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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小学生自身、家庭、学校和社会四方面, 分析了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 说明了小学生心

理问题的形成是社会、家庭、学校和小学生自身等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小学生具有很强

的可塑性,只要我们从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入手,有的放矢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就能维

护小学生的心理健康,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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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正处于生理、

心理迅速发育的关键时期,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

题。近年来,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表明,心理问题的 低

龄化 趋势明显,小学生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令人担

忧[ 1, 2]。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严峻现实,反映了在

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了有

目的、有计划地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提高小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我们必须关注影响小学

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 只有了解了这些影响因素,

才能很好地利用或控制这些因素, 开展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一、个体因素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原因

个体因素是指个体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因素,主

要包括遗传因素、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它们是影

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原因。

(一)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影响人的心理健康。小学生的某些心

理问题的形成, 与遗传因素有直接联系。研究表明:

多动症儿童与遗传素质有关, 同卵双生子同病率为

85. 7%,异卵双生子为 33. 3%。遗传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还受个体神经系统类型的特点的影响。例如,高

级神经活动强而不平衡的典型胆汁质的学生,容易形

成冲动、暴躁、易怒等心理障碍;高级神经活动弱而不

平衡的典型抑郁质的学生,容易发生孤独、焦虑、自卑

等方面的心理障碍。

(二)生理因素

1.生理疾病或机能障碍

儿童时期曾经患过的某些传染性疾病, 如脑炎、

脑膜炎、肺炎、病毒性感冒等病,会对脑神经组织造成

严重伤害, 从而引起某些心理障碍。某些重要的内分

泌腺体如脑垂体、甲状腺、肾上腺、性腺等的分泌失

调,也会引起小学生的一些心理功能的异常。如甲状

腺素缺少会导致智力迟钝、记忆减退、语言迟缓、情绪

淡薄等心理障碍(如克汀病) ,而分泌量过多也会导致

神经过敏、情绪激动等症状(如甲亢)。

2.身体发育

首先, 身体发育影响小学生的认知发展。儿童的

智力水平与脑发育成熟状况密切相关。在小学阶段,

正是由于儿童神经系统的结构基本发育完善, 接近成

人,才使得儿童的思维由具体形象向抽象逻辑性过渡

成为可能。

其次, 身体发育影响儿童情绪情感的发展。身体

发育良好的小学生,在与他人展开社会交往时往往容

易获得积极的评价, 从而获得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

而身体发育不良,甚至出现异常的小学生, 在社会交

往中可能更多地获得有意或无意的负面评价, 从而产

生消极的情绪情感体验。

再次, 身体发育还会影响儿童个性的发展。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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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协调性差、体质相对较弱的小学生,倾向于表现

