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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洪职院字〔2022〕32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5·25”心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的通知

各部门、各系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精神，根据江西省教育厅《关

于组织开展 2022 年江西省大学生“5·25”心理健康教育月

系列活动的预通知》要求，进一步增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促进学生养

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经研究决定，

学生工作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在全院开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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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25”心理健康教育月系列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活动主题：心阳光·心绽放

活动内容：在自我认知、人际交往、学业发展、职业规

划等方面开展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22 年 4 月—2022 年 5 月

三、活动内容

（一）心理漫画作品大赛

（二）心理健康日主题展示节目征集

（三）江西省高校“心理云课堂”公益直播课

（四）“拥抱阳光·筑梦远航”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

（五）第二届“多彩青春·与心同行”心理微电影大赛

（六）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推选

（七）“向阳而生·助力成长”团体心理辅导

（八）“助人自助·快乐相伴”心理委员、心理联络员

培训

（九）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展

（十）“科学认知·理性面对·有效调节”心理健康知

识宣传活动

（十一）班级心理活动



—3—

（十二）“助人自助·相伴成长”心理网络辅导活动

（十三）心理健康普查及排查

四、活动要求

（一）请各系部、各班级高度重视，根据活动主题和内

容，充分利用校园媒体（条幅、海报、展板、微信等），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正向宣传为主，强化自我认知能力。

（二）要以心理健康宣传月为契机，加强学生心理工作

队伍建设和心理安全排查、汇报工作等，加强日常谈话，做

好重点对象的追踪访谈及重症转介等工作。

（三）各系部、各班级要认真领会通知要求，积极组织

参与各项活动，圆满完成各项活动承担的分项任务。

（四）各系部认真完成系列活动，并根据各项活动的时

间节点及时报送相关材料（现场图片、视频、文件等）至心

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附件：1.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度“5·25”心理健康教

育月活动安排

2.心理漫画作品大赛方案

3.“拥抱阳光·筑梦远航”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方案

4.第二届“多彩青春·与心同行”心理微电影大赛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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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推选方

案

6.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大学生心理健康排查工

作方案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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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度“5·25”心理

健康教育月活动安排

1.心理漫画作品大赛

主要介绍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亮点与特色，作品须以系部

为单位报送，各系部至少报送 5 部作品，于 5 月 5 日 17：00

前将作品名称和漫画作品报送至学生工作处，文件统一命名

为“系部名称+漫画+漫画名称”。联系人：谢芸佩，联系电

话：18270067221（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2）

2.心理健康日主题展示节目征集

节目类型可以是体育类（如健美操）或歌舞类（传统文

化、革命文化、新时代新气象），要求以团体为主，能反映

学生积极向上的心态。作品须以系部为单位报送，各系部至

少报送 2 部作品，于 5 月 5 日 17：00 前将节目名称、梗概

和相关视频报送至学生工作处，文件统一命名为“系部名称

+节目+节目名称”。联系人：谢芸佩，联系电话：18270067221

3.江西省高校“心理云课堂”公益直播课

2022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依次由赣南师范大学、江西财

经大学、江西理工大学、江西农业大学，每月举办 1 次“心

理云课堂”公益直播课，直播时间及收看方式将通过“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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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工作处”公众号公布，请各系部及时关注，积极组织学

生采取适当方式观看直播。

4.“拥抱阳光·筑梦远航”校园心理情景剧大赛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10 日期间，采用音乐剧、话剧、

小品、哑剧、歌舞剧等心理情景剧形式，围绕大学生学习、

人际交往、环境适应、情绪情感、压力管理和生涯发展、人

格成长及社会热点等各方面，以再现生活中的心理矛盾冲突

为主题，以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为主线，反映新时代大学生的

心理世界、心路历程，使观众和参与者受到启发教育。（每

个系部至少报送一部作品，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3）

5.第二届“多彩青春·与心同行”心理微电影大赛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5 月 10 日，各系部围绕大学生校园

生活中人际关系、学业、职业选择、情感等方面，组织拍摄

心理微电影作品，作品要求凸显活动主题，能够反映大学生

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新时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传递心理正能量。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须附字幕。（每

个系部至少报送一部作品，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4）

6.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推选

根据要求，各系部至少推荐 1 名。（具体推选方案详见

附件 5）

7.“向阳而生·助力成长”团体心理辅导

时 间：2022 年 5 月 11 日

地 点：团体辅导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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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对象：学生自主报名,由大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心

理部进行筛选 15 名同学参加。

8.“助人自助·快乐相伴”心理委员、心理联络员培训

时 间：2022 年 5 月 18 日

地 点：图书馆一楼报告厅(线上+线下）

主 题：助人自助，快乐相伴

参加对象：班级心理委员、寝室心理联络员

9.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展

时 间：2022 年 5 月 25 日

地 点：食堂门口

10.“科学认知·理性面对·有效调节”心理健康知识

宣传活动

时 间：2022 年 3 月-5 月

活动方式：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微信平台推送、面

向学生发放宣传资料

11.班级心理活动

时 间：2022 年 5 月

地 点：自定

内 容：各班级心理委员积极组织开展班级心理健康活

动，形式不限，内容不限，要求主题贴近心理，关注成长。

目 的：通过活动在班级中营造一种关注心理健康、懂

得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为学生搭建起锻炼心理

品质、提高心理素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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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式：各系部安排各班级自行组织开展

