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onstruction of Student’s Peer Psychological Field in  

Age of We-Media 

Xue Han
1
, Bo Wu

2
 

1)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Nanjing Communications Institue of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combinition of we-media and the work peer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se convenient, since the media quickly and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we established the college students peer psychological field u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medai with convenient and quickly anddiffusion. The study attend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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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朋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自媒体平台中的运用价值及其可行性分析。运用自媒体的便捷、迅速及扩散性等特点，建

立大学生朋辈心理场域，扩大高校朋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影响力度，使高校心理健康三级网络织得更紧更密，进而切实提高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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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媒体以其私人化、

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等传播特点，广泛受到大学生的

青睐。在众多自媒体平台中，微信是大学生乃至亚洲地区

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其明星插件“朋友圈”

更是受到大学生的热捧。在朋友圈内，成员之间以视频、

图文或单纯文字的形式或发表议论，或分享经验。成员相

互之间对各自的观点进行评论和发表见解。这使得大学生

彼此之间的关系从线下发展延伸到线上，丰富了彼此间的

交往方式和内容。 

        然而，大学时期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尽管大学生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

能够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完善[1]，但这些还不

足以从容应对多元经济、政治、文化激荡融合的信息化时

代对青年一代的挑战。现代社会的信任危机与网络监管的

滞后性并不能保证朋友圈里都是“好朋友”。  在网络互动交

流的过程中，处于网络集群中的大学生容易受群体行为和

情绪感染而变得无所顾忌、肆意言说，严重时可引发大范

围的群体舆论暴力和网络舆情危机[2]。由此可见，在自媒

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朋友圈”中智慧的言论对大学生心理

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拥有智慧，传递正能量的朋友，

我们称之为智友。 

2．朋辈心理场域的定义 

2.1    场域的概念 

场域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是关于人类

行为的一种概念模式，它起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概念

[3]。场域是指一个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中，所有共同存在、

相互倚赖的因素。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

所影响，场域中的所有现象都有潜在的同等关联，人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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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任何一部份小小的改变，都会透过整体而显露。格式

塔治疗大师培尔斯强调“此时此地”（here  and  now）是唯一

的心理实存(psychological  real1ty)。他批评精神分析将潜意

识视为一个实体，被压抑的感觉和经验驻扎此间的观念。

他并不否认每一件事物皆有其过去的来源，并会朝向未来

进一步的发展，但强调过去和未来皆持续不断从当下的场

域中开花结果，也必须和当下联结[4]。 

2.2    朋辈心理场域的界定 

全朋辈心理咨询起源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转入我国台湾、香港地区，21 世纪初，我

国内地各高校开始对此项工作进行研究和实践。朋辈心理

咨询指由受过半专业训练并受督导的学生运用语言或非语

言的交流，对需要帮助的朋辈提供倾听、支持或咨询的服

务[5]。研究表明，大学生在遇到心理困扰时，往往喜欢向

同龄人打开心扉，更加愿意寻求朋辈的帮助[6]。因此，在

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中，设立朋辈心理工作站，会辅助专业

心理咨询，解决大学生发展性心理问题，实践证明这是有

效的[7]。 

以“我们是朋友，我们没有辈分”为工作宗旨，朋辈心

理咨询员始终充当着在校大学生的智友角色。在朋辈心理

咨询中，朋辈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均为大学生，均处于人

生成长过程中相似时期。随着咨访关系的深入，咨询师与

来访者的角色界限也越来越模糊，积极的咨访关系会促使

双方各自优秀的心理品质向对方传递，消极的心理品质会

在关系中逐渐消退甚至瓦解，双方在关系中相互存在、相

互依赖，共同成长，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积极心理能量平

衡空间。在进一步的咨询中，双方会在这个空间中感受到

更多的共鸣，进而使朋辈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共同成长。

这个相互依存、相互感受、共同成长的积极的心理关系共

同构建成朋辈心理场域。 

3．朋辈心理场域的定义 

在自媒体时代，朋辈心理场域显然是积极而又有效的。

当代大学生对网络的认知已经非常熟悉和了解，自媒体社

交平台已经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微信

为例，大学生会在朋友圈中宣泄和表达情绪，寻求心理共

鸣；会在朋友圈中树立自我形象，拓宽社交渠道；会在朋

友圈中评论时事，表明政治立场。正是这种资源的共享性

使得朋友圈内形成了一个私密的组织，不被陌生人打扰，

使得圈内的感情更加的牢固[8]。在朋友圈内，无论成员彼

此间是否为好友，所有人在朋友圈内都会被别人的情感表

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个人微小的改变，都会透过朋友

圈而显露、放大。微信，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重要

的心理场域。事实上，人们更加倾向于接收含有积极情感

的信息，即使性格内向的人，也会在固定的人际交往中得

到积极的情感支持[9]。在朋友圈中建立朋辈心理场域，可

以人为而又不露痕迹地注入些健康积极的观念与情感，以

互联网的扩散性，这些会被迅速地传递到每个在校大学生。

朋辈心理场域可以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更加高效、便捷、

迅速和贴近生活，其具体建构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朋辈心理咨询员选拔。对自愿报名的大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人格特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心理测量，剔除心

