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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走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误区

□朱小峰

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地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扰或问题。因

此，为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是呵护

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遗憾的

是，虽然目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普

遍开展，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到位，存在较

多误区。

首先，心理健康教育的定位有偏

差。相当多的中小学校把心理健康教育

和德育工作等同起来，学生的心理问题

常常被视为思想品德问题。而心理问题

和思想品德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与后

者相比，前者的个体差异性、隐秘性与复

杂性更强。

其次，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不健

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针对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教育，从成因分析、案例选用到

防范应对措施，较多沿用成年人的内容，

适用性不足，既可能造成青少年心理问

题的误判，问题的严重程度被放大或者

被忽略，又有可能会使得心理问题受到

不合适的对待，反而贻误了解决问题的

时机。

再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不专业。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很强

的工作，应由专业资质人员遵循心理发展

和教育规律，向青少年提供发展性心理辅

导和帮助。而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师

资力量普遍薄弱，即使学校配有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也因缺乏专业心理知识及培训

而导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很难真正落到

实处。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亟待引起社会、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家庭共同的重视，

需各方加强协作，探索出路，为孩子们的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家长不可讳疾忌医

□夏熊飞

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在青少年群体中

呈多发、高发之势，除了要做好预防工作

遏制增量外，对患病的青少年加强治疗减

少存量也是为他们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的

重要举措。

当下，在青少年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的治疗方面面临的很大一项阻力，就是广

大家长普遍存在的讳疾忌医问题。家长

讳疾忌医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抑

郁症等心理疾病完全不了解，孩子既没有

明显的病痛，检查时各项指标也基本正

常，将抑郁症误认为是孩子的娇气矫情；

二是迷信“心病还须心药医”的陈规，认为

孩子身体一切正常，没有必要前往医院治

疗，一旦接受治疗反而容易被人当成“精

神病患者”。

但我们要知道，抑郁症既不是孩子们

的娇气、矫情、抗压能力差，也不只是所谓

的“心病”，而是一种实实在在存在的、会

对孩子身心都造成伤害的疾病。它或许

不像感冒发烧那样症状明显，也不似跌打

损伤般肉眼可见，但其造成的伤害比比皆

是。家长们作为青少年的监护人，也是孩

子们最可信赖的坚强后盾，不能自欺欺

人，更不能讳疾忌医，而应积极借助现代

医学技术，帮助孩子尽快痊愈。

抑郁症并不恐怖，一般情况下接受

正规治疗，多数患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

它也不是那么渺小，不是谁都能轻巧拂

去的微尘。只有正视它，才能矫正它，战

胜它。

“乔英子”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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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等心理问题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
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着年级增长，
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心理问题低龄化不容忽视

不忘初心，破而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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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六理观察

●“破五唯”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不必担心破掉“五唯”之后

缺少有效的衡量工具，应该担心的是破掉之后能不能把教书育

人的初心立起来。

●严禁中小学招生与任何竞赛挂钩，在釜底抽薪的同时还

需切实斩断利益链。

□胡欣红

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表示，要深入落实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和“公民同招”

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

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坚决斩断这种利

益链。

众所周知，学科竞赛是超出课本

范围的一种特殊考试，并不是人人都

适宜参加的。一方面，竞赛可以锻炼

人的智力、意志，有利于学生学会自

主思考，培养对于该方面的兴趣和素

养，为今后发展打下基础。另一方

面，也可能使某些人抛弃课内知识，

造成偏科。尤其是勉强参加者，很可

能会因为严重的挫败感影响正常的

身心发展。

换言之，对参加竞赛不能抱有

过多功利目的，应当量力而行。但

由于部分中小学校在招生时非常看

重竞赛，导致家长和学生趋之若

鹜，出现“疯狂的竞赛”现象。从这

个意义上讲，不再将竞赛及竞赛产

生的结果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

据，无疑起了釜底抽薪之功，值得

肯定。

但作为一个积弊颇深的历史遗

留问题，要想遽然化解，却殊为不

易。简而言之，即便竞赛与中小学校

招生入学之间不再直接挂钩，但“抢

跑”依然会带来眼前的收益，竞赛热

也不会轻易降温。

比如近日就有家长反映，自己

的孩子参加了一项“叶圣陶杯”华人

青少年作文大赛，有多个“渠道商”