12.“助人自助·相伴成长”心理网络辅导活动

时间：每天上午 8：00 至 12:00，下午 14:00 至 17:00

心理网络支持通道，为学生提供网络心理辅导服务。预

约联系方式：18270067221

13.心理健康普查及排查

时 间：2022 年 4 月

内 容：各班级学生在心理健康测评系统作一次心理测评

以及各系部、各班级开展心理健康排查。

目 的：通过心理测评筛查出需要重点关注的重点学生。

形 式：各系部根据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安排组织开

展。（具体工作方案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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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心理漫画作品大赛方案
心理漫画是人们运用比喻、夸张、写实、象征、投射等

手法通过简洁的画面(漫画形式)将生活中的心理活动、体验

及内心感悟表达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心理漫画的创作不仅

可以诠释学生个人对心理健康内涵的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

积极关注生活中的心理现象，培养其良好的人际交往和学习

心态。为了提高我院学生心理保健意识，促进学生自我的心

理教育，我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特组织开展全体学生

心理漫画创作评比活动。

一、参赛对象

全院学生

二、活动主题

漫画青春，感悟成长

三、作品要求

(一)作品格式

1.作品统一用一张 A3 纸大小(29.7cmx42cm)单面作画，

可采用单幅或多格漫画的方式呈现。

2.表现手法不限，黑白稿和彩稿均可，以手绘形式展现。

3 若有对白或作品解读的文字务必工整、美观、清晰。

(二)作品内容

1.不刻意追求画面的专业性和艺术性，强调学生对现实

的接受与肯定，对未来的期许与向往，探讨成长和生命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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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分享个体对理想、人生的感悟与追求。

2.参赛内容可从多方面入手，可涉及社会、家庭、学校

及自身方面的内心感悟。

3.内容贴近实际，健康向上，也可蕴涵人生哲理，能给

人以知识和心灵的启迪。

4.作品要包含题目、必要的文字说明。

5.作品背面注明作者姓名、班级和作品的构思及寓意。

6.所有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

四、奖项设置

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

形式可参考下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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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拥抱阳光·筑梦远航”校园心理情景剧大
赛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和教育部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部署安排，进一步加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充分反映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世界、

心路历程，提升心理剧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工作中的

应用水平，经研究，决定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学院心理情景

剧大赛，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院学生

二、内容要求

1.作品内容围绕大学生学习、人际交往、环境适应、情

绪情感、压力管理和生涯发展、人格成长及社会热点等各方

面，采用音乐剧、话剧、小品、哑剧、歌舞剧等心理情景剧

形式，以再现生活中的心理矛盾冲突为主题，以大学生的校

园生活为主线，以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困惑为题材，反映

新时代大学生的心理世界、心路历程，让观众和参与者从中

得到启发。

2.所有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

三、奖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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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名，优秀奖若干。

同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每部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3 人。

四、报送要求

1.各系部学工办应对报送的作品进行把关，确保内容方

向正确、积极健康。

2.作品须以系部为单位报送，各系部以视频形式报送作

品，于 5 月 10 日 17：00 前将相关花絮视频、剧本文本、作

品视频和《江西洪州职业学院心理情景剧大赛报名表》（附

件 3-1）一并报送至学生工作处，文件统一命名为“系部名

称+心理剧+作品名称”。联系人：谢芸佩，联系电话：

18270067221

3.作品时长控制在 10-15 分钟，要求画面清晰，声音清

楚，标注字幕，视频应以 MP4、AVI、WMV、MPG 等格式呈现，

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

4.作品无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

纠纷。如出现上述纠纷，须由报送作品所在系部承担责任。

5.参赛作品一经报送，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享有无

偿使用权，创作团队保留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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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心理情景剧大赛报名表

系部名称：

作品名称 时长

指导教师

姓名 部门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演职人员

身份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男主角

女主角

其他人员

……

作品简介
（300 字以内）

系部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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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二届“多彩青春·与心同行”心理微电影大
赛方案

一、参赛对象

全院学生

二、内容要求

1.围绕当代大学生生活中人际关系、学习、恋爱等方面，

以大学生校园生活为主线，要求紧扣主题，体现“微”概念，

突出大学生的全新创意和独特视角，内容健康、组织拍摄心

理微电影，作品能够反映新时代大学生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2.参赛作品必须由参赛者本人原创，参赛者应确认拥有

作品的著作权。

三、奖项设置

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 名，优秀奖若干。

同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每部作品指导教师不超过

2 人。

四、报送要求

1.各系部学工办应对报送的作品进行把关，确保内容方

向正确、积极健康。

2.作品须以系部为单位报送，各系部以视频形式上报作

品，于 5 月 10 日 17：00 前将相关花絮视频、剧本文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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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视频和《江西洪州职业学院心理微电影大赛参赛表》（附

