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毕业设计》课程标准

所属专业： 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代码： 570116K

所属专业群： 小学教育专业群

所属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

执 笔 人： 李 洁

初等教育学院制定（修订）

2022 年 6 月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毕业设计标准

适用对象：三年制高职心理健康教育专业 所属院系：初等教育学院

开设时间：三年级第一学期 学 分：1

一. 课程性质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毕业设计》课程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一门综合实践课

程，也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本课程通过指导学生有效运用在

校期间学习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结合顶岗实习的具体实践，对

实习期间的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有序完成毕业设计选题、素材收集和

整理、毕业设计实施、毕业设计答辩等环节，最终使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设计全

过程。

本课程的前导课程是《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

理学史》《心理测量与评估》《小学生心理辅导》《心理卫生与保健》《团体

心理辅导》《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开发》《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案例分析》《心理咨询策略与技巧》《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同修课程

为《顶岗实习》。本课程是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技

能必要的过程，也是对学生学习成果综合性的总结与检验，对全面提高心理健

康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课程目标

（一）专业能力目标

1.熟练掌握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的一般过程和常用的方法、手段。

2.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能综合运用所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

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独立进行《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各个教学内容的教

学设计。

3.具有熟练的语言表达和撰写报告的能力。

方法能力目标

1.能初步进行简单的调查研究。

2.能有效搜集、整理和使用素材（资料）及熟练进行文字表达。

3.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等辅助教学工具。

（三）社会能力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具有敬业精神、全局观念，能理论联系实际。

2.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环境的能力，能够经受挫折，不断进取。

3.具有一定的社交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4.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同时又具有效益意识、创新和开拓精神。

三、课程教学设计

该课程教学分为毕业设计选题、素材收集和整理、毕业设计实施、毕业设

计答辩四个环节。其教学设计如下：

序号 主要环节 教学要求 学时分配

1 毕业设计选题 根据顶岗实习实际教学内容，合理

选择毕业设计课题。

一、选题必须符合心理健康教育专

业培养目标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学生

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选题应尽可能与顶岗实习的教

学、教研任务相结合，原则上一人一

题，特殊情况下可以小团体（两到三

人）一题。

三、选择具有一定难度、能够激发

学生设计兴趣的选题。

四、选择能正确表达学生对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教学认知的选题。

6



2 素材收集和整理 针对毕业设计选题进行资料搜集和

整理。

一、素材收集

1. 选择典型的素材，即素材具有

代表性和说服力。

2. 选择新颖的素材，即能体现出

最新教学思想、最新课改理念的材料

。

3.选择全面的素材，即要选取与毕

业设计选题的相关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主要包括：相关的《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教学的教材、图片影像资

料、经典案例以及可供参考的教学设

计、教学课件等。

二、素材整理

1.主题分类法。按照一定的观点把

素材编成组。

2.项目分类法。按照一定的属性，

把收集的素材分项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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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设计实施 一、开题阶段

1.组织学生完成开题工作。召集学

生开见面会，互相在校本空间加为好

友；指导学生拟定好设计提纲，并对

学生设计写作的方法进行指导。

2.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任务书并

上传至学生个人校本空间的毕业设计

成果相关栏目中。

二、设计指导阶段

1.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方案，并

上传至校本空间相关栏目中。

2.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作品（教

案详案和教学课件），进行评审。并

指导学生依次上传至校本空间相关栏

目中。

三、结题阶段

1.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成果报告

书，并上传至校本空间相关栏目中。

2.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的毕业设计作

品完成情况，填写毕业设计评阅表。

并指导学生将扫描件上传至校本空间

相关栏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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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设计答辩 一、按学生人数 20%的抽取答辩学生