向家长们承诺，只要花一万元左右

就可以买到该比赛北京市赛区一、

二等奖，从而帮

助学生们“小升

初”加分。

事实上，此

“叶圣陶杯”非彼

“叶圣陶杯”。真

正获得教育部

审核批准的是

“叶圣陶杯”全

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由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校园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中学生杂志社承办。而

家长反映的这一作文大赛，主办单位

和赛事名称都不一样。然而，就这样

一个山寨“叶圣陶杯”却长期堂而皇

之举办，耐人寻味。

以山寨“叶圣陶杯”为例，从报

名、组织到代笔，已经形成了一条

相对稳固的利益链。清单管理制

度虽起了釜底抽薪之功效，但只要

这个“市场”存在，利益链就不会轻

易消亡。

对于唯利是图的校外培训机构，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严格

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从严审批，强化培训内容监管，规范

培训行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

为，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和学生的合法

权益。家长和孩子有必要理性对待

竞赛，好好问问自己究竟是兴趣使然

还是为了曲线升学？如果真的是出

于兴趣，当然义无反顾，坚持到底。

反之，则应慎重掂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禁

中小学招生与任何竞赛挂钩，在釜底

抽薪的同时还需切实斩断利益链。

多管齐下，久久为功，才能让竞赛回

归本来面目。

□李晓鹏

清华大学近日公布《攻读硕士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明确提出

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论

文答辩或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在

此之前，已有7所大学采取了同样的

措施。这是去年提出“破五唯”之后，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采取的又一

实际行动。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陈规陋习在全国

范围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大的进展。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依然有一些学校