件 4-1）一并报送至学生工作处，文件统一命名为“系部名

称+微电影+作品名称”。联系人：谢芸佩，联系电话：

18270067221

3.作品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要求画面清晰，声音

清楚，标注字幕，视频应以 MP4、AVI、WMV、MPG 等格式呈

现，分辨率不低于 1920*1080。

4.作品无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商标权等

纠纷。如出现上述纠纷，须由报送作品所在系部承担责任。

5.参赛作品一经报送，省委就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享有

无偿使用权，创作团队保留署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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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心理微电影大赛参赛表

系部名称：

作品名称 时长

指导教师

姓名 部门 职务职称 手机号码

演职人员

身份 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男主角

女主角

其他人员

……

作品简介
（300 字以内）

系部审核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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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
推选方案

一、推选对象

连续担任 2 年以上班级心理委员，时间截止计算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二、推选条件

1、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遵守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积极参加学院、系部、班级组织的各项集体活

动，努力履行大学生应尽的各项义务。

2、宣传心理健康知识，积极组织、参与学院、系部、

班级的心理健康工作及各项活动，疫情期间组织心理健康活

动者优先推荐。

3、掌握本班同学的心理健康状况，能够识别心理异常

并及时上报给辅导员，对于同伴中出现的异常行为、不良情

绪反应，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在老师的指导下关注同学的

后续心理动态，做好危机学生的安全、反馈工作。

4、接受过学院组织的心理委员相关培训。

三、工作程序

各系部要高度重视，认真对照推选范围和条件，组织推

荐工作，每系部至少推荐 1 名。

四、报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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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部应认真对照推选范围和推选条件，并对推选对象

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核把关，并于 2022 年 4 月 16 日 17：00

前将下列材料 Word 电子版及盖章扫描的 PDF 版、视频，按

照要求报送至学生工作处，文件命名格式为“系部+优秀心

理委员推荐”。联系人：谢芸佩，联系方式：18270067221。

具体如下：

1.认真填写《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

评选推荐表》，并撰写《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

理委员候选人事迹材料》，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详见附件

5-1、附件 5-2。

2.视频展示材料，内容为展示心理委员日常工作，视频

格式为 MP4，时长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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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
评选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在读学历
年级、班

级和专业

担任心理委员

的起始时间

候选人事迹摘

要（含心理委员

工作概况，不超

过 200 字）

近 3年获校级

以上心理委员

相关工作主要

荣誉

本人签名

以上所填情况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系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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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首届优秀班级心理委员
候选人事迹材料

（标题）

个人事迹（不少于 2000 字）

（以第三人称方式撰写事迹材料，可另附页，不得插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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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大学生心理
健康排查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落实《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更好地

适应和满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需求，及时发现、有效预

防、及时干预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培育大学生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经研究，决定开展大学生

心理健康大排查工作，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排查范围

全体在校学生

二、排查对象

1.既往有自伤、轻生未遂史或家族中有轻生者的学生。

2.患有或疑似各种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仍在校坚持学

习的学生。

3.患严重身体疾病，治疗周期长，个体感觉痛苦，仍在

校坚持学习的学生。

4.遭遇重大丧失事件，如家人、恋人、朋友等重要人物

去世的学生。

5.遭遇其它重大生活变故，如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个人

或家人发生不幸，遭遇“校园贷”、电信诈骗等事件的学生。

6.恋爱受挫后出现心理、行为异常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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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生过严重人际冲突事件的学生。

8.有过严重违纪经历的学生。

9.因家庭经济困难、学习困难或就业困难而出现心理、

行为异常的学生。

10.严重适应不良，如学习适应、生活适应、环境适应

等问题，导致心理、行为异常的学生。

11.网络（手机）成瘾的学生。

12.有过离家或离校出走导致失联经历的学生。

13.性格过于内向、孤僻、缺乏社会支持的学生。

三、工作要求

1.各系部要高度重视，根据要求，全面细致深入开展排

查工作，及早发现和识别可能存在心理异常的学生。

2.对发现存在心理异常的学生，要按照心理问题、严重

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区别心理问题程度，建好工作台帐，

制定个性化危机干预方案，分级做好干预工作。

3.排查工作要尊重学生人格与隐私，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4.各系部于 4 月 30 日前将《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

心理排查统计表》报送至学生工作处。联系人：谢芸佩，联

系电话：1827006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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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江西洪州职业学院 2022 年心理排查统计表
序号 系部 姓名 性别 年级、专业、班级 辅导员 家庭住址 备注

注：备注中填写轻生倾向；抑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疑似）；精神分裂症（疑

似）；其它类型心理疾病（疑似）；重度身体疾病；重大丧失；其它重大生活变

故；严重适应不良；恋爱冲突与挫败；严重人际冲突；严重违纪行为；经济困难、

学习困难或就业困难；网络（手机）成瘾；离家或离校出走；个性极端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