出胆怯、消极和焦虑的个性。而身体健壮、精力充沛

的小学生,则往往表现出喜欢自我表现、富有创造性、

健谈等人格特征。此外, 体质强健的儿童,父母往往

会给其更多的独立空间, 因此更容易形成乐观开朗、

生气勃勃的个性特征; 而体弱多病的儿童,父母往往

会对其倍加呵护,再加上生病的痛苦体验,较易形成

依赖性强、谨小慎微的个性特点。

此外,生理成熟也会对小学生的心理产生影响。

调查研究发现, 目前我国女性的青春期一般始于 10

~ 12岁,男性要比女性晚两年左右
[ 3]
。一般来说, 正

常自然的身体发育不会对小学生的心理产生不良影

响,但由于小学生的个别差异, 其生理成熟的时间却

不尽一致,出现早熟与晚熟的差异。可以看到, 早熟

的男孩相当于正常发育的女孩,晚熟的女孩相当于正

常发育的男孩, 这两种孩子彼此都有交流的对象, 易

形成自信、开朗的良好心理。而早熟的女孩和晚熟的

男孩却没有相应的玩伴, 缺乏交流的对象,易产生自

卑、焦虑等心理问题。

(三)心理因素

心理健康的实质是心理的功能状态,而决定心理

功能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心理活动的内部机制。所

以,小学生的各项心理素质的发展水平和内部机制的

完善程度也是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原因。具

体说来,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心理发展的矛盾与冲突

心理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

象,在某些情况下, 有些矛盾还是心理发展的重要动

力。但是,当心理矛盾与冲突过于激烈或持久, 以至

于主体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协调和处理,就可能产

生心理困扰,导致某些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对于小

学生来说,心理发展的主要矛盾有: 生理发育和心理

发展速度不均衡的矛盾, 心理过程发展不协调的矛

盾,个性心理结构发展不完整的矛盾, 自我发展与外

部要求不一致的矛盾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小学生的

心理状态,是我们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中应该关注的

问题。

2.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

需要是个体行为的原动力,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建

立在某种需要的基础上, 合理需要的满足是个性充分

发展的先决条件。对小学生来说,爱的需要、自尊的

需要、交往的需要的满足,是其心理健康发展的必要

条件。如果满足不充分, 可能导致动机缺乏、情绪失

调、反应异常、性格偏离等问题。当然,需要的满足并

不是越充分越好,有些需要的过度满足也会导致心理

发展出现问题。如在家里有求必应的孩子可能会导

致耐挫力下降;有些长期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优越感过

强,反而导致适应力下降。

3.心理挫折

心理挫折是需求不遂的结果, 是导致心理压力、

引起消极情绪体验的重要原因之一。小学生在学习、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挫折,遭受挫折后可能引起多

种反应,从效果上看, 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的反

应包括继续努力、调整期望值、改变目标、升华行为

等;消极的反应包括攻击行为、退化行为、退缩行为、

固执行为等。消极的挫折反应常会成为某些心理问

题的直接原因。小学生由于心理素质尚不健全,自我

调节能力低,耐挫力差, 在挫折之下易出现各种身心

障碍。

4.不良个性

目前, 小学生中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幼儿时期

较长时间的独处,会使孩子缺乏与同龄人的交流、沟

通。入学后有一些孩子自我封闭、孤僻、不合群,缺乏

自信心等渐渐显露并愈发明显。还有一些学生过分

争强好胜, 虚荣心、妒忌心较强, 不能与同学友好相

处。这些都对他们心理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此外, 多子女家庭及农村的留守儿童等在成长过程中

形成的不良个性都会导致入学后的不适应,从而影响

心理健康。

二、家庭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家庭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最重要的因

素之一,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 家庭的影响在减弱, 但

是儿童时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影响却是一生都无法

消除的。家庭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的因素可

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主要指家庭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的稳

定状况对小学生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离婚问题是

当代儿童面临的最严重、最复杂的精神健康危机问

题。儿童心理学家李 索克说: 对于孩子来说,父母

离婚带来的创伤仅次于死亡。
[ 4]
生活在离婚家庭的

儿童将面临着学业、情感及社会的诸多困难与障碍。

在我国,有许多研究证实了家庭结构异常对学生行为

问题的影响。王玉凤等
[ 5] 20- 2 3

发现: 在不同家庭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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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单亲家庭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最高( 19. 4%) ,差

异显著。张玲玲 [ 6]发现家庭结构健全和谐的家庭, 有

利于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而破裂家庭或父母不和

谐、经常争吵、以及单亲家庭, 对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明

显不利,使儿童产生躯体疾病、心理障碍比例较高。

(二)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即指家庭的环境气氛和情调。武丽杰

等[ 7]研究表明儿童行为与家庭环境有密切关系,和谐

的家庭气氛是促进儿童行为发育的有利条件。徐勇

等
[ 8]
的研究证明:小学生行为问题的发生与其家庭环

境的亲密度显著相关。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使小学生

活泼、开朗、诚实、谦逊、合群、求知欲及好奇心强; 相

反,不良的家庭氛围则会使孩子胆怯、自私、嫉妒、孤

独、懒惰、行为放任、不讲礼貌。

(三)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主要由父母之间的关系(夫妻关系)和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构成。家庭不和

