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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封闭、抑郁、焦躁，甚
至由于学习压力大萌发出自杀
念头……近年来， 有关未成年
人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备受关
注。 中小学生的心理危机表现
在哪些方面？ 面对学生的心理
危机， 中小学校可以采取哪些
行之有效的干预方式？近日，记
者专访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
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教授。

【原因】 生活意外事件
易引发心理危机

“中小学生既有学业的压
力又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剧变时
期， 很容易引发心理问题。”在
李献云看来， 最常见引发中小
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是， 孩子
们的生活出现了导致心理压力
的重大或意外的事件。另外，危
机的诱发也与孩子的年龄、性
别、既往的经历、性格、平常身
心健康状况等因素有关。“个性
较为内向， 遇到一些问题不愿
或无处向他人诉说， 或者个性
过于暴躁、易怒的孩子，往往更
容易出现心理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 当孩子出
现心理危机时， 表现形式也是
多样化的。比如，会感到恐惧害
怕、会做噩梦、玩的主题与其创
伤内容有关等。 还有一部分孩
子会出现睡眠障碍、 行为障碍
等。李献云认为，危机往往具有
突发性，但仔细观察会发现，心
理危机发生前也会出现一些预
兆，且与个体心理承受力、心理

状态等因素有一定的内在关
系。

【建议】 把心理危机干预
融入日常教育

李献云表示， 发生心理危
机的孩子， 容易对自身造成极
大的身心伤害， 特别是在日常
生活相对集中的学生群体，心
理危机导致的对自我及他人的
伤害性后果十分突出。因此，重
视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和辅导，刻不容缓。

“心理危机干预必须融入
中小学日常教育， 日常心理健
康工作做到位， 才是危机干预
工作的基础。” 李献云建议，学
校和老师要注重培养孩子遇到
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这些内
容的教授需要贯穿在日常的学
校生活中， 以孩子感兴趣的方
式去引导。

事实上， 按照教育部的要
求， 各校心理辅导室应建立心
理危机干预机制， 预防因心理
危机引发的自伤、 他伤等极端
事件的发生。李献云认为，校园
心理危机干预的难点还在于：
“师资力量不足”、“重视程度不
够”等。她呼吁，教育部门要为
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
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保障，
特别是在平安校园的建设中，
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与干预
制度应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记者 黄京

本报12月17日讯昨天，湖
南省诗歌学会政法分会在长沙
举行成立大会，并推出《法律人
的诗》第一辑。湖南省作家协会
主席王跃文、 省诗歌学会会长
梁尔源等领导和嘉宾出席。

湖南省诗歌学会是应政
法战线诗人的要求，根据湖南
省诗歌学会有关章程成立的。
这也是湖南省诗歌学会继少

儿诗歌分会成立之后的第二
个分支机构。 在成立大会上，
还进行了《法律人的诗》第一
辑新书发布。这本诗集是由湖
南政法战线12名法律职业从
业人员共同谱写，书中的作品
包含了他们偶尔的迷茫和对
现实的拷问，以及对未来的展
望和对生命的揣度。

■记者 王智芳

本报12月17日讯 当你
崇拜的业界大腕突然来到你
的身边，成为你的老师，这会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日，湖
南科技职业学院举行陶瓷艺
术大师结对收徒仪式，我省40
位陶瓷技艺国家级、省级传承
人与该校陶瓷设计专业40名
学生“一对一” 结为师徒，同
时，5位国家级陶艺大师还获
聘成为该校特聘教授。

“陶瓷创作既需要手艺
更需要灵感， 我很希望通过
大师的‘点拨’，激发灵感和
想象力， 将上一代艺术家身
上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邓
江晨是湖南科技职业学院陶
瓷艺术设计专业大一学生，
他说自己最崇拜的就是陶艺
大师刘坤庭，没想到，刘坤庭
竟成为自己的结对师傅。

刘坤庭， 长沙铜官窑技
艺继承人、 湖南第一届工艺
美术大师。1986年，人民大会
堂湖南厅一对羽翼达1.8米宽
的大型陶瓷浮雕《鹰》由他牵
头设计制作； 他还参与制作
了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长39
米、 高3.4米的大型复色彩陶
瓷壁画《中国姑娘》……

“陶瓷艺术是一门实践

性、科学性很强的门类艺术，
需要在前辈技艺的基础上不
断总结、实践和创新，通过师
傅们的口传心授， 源源不断
地将 ‘工匠精神’ 传递给学
生。”活动现场，刘坤庭告诉
记者，“我会带学生一起参与
城市文化墙、 雕塑制作等工
程项目， 让他们从实际中学
到知识技能 ， 积累丰富经
验。”