尚未跟进。一方面，对于某些醉心于

排名的大学来说，论文指标依然是重

要的依据，一旦取消了硕士研究生发

表论文的要求，学校的论文数量会因

此下降，排名自然会受到影响。另一

方面，也有学校担心取消之后，硕士

研究生的培养缺少了衡量工具，会降

低对硕士研究生的学术要求。这些

担忧，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破五

唯”的表现。

清华的新规，破除了硕士生学位

评定中的“唯论文”倾向，取消了“非

专业学位硕士生应至少完成一篇与

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达到发表要求

的论文”的要求。

破而后立。清华的新规在取消

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后，并没

有降低学术水平的标准，特意强调学

位论文要达到相关要求以后，才能申

请论文答辩。这就说明，清华在出台

政策“破五唯”之前，就已经破除了对

“破五唯”之后带来消极后果的担忧，

通过强化对学位论文的要求，保持学

术衡量工具的标准，使得硕士研究生

教育回归到以培育学生学术规范和

学术能力这一根本，把教书育人的理

念立了起来。

这就是说，“破五唯”的真正意

图，正是为了回归教育的初心。经

过几轮扩招之后，学历和论文都出

现了膨胀的情况。中国已经成为世

界第一大论文

发表国，累积培

养研究生超过

1000 万人，在

校研究生已超

过百万，并且还

在高速增长之

中。然而，数量

上去了，结构和

质量并没有得到优化，不仅低水平

重复论文比较多，还屡屡有论文抄

袭和数据造假的事件曝光，被国际

顶级期刊撤稿退稿的文章数也高居

前列。

我们的高学历人才并没有真的

过剩，社会上依然急缺高水平高质量

的人才。整个社会都在经历信息技

术革命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

型应用型融合型人才是各行各业各

个岗位都需要的。就拿传媒业来说，

已经从传统媒体时代过渡到了融媒

体时代。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

极大的变化，媒介化治理成为现代社

会公共治理的主要方式。几乎所有

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都具有了媒

体的特征，都需要融合传播型人才。

这为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契机，为社会培养应用型的

融合媒体传播人才也成为相关大学

的当务之急。然而，受困于过去的

“五唯”和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大学

的新闻传播教育至今没有实现很好

的转型，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因此，“破五唯”不是目的，只是

手段，不必担心破掉“五唯”之后缺少

有效的衡量工具，应该担心的是破掉

之后能不能把教书育人的初心立起

来。一方面要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

知识，为社会源源不断输送人才；另

一方面要以唤醒的方式，一朵云推动

另一朵云，一棵树摇晃另一棵树，薪

火相传，在学生心里种下种子，成为

道德上、人品上不断完善的人。只有

这样，才能破掉陈规陋习，树立起新

的教育观念。

□李 平

热播剧《小欢喜》中，在大人眼中“乖

巧省心”、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乔英子得

了抑郁症痛苦到想跳海的剧情，牵动着

太多人的心。也许我们一边为之唏嘘感

叹，一边怀揣“幸好这是电视剧”的侥幸

心理。

事实上，抑郁症距离莘莘学子并不

遥远，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比例正逐年增

加，2020 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 24.6%，

意味着被调查人群中有近四分之一深受

抑郁症困扰，这个数据不可谓不高。

对青少年而言，学业压力、家庭矛

盾、关系处理、生活挫折等都可能引发抑

郁症。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自我

意识增强，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本就越

来越多，尤其需要家长的关注、呵护。但

现实中大部分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高，

“以爱为名”的掌控式、高压式亲子相处

模式让孩子无所适从，非但不能很好地

纾解孩子们的情绪难题，反而成为抑郁

症的“推手”。

千万不要低估了抑郁症的杀伤力。

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对事物缺少愉悦感，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体验不到其中的乐

趣、没有动力，影响到了患者正常的学

习、生活。一旦没能得到及时疏导和治

疗，发展成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就会产生

自杀倾向，自杀率高达 15%，目前已经成

为青少年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不能再对抑郁症熟视无睹。孩子的

心理问题说白了是社会、家庭问题的投

射。当压力层层传导给孩子时，可曾想

过他们有一天会超负荷？

□周国平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为表示对教育的

重视，纷纷设立“市长教学质量奖”，重金奖

励各类教育教学质量突出的学校。

类似举措的确激发了一部分学校狠抓

教学质量，也让教师感受到了政府对教育的

重视。有了“市长教学质量奖”的指挥棒在

指挥，从上到下没有人不重视教学质量。首

先，每个学期开学初，都会召开全市教学质

量分析会，以表格形式将全市学校的成绩进

行排名。重点表扬成绩突出的学校，同时重

点批评某些成绩落后的学校。开完全市教

学质量分析会后，教育行政部门又会组织所

管辖的学校进行再次分析和反馈。最后，各

中小学校长回到学校，必然会组织教师学习

会议精神，叮嘱要重视教学质量。

但奖励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影响

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在如此形势和氛围下，几乎所有学校和

教师都卷入了这场教学质量的无烟战争中，

把质量当成了分数，选择了“唯分数论”。

有不少学校，在学生到了五、六年级时，

音乐和美术等开始减半课时；稍稍好一点的

学校，在临近统一检测的一个月，除了考试

科目，其余学科一律停课；只有少数学校会

一以贯之地执行国家课程计划。这样一来，

考试科目教师打着“一切为了学生成绩”的

口号，购买了大量试卷，让学生提早过上“中

高考”备考的日子。

在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环境中，学校在

绩效工资考核上会向毕业班、主科教师倾

斜，有的学校还争取各种资金奖励成绩优秀

的学生和学科教师，考试竞争因此从校级之

间转向了班级和同事之间。哪怕有再好的

教育教学方法，同事之间也会彼此设防，更

谈不上合作了。

设立“市长教学质量奖”，的确是政府重

视教育的担当和作为。但是，笔者认为出台

一项教育政策，应该邀请各个行业的领军代

表和教育专业人士进行多方面论证。不然，

设立以分数论高下的“市长教学质量奖”，一

定会有违教育初衷，不但无益于提高教学质

量，还会加重学校和教师负担。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

教育教学导向和教育教学行为。“市长教学

质量奖”当然可以设，但不可“唯分数论”，必

须认真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精神，强化顶层设计和制度优化，

指明实施路径。唯有这样，才能推进教学改

革，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近日有媒体报道，花样迭出的网络诈骗、敲诈竟把
“黑手”伸向了未成年人，其背后还隐藏着一条完整的
利益链条，让不少孩子深陷其中。对此，有关部门应予
以坚决打击，斩草除根。同时，应教会孩子冷静应对，
及时向教师、家长求助。 （王 铎 绘）

斩断网络诈骗“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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