致其形成内向、孤僻的性格，

不善于沟通交流，不喜欢与他人交朋友，整日活在自

己的游戏世界里，产生十分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

由于部分大学生在网络游戏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

力，导致他们在参加相关的学习课程过程中没有足够

的积极性和求知欲，学习效果较差，成绩难以提高。 

3.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

的问题 

3.1 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不够 

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部分高校教学工作者没有

正确地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对高校大学生的重要性，

对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不足，在相关的教

育工作上没有足够的重视，不利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质量的提高。部分高校将所有的教学重心放专

业学科上，忽视心理健康教育对大学生的重要作用。

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观念较为传

统守旧，教学模式单一，专业知识落后，没有与时俱

进，缺乏对大学生存在各类心理问题的正确引导方法，

没有很好的将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与新媒体有机结合，

导致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难以提高。 

3.2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目前，我国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力量不足，

高校有待建设专业化、高水平的心理健康师资人才队

伍。大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师由辅导员、思想政治

教师、心理咨询室工作者兼职，非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师难以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效果。 

3.3 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模式单一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采用的教学模式较为

传统、单一，大学生难以对枯燥的心理健康课堂教学

产生学习兴趣。虽然高校大学生极度关注多媒体，但

目前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没有与多媒体有机结合，对

网络等多媒体手段应用较少，所以大学生参与心理健

康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也难以提高。 

3.4 心理咨询室不够完善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问题，除了上述三点以外，还有心理咨询室不完善的

问题。据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高校没有建设专门的

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其心理教育的任务工作也分配给

各学院辅导员进行。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经费不

足，相关的心理咨询室、心理教育设备不够完善，难

以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可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

的发展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需

要。 

4.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路径 

4.1 优化环境,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造
良好的氛围 

高校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创造

良好的精神文化氛围。学校可以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

动，为广大高校学生普及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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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上要注重把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的要求、内容以及目的渗透到心理教学活动中，

通过有形载体，引导高校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朝着文

明和健康、高雅的方向努力。高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

育的必要性，同时也要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要

性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帮助学生增强自身

防御心理疾患的意识和能力。另外，网络管理相关部

门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打造良好的、健

康的网络环境。 

4.2 专业学科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结合 

各高校要积极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高校各专

业教学环节。在各专业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要将心

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内容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在为学

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为学生进行心理健

康教育的辅导。专业教师可以将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知

识与专业教学课件相结合，高校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

识的同时也能自主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在思想政

治课堂教学过程中，政治老师要提高大学生对心理健

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引导大学生正确的。调整心态，

解决心理问题。另外，政治老师也可以帮助心理问题

较为严重的学生，引导大学生提升心理健康自我调节

的能力。 

4.3 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多元化 

单一、枯燥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式难以满足

大学生的心理需求，高校要努力实现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方式多元化，综合运用多媒体的网络技术，创新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内容，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形式，针对性地为高校大

学生开展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譬如对于众多高

校大学生沉溺网络游戏的问题，高校可以开展以“防

止沉迷游戏”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讲座。 

4.4 引导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调节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实现

大学生具有自我心理调节的能力。自我调节心理健康

的核心内容包括：①改善适应能力②调整情绪状态③

锻炼意志品质④调整认识结构。高校需要为大学生打

造自我调节、自我磨砺、自我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氛

围，积极引导大学生利用学校给予的有利条件实现心

理健康自我调节能力的提升。高校要通过新媒体技术

为高校大学生分享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如电子

类书籍刊物、网络课程和纸质书籍等，引导高校大学

生自主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网络课程，自主阅读

心理健康教育书籍，提高高校大学生预防自身心理健

康问题的能力，并引导高校大学生掌握解决自身心理

健康问题的方法。 

 

 

4.5 搭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
构建三维立体心理健康教育阵地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使用的社交平台主要为

QQ、微信和微博。高校可以结合新媒体技术为大学生

搭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平台，构建三维立

体心理健康教育阵地。为大学生解决心理问题提供便

利途径。线上心理咨询平台的建立避免了高校大学生

去实体的心理咨询室容易产生的难为情、尴尬等负面

情绪的问题，更好地保护高校大学生的隐私，线上心

理咨询平台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可以

建立 QQ 心理咨询平台、微博心理咨询平台、微信公

众号心理咨询平台等，这些线上心理咨询平台为解决

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服务，帮助学生正确的看待自

己的心理问题，实现心态自我调节，增强学生的心理

素质，最后解决心理问题。 

4.6 更新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改变教育方式方
法、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课堂教学模式 

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引导学生身心朝着

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方向发展。高校要努力提

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学质量，增强大学生对心理健康

教育新型模式的适应性、主动参与性。高校可以综合

运用多种新媒体技术手段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的

线上平台，平台设置相关心理教育主题的交流栏目，

高校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课堂教学模式，增加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者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一方面有利于心理

健康教育者对学生心理健康动态的把握，另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心理问题，掌握预防和

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5.结论： 

新媒体时代下，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使高校

大学生心理健康受到较大影响，众多高校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高校作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主要阵地，要勇于革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更新

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改变教育方式方法，利用新媒体

平台开展课堂教学模式，搭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网络平台，构建三维立体心理健康教育阵地，为高

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创造良好的氛围，有利于提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自我调节的能力，增强大学生的良好

心理素质，使大学生拥有健康的身心，促进其成人、

成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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