与心理疾病、行为障碍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流行病学

调查还是临床研究都已多次被证实。Richman 和

Barron调查发现, 父母经常争吵、亲子关系差、家庭

婚姻状况不良等与儿童行为显著相关
[ 9]
。紧张的家

庭关系会给小学生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成为心理创

伤的背景, 从而使小学生的性格带有一系列消极

特点。

(四)教养方式

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上,国内外许

多研究[ 10- 12]都得出一致的结论, 认为父母不当的教

养方式容易使子女形成难以适应社会的不良人格特

征,是促发子女产生神经症的危险因素之一。刘坤

等[ 13]研究结果显示: 小学生行为问题的发生与家庭

环境密切相关, 在行为问题学生中教育方式为民主的

和尊重孩子的情况均显著低于无行为问题学生。

(五)家长的榜样

家长对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除了通过 言传 ,

即口头教育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 身教 ,即通过儿童

模仿的心理机制发生作用。模仿是小学生心理的一

个显著特点,正在成长中的小学生正是按照榜样来检

验和调整自我意识和行为倾向的。美国心理学家班

杜拉和麦克唐纳通过实验证明
[ 14]

, 儿童社会行为的

成熟模式的学习受儿童可引的榜样的影响多于强化

方面的影响,换言之,儿童更倾向于注意成人做什么

而不注意成人在说什么。因此,作为家庭中权威人物

的家长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榜样,会直接影响孩

子的行为方式与心理健康。

(六)家长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

父母的文化素质和心理状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小学生的身心健康。若父母的文化素养高,会用自己

的知识和强烈的求知欲去影响和教育子女,培养他们

顽强的进取精神。王玉凤等
[ 5] 20- 23

对 2 432名学龄儿

童的调查发现,父母文化水平与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

呈负相关, 父母受教育程度愈高, 儿童行为问题检出

率愈低,反之,父母受教育程度愈低,儿童行为问题的

检出率愈高。就心理素质而言,父母对孩子影响最大

的是行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状态,父母的心理障

碍也会毫无例外地影响到孩子的心灵,很难说心理不

健康的父母会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孩子。

三、学校教育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导因素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 学生的大部

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 学校教育以其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和系统性的特点而具有无可代替的主导作

用,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极大。

(一)校风与班风

良好的校风对师生是一种无形的感染力, 也是一

种凝聚力, 可以增强小学生的集体意识, 恰当地履行

义务和行使权利。在这种风气下,小学生的心理在潜

移默化中得到健康发展。

班集体是小学生在学校中学习和生活的基本单

位,同时也是小学生完成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条件。班

级中如果存在某些不利于学生发展的因素,将会对学

生产生深刻而持久的消极影响。在小学中,部分学生

在班级中地位偏低, 长期受忽视或排斥, 容易形成严

重的自卑心理、敌对情绪和逃避倾向,可能导致交往

障碍及同学关系紧张等。在一些班级中存在不健康

的小群体和严重的欺负行为,如果教师不能及时发现

和解决,很可能使部分学生产生紧张、恐惧等不良情

绪,导致进一步的混乱。而到最后,不论是欺负人的

学生还是被欺负的学生,都会形成一些不良的性格特

征,如蛮横、霸道、怯懦、虚伪等。

(二)学校环境

学校环境包括学校物质环境和心理环境, 他们都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物质环境包

括教室卫生、校园的自然环境、教学设施、卫生设施

等,是学校教育工作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苏霍姆林

斯基说: 学校的物质基础(我们把学生周围的一切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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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也包括在内) 这首先是一个完备教育过程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 其次,它又是对学生精神世界施加影

响的手段,是培养他们观点、信念和习惯的手段。
[ 16]

良好的物质环境不仅能使小学生的心情愉快而有安

全感,还能激发学生爱校、建校的热情, 爱护学校的公

共设施,自觉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并以自己的学校

而自豪。

心理环境实际上是校风的具体体现,包括人际环

境、信息环境、组织环境、情感环境和舆论环境等。在

良好的学校心理环境中, 全校师生相互尊重、理解,相

互关心和爱护, 反对体罚、讽刺、打架和骂人, 这种和

谐的积极环境必然会使其中的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

熏陶,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有最直接的促进作用。

(三)教学内容和方法

当前我国多数学校的教学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

教学内容枯燥, 教学方法单一, 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在某种程度上给学生带来了心理压

力。调查表明, 相当一部分小学生学习焦虑, 害怕上

学,担心考试,产生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疾病, 如头痛、

失眠、神经衰弱、食欲不振、焦虑、抑郁等现象。俄国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 孩子们是凭形状、色彩、声音和

