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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5.25”

心理健康系列活动简介

一、活动背景

每年的 5 月 25 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5.25”顾名思

义：“我爱我”。恰逢此节日，为丰富师生业余文化活动，加强校园精

神文明建设，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心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我校将

开展“心向阳光，青春筑梦”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活动。当代

大学生应把健康教育作为大学生活的首要任务，提高自己的身心健康

素质，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促使当代大学生能真正做到关爱自我、

了解自我、接纳自我，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进而爱别人，

爱社会，成为当今时代优秀大学生的楷模。

二、活动主题

三、活动意义

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普及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和谐心灵

理念，为学生搭建起锻炼心理素质、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的平台，全方

位加强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适应环境、管理自我、学

习成才、人际交往、交友恋爱、求职择业等各方面的能力。

“心向阳光，青春筑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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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举办单位

主办：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

承办：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心灵之窗社团

五、活动时间

2021 年 4月 3日-5 月 31 日

六、活动地点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七、活动对象

在校学生

八、活动内容

（一）心理剧本比赛

1.主题： 心向阳光，青春筑梦

2.剧本要求：以“心向阳光，青春筑梦”为主题，剧情可以围绕

当代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扰展开，真实再现校园生活场景，把大学生

在生活适应，人际交往，学习考试，情感恋爱，网络成瘾，人生观和

价值观等方面的心理冲突编成小剧本，也可以结合各自学校实际,讲

述自己学校故事，展示独特的校园文化,体现出本校学生的精神风貌。

如：

①人际交往人际困难(家长、老师、同学、学会拒绝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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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习与考试，学业困扰；

③择业与就业问题，就业压力(人生价值观)；

④恋爱问题，情感纠葛；

⑤网络问题，网络成瘾；

⑥适应大学生生活环境问题；

⑦情绪问题；

3.征集对象

在校师生，2020 级每班必须提交一份剧本。

4.剧本收集时间

2021 年 4月 3日—2021 年 4 月 20 日 17:00 作品提交截止日期。

（备注：请参赛个人或班级在 4月 20 日 17:00 前将参赛剧本以电子

档的形式发到邮箱。

格式：首页为封面，封面内容为：参赛队伍名称、剧本名称、原

创或非原创，联系方式。原创创作作者，联系方式。）

5.联系方式

指导老师：崔建爱 18387542490

负 责 人：蒙 丽 14787658347

李艳梅 18287361260

邮箱：xyk5_5@sina.com

6.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

注：心理剧本比赛细节见附件 1。

（二）心理征文比赛

1.主题

心向阳光，青春筑梦。

mailto:16062884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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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

2021 年 4月 3日—5月 3 日

3.对象

在校学生

4.征文内容

（1）心向阳光--用阳光的心态、优美的文字、青春的激情、华

丽的乐章书写对祖国、对人生的热爱，记录人间至真、至情、至善的

感人故事；

（2）筑梦青春，扬帆起航--青春的底色永远是梦想的颜色，因

创新而激扬，因自强而精彩，扬起理想的风帆，书写无悔的青春，追

寻生命力量的源泉。

（3）心灵之约--大学中的我们拥有人生中最华美的乐章，在懵

懂的爱恋，理智的抉择，忙碌的学业、快乐与迷茫的交织中放飞心灵。

（4）心理人生--浪漫如诗的我，踌躇满志的你，无人能阻止你

我的倾情演绎，用青春的热情与活力来缔造人 生中最值得珍藏的传

说。

5.征文要求

要求主题突出、形式新颖、内容健康、严禁抄袭。文体不限（小

说、散文、诗歌等）。字数一般在 1000-3000 字之间。

6.投稿方式

电子征文：将文章 word 版（文章前面需加注个人信息，包括：

姓名、学院、班级、个人联系方式等）于 2021 年 5 月 3日之前发送

至:邮箱：xyk5_5@sina.com。

7.评分细则

项目 分值 具体评分标准

mailto:xyk5_5@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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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

9.活动流程

（1）心灵之窗编辑部完成策划书，对征文要求做出规定，心灵

之窗宣传部对征文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工作；

（2）由宣传部成员联系心灵使者，由所有心灵使者负责，2020

级每个班至少两篇征文；

（3）对征集到的文章在本社团内进行投票初步，由心灵之窗协

会负责人、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负责评选,根据所获票数评选相应奖项。

（三）心灵寄语

1.主题：心向阳光 青春筑梦

2.时间：5月 1日 -5 月 10 日

主题内容 30%

主题鲜明，具有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内容符合比赛主题要求，富有启迪性和前瞻性；

感情真挚，标题醒目、新颖。

体裁结构 20%

文体明确，文眼明显，线索脉络清晰；

文章层次分明、结构合理；

布局严谨、自然、完整。

语言表达 20%

语言通顺流畅、符合逻辑；

写作技巧运用出色合理；

详略得当。

创新和亮点 30%

材料构思新颖，见解独特；

章法架构具有独到之处；

文章文采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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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奖项：

本次活动设: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

4.要求：拍一组笑脸的图片，可以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

用一段文字描述笑脸故事（200 字以内）。寄语要求积极向上，展现

当代大学生健康、阳光、自信、逐梦的精神风貌，请将配有照片的寄

语发送至邮箱：201673405@qq.com。

5.联系方式：

指导教师：刘钰 15969200185

负 责 人：黄清美 15126869241

梁靖怡 15758388639

（四）朋辈心理辅导者培训

1.时间：5月 10 日-6 月 10 日

2.地点：线上培训

3.活动对象：心灵之窗协会全体成员，19级心理健康教育班全

体成员，各班班委、心灵使者和宿舍长。

4.要求：线上培训，做好宣传，让活动成员按时参加。

5.培训主题

序 号 名 称 主讲教师 备注

1 朋辈心理辅导者职责及辅导技巧 崔建爱

2 心理危机的识别及干预 王水静

3 心理主题活动策划及组织 刘钰

4 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处理及应对技巧 袁丽丽

5 一般心理咨询技术 冯海燕

（五）心理知识宣传

1.主题:“树立健康理念，放飞青春梦想，提高心理素质”。

mailto:20167340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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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间：2021 年 5 月 15 日-5 月 28 日