并进行公示。

二、答辩时学生就教学内容、教学目

标、教学重点、教学难点、教学策略

及设计等做出说明，时间一般控制在

10-15 分钟；答辩小组专家对选题片

段关键问题及与选题密切相关的基本

理论知识、设计方法等方面的提问一

般为 5 分钟左右；答辩小组专家评议

，提出修改意见；毕业设计答辩完成

后，指导学生按要求改正设计作品中

存在的错误。

三、有答辩任务的学生，成绩评定表

由答辩小组专家填写，答辩完成后指

导学生将答辩记录表、成绩评定表的

扫描件上传至校本空间相关栏目中；

不参与答辩的学生的成绩评定表由指

导老师填写完成后指导学生将扫描件

上传至校本空间相关栏目中。

3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主要对学生的设计任务、设计实施、作品质量进

行考核。其中，设计作品不得以论文、实习总结、实习报告等方式呈现。毕业

设计及答辩采取等级制，即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

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60分以下）。其考核标准如下：



考核名称 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 分值

设计任务 专业性 毕业设计选题是否符合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培养目标，能体现本学科特点

，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学生知识、能

力结构的基本要求，能否达到毕业设计

综合训练的目的。

5

实践性 毕业设计选题有无实际应用价值或实

践指导意义，有无个人见解及创新之处

。

5

工作量 毕业设计选题是否难易度适中，毕业

设计内容和工作量是否符合本课程要求

。

5

设计实施 可行性 毕业设计是否符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教学对心理教师的实际需要，能否

解决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

15

完整性 毕业设计内容完整，层次结构安排合

理，目标清晰，逻辑关系清楚。选题、

开题、设计指导、结题、答辩五个阶段

层次结构安排科学有效。

15

可靠性 技术路线是否正确，采用的数据采集

、计算、处理方式是否正确；实施过程

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推导或程序设计

运行是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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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质量 科学性 1.毕业设计作品中，心理健康教育内

容设计是否合理、过程是否科学，结论

是否正确，能否突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

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目的明确性等特点

。

2.毕业设计作品内容选择是否科学合

理，有切实的事实依据，能体现现代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探索、新思维、新

成果，体现心理健康教育的本质。

15

规范性和完整性 1.文字是否通顺，教育教学用语是否

准确；论述是否充分，结构是否严谨合

理。

2.用语格式、图表、数据、各种资料

的运用及引用是否规范化，包括：符号

统一，编号齐全，图表完备正确等。

3.毕业设计作品是否内容完整，层次

结构安排科学，包括：选题缘由、设计

思路、设计方案、教学反思、参考文献

等环节。

20

实用性 毕业设计作品是否符合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教学对心理教师的实际需求，

展现了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业的通用的

、最基本的核心技能，是否解决了心理

健康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能指导实

践教学。

10

总分 100



五.教材的选用

1.参考教材主要使用：教育部文件《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具体

到每个年级和每种心理品质上，可以包括自我意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

个性、学习和交往七个方面。

2.参考教材中具体内容的选取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由指导老师确定，学生

根据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结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自拟题目。

六.课程实施条件

1.指导教师由初等教育系指派，原则上每人次指导学生不超过 15人。

2.指导教师必须有讲师以上职称，本校指导教师不足的，可以从校外实习

基地引进。

3.指导教师必须认真履职，全程负责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七、其它说明

本课程标准以《关于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试

行）》（湘教通〔2015〕218号）等文件精神为指导，以《心理健康教育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为依据，由科学专业教研室负责组织编写。

执

笔人：刘子弘

2021年 11月 3日



附录一：《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解析,即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

一、小学低年级心理辅导课程目标

（一）自我意识方面

1.认识到自己重要的社会角色——小学生，并作为一名小学生感到自豪；

2.认识到自身的身体特征、活动特征及性别；

3.初步认识自己与教师、父母、同伴的关系，指导被人爱和爱人；

4.会借助别人评价认识自我。

（二）认知方面

1.学会观察，掌握简单的观察方法，如顺序法、比较法等；

2.养成注意习惯，注意的稳定性有所提高，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3.言语表达能力与思维能力和谐一致；