一般感觉而思考事物的; 假使有人想强迫他们凭借其

他方法来思考事物, 那么他便是无理地、有害的胁迫

着孩子的天性。 [ 16]这段话恰当地概括了小学生的思

维特点。随着素质教育的真正贯彻落实,改进学校的

教学内容和方法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共识,这将对小学

生的心理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教师素质

教师的素质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他

们的才能、个性、教学艺术、教育方法都深深地影响着

小学生。素质较高的教师懂得学生的心理,不会经常

在全班学生面前严厉地批评或讽刺学生,而是考虑到

学生的自尊心, 循循善诱,使学生正确地认识自己和

他人,从而形成积极的人格特征。一些小学教师自身

的心理不够健康,如过于情绪化, 对学生的态度极易

受自己情绪的影响, 缺乏应有的自制力,这种消极的

和不稳定的情绪常常是造成部分小学生某些心理问

题与心理障碍的原因。

(五)师生关系

小学教师在学生心目中, 尤其是在低年级学生心

目中的威望是包括家长在内的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师生关系的优劣对小学生的影响是十分

明显而深远的。良好的师生关系会使小学生对学习

产生积极的兴趣,对学校生活感到愉快, 拥有积极乐

观的心态。然而,由于少数教师在教育观念上落后,

导致教育行为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偏差,不能与学生建

立民主平等的关系,这就会对学生的健康发展造成直

接的不良影响。

四、社会环境是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诱发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包括人口、住房、环境、交通、治安、

人均生活水平、休闲娱乐方式等多个方面。小学生生

活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这些社会环境因素必然会对

他们的心理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或负面影响。

(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状况是决定一个人生活方式

的最重要的基础。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由于社会竞争加剧、收入差距拉

大、社会变革频繁、不稳定因素增多(如下岗、离异)、

生活压力增大等原因,加上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社会

治安、就业现状、社会保障等问题,造成人们精神压力

更大, 挫折感增多,不平衡心态比较普遍,使得人与人

之间的信任感、安全感水平下降, 这一切都增加了人

们的焦虑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人的情绪会对小学

生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而导致其情绪不稳定、迷

惘焦虑。甚至有极少数学生,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对自

己未来的升学、就业、择业前途感到了悲观无望。

(二)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越来越

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伴随着网络、电视成长起

来的小学生来说,上网、看电视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但是除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外, 传媒中一些

暴力、色情、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内容的传播、渲染,

对儿童的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的发展也会产生许多不

良影响,引起模仿或成为罪错的直接诱因。近年来随

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小学生沉溺于

网吧、迷恋于网上游戏或在聊天室里跨越时空的 谈

心 ,出现了 网络综合症 这一新的身心障碍, 已成为

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

(三)社区环境

社区环境中的建筑物、道路、空气、光线、音响、绿

化等因素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比如城市中的高楼林立、杂乱无章、空气污染、色彩单

一等 非人格化的环境 因素,对人的感觉造成了多方

面的不良刺激,使人容易疲乏、注意力不集中、心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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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烦躁。此外, 在社区环境方面, 由于人口密集而导

致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人际冲突加剧、生活压力过

大等问题,可能成为诱发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刺激源。

总之,小学生心理问题的形成是家庭、学校、社会

和小学生自身等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诸因素中,对小学生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环境与

学校教育, 二者在小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形成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小学生的可

塑性很强, 只要我们从影响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各种因

素入手,因材施教、及时教育,就能有效维护他们的心

理健康,促进小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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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Influencing on Pupils'Psychologic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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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four aspects: themselv es,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is paper get a more compara

t ively comprehensive analy sis about many factors w hich inf luence pupils' psycho logical health and illum inate

that the form of pupils'psycho logical problem is the result of combined action of so ciety , fam ily, schoo l, pu

pils themselves and many o ther factors. Pupils are quite plastic, only if w e have a def inite object in view to

develop the psycho logical health educat ion, can w e maintain pupils' psycho logical health and pr omote their

psycho logy to develop healthily.

Key words: pupil; psycho logical health;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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