3.活动目的：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宣传，让更多的大学生认识到心

理健康的重要性，引导健康人生观、提高心理素质、营造良好的校园

心理氛围，共建文明校园。

4.活动流程：

（1）制作宣传材料：宣传海报。

（2）5月底开始将手抄报作品挂于校园内展览；

（3）5月 21 日活动结束后，对展览的手抄报进行收集和保护。

（六）5.25 活动开幕式

1.地点：红色报告厅

2.时间：2021 年 5月 21 日 19:00-21:00

3.参与人员：学校领导、各学院管理学生领导、学院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辅导员老师、全体心理学教师、19级心理健康教育班全体

成员、各班心灵使者、各社团代表、宿舍长。

4.活动流程

（1）布置会场

（2）老师致辞

（3）宣读誓词

（4）专题讲座

（5）征文颁奖

（6）写心灵寄语

（七）有奖心理问答

1.活动主题：“身心同健康，你我同参与”。

2.活动时间:2021 年 5 月 22 日-5 月 27 日

早上：8：30-11：00，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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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目的：丰富在校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引导广大大学生

群体关注社会，同时提高自我心理素质和促进其身心健康的发展，拓

展知识面，充实和激励自我，增强团队的合作精神，提高团体间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4.活动对象：全校学生

5.活动地点：晨曦广场

（八）心理知识竞赛

1.意义：健康的心理对于学习和工作的效率起重要的作用，对竞

赛技能的发挥更为重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是朝气蓬勃，开朗乐观，

学习和工作就有动力，效率就高。而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常常心神不

定，思虑过多，不能集中于学习和工作上，既影响生活效率，也大大

妨碍创造才能的发挥。

2.时间：4 月 25 日 14:30-17:00

3.对象：全校学生

4.要求：在规定的教室内闭卷考试，试卷由 20个单选题 20 个判

断题和 10个多项选择题组成。

5.活动内容

（1）前期内容:组织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复习材料由心灵之窗协

会提供。

（2）中期内容:各班心灵使者组织本班同学学习和复习心理健康

知识，做成简报形式，同时选拔一名同学参赛并填写报名表，发送至

邮箱 1838224673@qq.com。

学习时间：4月 19 日～4 月 23 日。

（3）后期内容:进行心理知识竞赛，具体考试时间：4月 25 日

14:30，地点：夏耘楼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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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奖项：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10 名。

7.负责人：刘钰老师

（九）团体活动

1.用“心”体验

（1）主题:“驰心骋，心成长”。

（2）时间：2021 年 5 月 27 日

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8:00

（3）地点：晨曦广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圣亚楼三楼）

（4）对象：心灵使者、心灵之窗所有成员及活动爱好者、19级

心理健康教育班全体成员

2.内容

（1）风雨同舟：要求参赛人员分为 10人一组，用丝带绑着左右

两边同伴的腿，并合力一起走或是跑，从起点出发，最终先回到起点

的一组获胜。（中间过程丝带不能散开，否则成绩失效）

（2）“滚蛋吧，烦恼君”:减压放松体验活动活动能达到宣泄压

力、减压放松的作用，同学可在卡纸上写上自己最近的烦恼，然后把

卡纸放在气球里，在气球上进行涂鸦，准备好以后把气球用线拴在脚

上，裁判宣布活动开始后学生可自由选择踩破其他人的气球或自己踩

破自己的气球。

（3）袋鼠跳：要求参赛人员分为六人一组，由相关负责人提前

准备好三个大袋子，要求参赛人员报自己腹部以下位置套在口袋里，

用手提着袋子跳，先完成的获胜。（六人分别站在左右两端，由三个

人跳到另外三个队友面前换对方跳回去，先完成者胜利）

（4）“沙里淘金”—沙盘游戏体验活动通过沙盘游戏让学生体会

到心理咨询的魅力，让学生能够开放性地直面自身的未知面，通过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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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游戏反应出个体无意识。体验活动会重现一到三个经典沙盘案例，

向同学们讲解含义，一方面消除对心理咨询的误解，另一方面加强学

生求助意识，提升助人自助的能力。

（5）“曼陀罗绘画”体验活动在心理治疗上，作为艺术表达性治

疗的主要方法之一，曼陀罗绘画可以通过象征的方式展现绘画者的无

意识冲突，并借助曼陀罗特有的整合功能，整合内心的矛盾，获得内

在的和谐与稳定。

（6）生物反馈系统—快乐“心”体验活动:该系统结合了生物反

馈的原理，通过丰富多彩的训练项目和放松来辅助训练，同学们可以

通过轻松有趣的互动体验过程来调节自己的身心状态。

（十）“5.25”心理健康活动闭幕式

1.地点：红色报告厅

2.时间：2021 年 5 月 28 日 19:00-22:00

3.参与人员：学校领导、各院系管理学生领导、辅导员老师、19

级心理健康教育班全体成员、各班心灵使者、各社团代表、宿舍长。

4.活动流程：

（1）心理情景剧比赛决赛

（2）节目欣赏

（3）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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