4.在机械记忆的基础上，初步懂得意义记忆；

5.充分发挥无意想象并向有意想象过渡；

6.在直观动作思维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具体形象思维；

7.具有日常生活方面的基本概念。

（三）情绪情感方面

1.认识喜、怒、哀、乐等基本情绪表现；

2.体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3.热爱大自然、保护环境，发展美感；

4.学会从家庭、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快乐；

5.认识并体验学习的快乐、培养理智感。

（四）意志方面

1.从事日常学习和简单劳动，具有坚持性；

2.活动前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初步具有有意性；

3.会用一些外部因素来约束自己，提高自觉性；

4.能够独自或在别人的帮助下战胜挫折、困难。

（五）个性方面

1.懂得合作，与同伴友好相处；

2.做事有信心；

3.热爱生活、乐观向上，与大自然、社会保持和谐；

4.爱护环境，具有环保意识；



5.学会关心，关心父母、老师、同学和其他人；

6.富有同情心，面对或听说处于危难中的人或动物时会表示同情；

7.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懒惰；

8.学习辨别是非，发展良知，有一定的善恶观念。

（六）学习方面

1.认识到学习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对学习有较浓厚的兴趣；

2.为得到老师、家长的表扬而努力学习；

3.能顺利地完成学习任务，会听课、做作业、参加考试等；

4.喜欢探究事物间的联系，好发问；

5.爱护学习用品；

6.每天能够在家里自觉学习 20-30分钟，注意养成自学习惯。

（七）交往方面

1.会恰当使用礼貌用语；

2.喜欢交往，积极主动地与父母、老师交往，尤其是与同学进行交往；

3.懂得如何同陌生人交往；

4.认识到自己是班集体中的一员，言行符合群体规范，有班集体的归属感。

二、小学高年级心理辅导课程目标

（一）自我意识方面

1.能够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优点及缺点；

2.认识到身体的变化，如身高、体重等；

3.简单了解自己的情绪、性格等。

（二）认知方面

1.注意集中性较好，观察具有一定的深刻性、精确性；

2.能够使用意义记忆，会运用两三种常用记忆策略；

3.想象具有目的性，创造成分增多（较低年级而言）；

4.形象思维得到发展；

5.具有联想能力，实现事物间的迁移。

（三）情绪情感方面

1.具有形象道德感，有爱憎意识；

2.具有较强的理智感，能体验到学习中的苦与乐；

3.懂得如何愉悦情绪，使积极心境占主导地位；



4.了解简单的不良情绪疏导方式。

（四）意志方面

1.学会自我激励，积极进取；

2.面对冲突，会做出较正确的选择；

3.勇敢但非冒险；

4.抵制诱惑的能力提高，具有一定的自我约束能力；

5.克服困难的能力增强，能够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中的挫折、困难。

（五）个性方面

1.学会助人，乐于奉献；

2.懂得与他人分担忧愁、分享快乐、合群；

3.积极克服嫉妒、任性等不良性格特征；

4.诚实；

5.勇于承担责任，具有责任心；

6.不过分强调自我，有适度的自尊。

（六）学习方面

1.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会预习、听课、做作业、复习、做小结；

2.以老师表扬、父母夸奖、同学羡慕等精神奖励为学习动力；

3.有相对稳定的学习兴趣；

4.各科学习均衡发展，不偏科；

5.会运用学习策略，关心学习结果；

6.具有读、写、算等基本能力。

（七）交往方面

1.喜欢与同性别同学交往，成为同性团体中的一员；

2.具有团队精神，有集体荣誉感；

3.积极参与有组织的游戏活动；

4.初步具有交友的内在标准，友谊较稳定、持久；

5.学会原谅他人，促进人际关系和谐。

附录二：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内容

（一）小学生自我意识辅导

1.教师要教育小学生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与评价自己，建立符合自己实际情



况的自我观念，关心自己、了解自己、悦纳自己，做自己内心世界的主人。

2.自我意识的训练，重点放在促进小学生的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体验和

自我调控上。例如，认识自己的身体特点和生理状况，认识自己在集体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认识自己的重要性，认识自己内心心理活动的特征，有自尊感、

自信感和自豪感，使自身的行为符合小学生群体规范，学会比较全面地看问题

。

（二）小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

（1）小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主要是智力因素的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