理不健康或人格不适合从事心理咨询的学生。然后，按照

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道德对测量合格学生进行面试。 

2、朋辈心理咨询员培训。按照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

考试标准设置课程，内容涵盖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包括个体咨询、

团体咨询、咨询伦理）、网络文明礼仪等内容。 

3、朋辈心理咨询员考核。朋辈心理咨询员考核成绩采

用百分制，由三个部分构成，其中，心理咨询基础理论知

识占 30%；心理咨询技能占 60%；咨询伦理与职业道德占

10%。成绩合格者准予聘用。 

4、朋辈心理场域织网。分为线下织网和线上织网。前

者为高校普遍建立的心理健康三级网络工作体系。朋辈心

理场域处在第三级网络中。线上织网则要利用自媒体开展。

理想的线上朋辈心理场域是，朋辈心理咨询员在微信朋友

圈中的好友范围要遍布所有在校大学生。但由于互联网的

扩散性，即使朋辈心理咨询员的朋友圈没有广泛覆盖全校

范围，但这不会影响朋辈心理场域的构建。 

5、朋辈心理场域的控制与引导。 

6、效果反馈机制。对大学生在朋辈心理场域中接受信

息情况进行反馈，便于及时调整信息内容。 

7、效果评估。运用访谈法、问卷法、实验法等研究方

法，对朋辈心理场域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4．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朋辈心理场域的控制与引导 

朋辈心理场域的效果取决于对其控制和引导。科学家

研究认为，“人是惟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10]积极的暗示，

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

能，发挥人的超常水平，使人进取，催人奋进。而消极的

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人们的梦想，使人们渐渐颓废，变

得平庸。朋辈心理场域要始终营造出积极的暗示，必然需

要对自媒体话题的内容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指导。这些话题

可分为以下几类。 

1、积极与励志。定期编撰并刊登具有积极意义、阳光

心态、励志进取的图文，让处于朋辈心理场域的大学生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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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的正能量。 

2、疗伤与治愈。运用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方法和

技术，结合生动活泼的生活案例，向朋辈心理场域内的大

学生传递正确的心理信息，纠正错误的观念，打破既定思

维，达到疗伤与治愈的功效。 

3、放松与分享。美妙的语言可以在人的大脑中建构一

幅幅生动的画面，我们在杜甫的《春夜喜雨》中看到花团

锦簇的春天，甚至能嗅到湿润空气中的悠悠青草的芳香；

在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感受到作者浪迹天涯的肝肠

寸断。人们能够在阅读中能够在文字的基础上加工成图像、

声音，进而传递到各个感觉器官，仿佛有身临其境之感。

自媒体朋辈心理场域中，适当频率的优秀心理文学小品配

以美图，会让场域中的个体体验到放松之感。 

4、有争议的心理话题。自媒体朋辈心理场域出现的个

体间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以及兴趣爱好呈现出多元特征。

研究发现，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个体接触到不同观点，尤

其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所遇到的不同意见会“迫使”

个体重新思考和定义自己再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11]。

设立有争议的心理话题，会使朋辈心理场域中的个体在讨

论中逐渐形成正确的或积极的心理观念。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朋辈心理场域中运用所开发的

APP 心理软件开展趣味心理测试和调查，在与场域中的个

体互动过程中传递积极心理能量。 

5．结语 

自媒体的高速发展给当今高校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

来了诸多挑战。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宁愿在慕课上学习，

甚至自费到教育机构购买课程，也不愿在教室中认真听讲。

高校课堂中经常能见到这样的画面：教师在滔滔不绝地讲

课，学生却在手机上奋笔疾书。一些高校开展诸如“无手机

课堂”等学风建设活动，但效果并不显著。与其堵截，不如

充分开发高科技给高校教学管理带来的潜在契机。借助自

媒体平台，在高校中创建朋辈心理场域，能够拓宽朋辈心

理咨询的工作范围，使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三级网络织得

更密，更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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