接下来， 大师们将在学
校设立“大师工作室”，将自
己的项目带进工作室， 指导
学生参与。同时，学生也将定
期被派驻到大师在校外的企
业、生产基地和工作坊，现场
聆听大师的授课指导。

“技能大师将工作室设
在学校，对学生而言，除了学
习技能技巧外， 最重要的还
是传承工匠精神。”湖南科技
职院党委书记李三福表示，
由名师领衔， 学校和技能大
师共同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是一种“现代学徒制” 的探
索，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践
行和弘扬“工匠精神”，带出
一批真正的能工巧匠。
■记者黄京见习记者陈舒仪

通讯员 李文彬

本报12月17日讯 青砖黛
瓦，红色的桥梁，一幅“侗寨风雨
桥”的画，是怀化通道侗族自治
县贫寒学子覃同学完成的。他的
画清秀恬静，被热心公益的爱心
人士买走；而卖画的资金，将成
为湘西贫困学子的助学资金。

16日晚， 由湖南弘慧教育
发展基金会举办的“中国·长
沙·哈罗公学弘慧之夜”慈善音
乐晚宴成功举行。 英国哈罗公
学的“Big�Band大乐队”到场
支持， 这是他们首次来长沙进
行慈善演出交流。

这不仅是一场音乐演出，
更是一场爱心与慈善交织的盛

会。 本次晚宴的拍品有在长沙
首次拍卖的欧泊珠宝、 施坦威
钢琴郎朗系列等共36件， 所筹
善款将以捐赠形式用于支持弘
慧教育基金会筑梦计划·乡村
孩子成长营地项目。

弘慧教育基金扎根偏远贫
困地区，已在湖南省9个山区县
与教育局合作推进乡村素质教
育改革试验， 在近130所乡村
学校设立公益项目， 累计直接
资助、 奖励的学生和老师已经
超过5839人次；自主开发弘慧
学子成长夏令营、 弘慧美心课
等，受益群体超过10万人次。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殷卫兰

为了更好地营造温馨的平安校园，12月22日至24日（本周
末），由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主办、长郡中学承办、兴湘教育协
办的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暨学
术高峰论坛将在长郡中学举行。该论坛将以“聚焦校园心理危
机，关注师生健康发展”为主题，邀请国内及省内多位心理教
育专家现场探讨，破解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难题。

如果您想参加论坛或者了解更多活动信息，可通过湖南
教育心理论坛QQ群：56888888报名。

22日至24日，专家名师聚焦“校园心理危机”

湘西贫困学子作画爱心拍卖

名师来了，40位陶瓷大师进校收徒

连线

湖南省诗歌学会政法诗歌分会成立

医卫

助学

本报12月17日讯 45岁的周
先生近两个月来觉得视力逐渐下
降，看东西的范围也变小了，在当
地医院检查后， 医生告诉他是因
为脑袋里长了一个肿瘤， 必须要
马上手术治疗。 当周先生了解到
切除脑袋里的肿瘤需要进行开
颅，顿时感觉十分恐惧。

近日， 周先生听闻不开颅就
能够把肿瘤取出来， 于是来到长
沙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 主治医
师宋喜指出，如果肿瘤继续长大，
将有失明危险。

11月28日， 患者进行了经鼻
内镜垂体瘤切除术， 术后周先生
恢复良好，目前已康复出院。

长沙市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
任、 主任医师张俊杰介绍，“传统
手术需打开颅骨，手术时间较长，
风险较大，术后并发症也较多。随
着鼻内窥镜技术的不断完善，只
需要从一侧鼻腔进入， 便可切除
垂体肿瘤。”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易志

借道鼻腔
切除脑内肿瘤

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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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国内专家名师将在长沙讨论“校园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干预须融入中小学日常教育

本报12月17日讯 近日，首
届潇湘健康传播年会暨医院宣传
与健康教育高峰论坛在长沙举
行。 据了解， 湖南健康传播联盟
是在省卫生计生委宣传处的指导
和监督下， 由省儿童医院和新华
社湖南健康视讯联网共同发起。
联盟集聚了省内各级各类健康传
播资源，齐心讲好医者故事。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李雅雯

我省将借势新媒体
加强科普传播

12月16日，浏阳市沿溪镇，市民在炫丽灯光下游玩。当天，“醉美浏阳河·梦幻第一湾”浏阳河首届水上灯光
节开幕。通过“带我去月”、“情迷大溪岛”等主题灯光展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浏阳。本次灯光节将持续至2018年
3月，填补了浏阳夜游的空白。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