（2）智力训练，包括：

1.注意力训练。培养小学生形成良好的注意习惯，使其注意力品质得到提高。

2.记忆力训练。帮助小学生从机械记忆向意义记忆转化，加强小学生对信息的

记忆，使其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形成良好的记忆习惯（如注意力集中训练、

多种感官同时参与）。

3.想象力训练。提高小学生想象的目的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其想象的能力，

提高想象的创造性。

4.思维能力的训练。培养小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使其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不固执己见；能够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能够深入地思考问题，通过食物

的现象看到食物的本质。在解决问题时，能熟练运用假设、抽象概念、逻辑法

则以及逻辑推理手段，思维有逻辑性、抽象性的特点。能够有所创新，遇到难

题时不顺从别人的意见或抄袭别人现成的答案。

（三）小学生情感教育

1.帮助小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克服悲观、怯懦、抑郁、紧张等消极否定

的情绪情感，经常性地保持舒畅、喜悦、乐观、自信等积极肯定的情绪情感。

2.在情绪情感的辅导中，尤其要重视移情体验的辅导，注意引导小学生设身处

地、将心比心，去体验他人的欢乐和痛苦，以培养小学生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激发小学生自觉的意志行动。

3.培养小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使其学会适度表达情感，如学会赞美他人；

4.指导小学生学会控制自己的消极情感，如抑郁、愤怒、恐惧、焦虑等。

（四）小学生意志力的培养

（1）帮助小学生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保持生动活波、蓬勃奋发的良好心态。



（2）意志力的培养

1.培养其自觉性，自觉性表现为：目的明确，目的支配行动；为了达到目的，

自觉地排除困难，甘愿吃苦耐劳，努力完成任务。

2.培养其坚忍性，使其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灰心丧气，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并在取得某些成绩后不骄傲自满，能够做到持之以恒。

3.培养其果断性。培养小学生在一些复杂的情境中，及时地、坚定地采取有根

据的决定，并毫不犹豫地执行该决定，而不是优柔寡断。

4.培养其自制性，使其能够经常控制自己的言行及不良的心理状态。

（五）小学生个性塑造

1.帮助小学生形成适应社会的、健康的、积极的个性；

2.矫正小学生自卑、嫉妒、猜疑、孤僻、怯懦、急躁等不良的个性。

（六）小学生学习心理辅导

1.包括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和考试心理辅导；

2.目的在于引导小学生通过积极主动的探讨，进而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

度，如：树立正确的学习动机、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掌握科学有效的学习方

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确对待学习中的困难和挫折、帮助小学生获得成

功、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形成坚定的学习信念和旺盛的进取精神。

（七）人际关系的辅导

1.指导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交往技能，如赞美他人、尊重他人、信任他人等；

2.教给小学生解决交往问题的方法。

附录三：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举例：

自我意识类：认识自我

自拟题目为：你在看我吗？

活动目的：帮助小学生了解自己眼中的自我和他人眼中的自我。

活动材料：白纸、镜子。

适用范围：小学各年级。

活动步骤：

1.教师事先告诉学生本次活动需要每个学生携带一面小镜子。

2.活动开始，让每个学生拿出镜子仔细观察自己，并在白纸上画自画像，写一

句话描述镜子中的自己。



3.将学生配对分组，两人轮流扮演镜子，模仿照镜子的动作、之后回到团体分

享活动中的感受。

4.让学生修改或完善自己的自画像及自我描述句子。修改完之后，教师将所有

人的白纸汇拢。

5.收齐后，教师抽一张纸念，让大家猜是谁。教师引导猜中的人说出猜对的理

由及被猜中者的感受。

6.以心情温度计让成员评估自己的参与状况。

活动过程及注意事项；

本活动是培养自我认识的一个好的形式，学生参与度会比较大，所以对

于小学生低年级学生，教师要特别注意玻璃镜子带来的安全问题。教师最后也

可以根据将学生的自画像汇集到每个学生的成长记录袋中。

心情温度计是教师自行设计用来度量学生心情好坏及对参与活动满意度

的系列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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