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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心理 积极行为 快乐人生 
��女性教师常见心理问题分析及对策 

◆ 广东实验中学女工委员会 

 

教师保持健康的心理不仅有利于教师

自身的生理健康，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而且有利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而种

种调查数据却显示，当前教师的心理健康

状况却不容乐观。国内外的诸多统计数据

表明，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状况不容

乐观，其心理问题的分布现状是：小学高

于初中，初中高于高中，女教师高于男教

师。本文拟探讨女性教师这个特定的群体

中常见的心理问题的表现、成因以及有效

对策，期望探索到有效解决女性教师常见

心理问题的办法。 

 

一、女性教师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及

成因 

根据贾林祥、宋广文（1999）同样采

用SCL-90量表对320名中小学教师的心理

健康水平作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之一表

明：女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比男教师

差。除了人际敏感、偏执、精神病性三个

因子上女教师比男教师低外，其余因子的

得分，女教师均比男教师高。根据笔者的

观察研究，近年来女性教师的常见心理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躯体化。主要反映身体不适，经常

出现包括心血管、胃肠道、呼吸和其他系

统的主诉不适，头痛、背痛、肌肉酸痛以

及焦虑的其他躯体表现。 

2．抑郁。主要表现为心境苦闷、生活

兴趣减退、动力缺乏、活力丧失、失望、

悲观等以及与抑郁有关的认知和躯体征

象。 

3．人际敏感。主要指某些个人不自在

与自卑感，特别是与他人相比时更为突出。

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自卑感、心神不宁、

明显不自在。以及在人际交往中自我意识

过强，消极等待等。 

4．焦虑。一般指烦躁、坐立不安、神

经过敏、紧张等主观焦虑体验以及由此产

生的躯体表征，如气促、出汗、尿频、失

眠、发抖、惊恐等。 

5．精神病。这是最严重的，主要有精

神分裂症和情感性精神病，心理和行为有

非常明显的异常。 

心理问题向来就被视为一个神秘的领

域，而教师由于其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

其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显

得更为复杂。针对以上的常见表现，结合

女性教师的性格情绪等特点，笔者认为，

导致以上现象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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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体制改革挑战女性教师的心理

承受力。研究表明，压力是影响心理健康

的主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正

进行着全面改革，诸如职称评定、教师聘

任、末位淘汰、按绩取酬等等，每位教师

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女性教师

往往自律甚严，对自己要求很高，性格方

面又比较敏感，在竞争当中容易产生压力，

从而形成心理问题。 

2．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女性教师心理

常常超负荷。教师扮演的是为人师表的角

色，这种职业的神圣感在客观上迫使教师

不得不掩盖自己的喜怒哀乐，同时，社会

对教师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女性教师不

仅要承担起神圣的工作职责，还要担负起

母亲妻子的角色，每天回家也许还有繁重

的家务劳动，繁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使她

们往往感觉“载不动许多愁”。 

3．不注重心理品质的锻炼导致女性教

师心理空间被严重挤压扭曲。“考不完的

试，做不完的活，操不完的心，压得我透

不过气来，整日心绪不宁！”这是很多教

师的心情写照。相对于男性教师而言，女

性教师缓解紧张和压力的途径往往不多，

平时上班时间紧张，下班又要赶着接孩子

做饭等等，没有时间关注和锻炼自己的心

理素质，甚至形成了出问题也不知道该怎

么办的情况，有的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女性教师心理问题的防治对策和

心理健康状况的维护 

教师心理不健康首先阻碍其在专业技

术上的顺利发展，也影响其教学和教育，

比如教师本身心理存在问题就会不能正确

理解学生的行为，更无法巧妙地处理学生

问题，轻则影响师生关系，重则可能伤害

学生心灵。因此，为了更好地做好本职工

作，更好地教育学生，教师特别是女性教

师自己首先必须是心理健康的人。那么，

怎样才能维护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呢？以

下是笔者的几点建议。 

树立正确的职业认识和个人认识。 

教师这一职业是如今最“开放”的职

业。他的工作得接受许多人直接或间接的

检查和监督��学生、校长、教研员、学

生家长、教育局等等，以至整个社会，这

些极有可能让某些敏感好强的教师产生紧

张焦虑。因此教师必须对自己的职业和自

己的个人情况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认知和

评价。职业方面，既承认教师这一工作的

崇高和神圣，同时也承认每个人都是从没

有经验到有经验，从工作中会出现问题到

尽量少出现问题这个阶段过来的，既积极

主动地学习，同时又能发展地看待自己的

不足和进步，不要苛求，更不要时时处处

追求第一，追求完美。在对个人性格、爱

好、能力等方面的认识和评价上也要客观

全面，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客观评价

自己，合理要求自己，了解并愉悦地接受

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给自己设定高不可

攀的目标。同时，个体因为对自己更加了

解，由己及人，也就能够客观地评价别人，

接纳并理解别人的错误和缺点，对世事中

的不平、不满、不尽善尽美之处能处之泰

然。这种心态对保持心理健康是非常有利

的。 

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紧张焦虑常常伴随我们生活的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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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长期下去也影响

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女性教师们要学会

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愉快乐观积极向上

的心境。以下建议可以让我们很快摆脱不

良情绪。 

多做运动。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排解

烦恼，而且可以增强身体抵抗力，让人保

持年轻和活力，有些更能塑身养颜，让女

性保持魅力。这些都是人积极情绪所必须

的。 

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并能常常体验。

人生的乐趣很多，工作之外，有一两件自

己喜欢做的事情，并能有时间和机会去体

验，能给人带来非同一般的乐趣。比如喜

欢旅游的节假日邀约三五亲朋好友外出郊

游踏青，能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乐趣，也能

让我们更加快乐。 

学会积极的思考。面对困难，不要陷

入消极无意义的循环思考中去，学会换位

思考，推己及人；学会对比思考，权衡利

弊；学会放弃，有舍有得。学会积极地去

思考和解决问题，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在挫折和困难面前，坚定地相信总有办法

解决。 

学会倾诉和求助。女性教师产生心灵

的困惑，常常碍于面子或者因为其他的原

因羞于启齿，其实倾诉是舒缓心理压力的

一个有效方法，一两个知己往往是最好的

心理医生。万一遇到较为严重的心理困扰，

要有求助的意识，主动向专业人士或者机

构寻求帮助。 

让自己积极地行动 

工作中的压力有时来源于自己知识、

能力或者经验的不足，所以要想从根本上

消除压力，必须让自己积极地行动起来，

改善自己的状况。平时多向有经验的同行

们学习，找机会进行继续教育，抓住一切

能够锻炼自己的机会多多锻炼和展示。在

行动中，我们能够找到信心，在行动中，

我们能够体验快乐！ 

总而言之，女性教师是优秀的，她们

自尊自爱，自律严格，同时也是脆弱的，

工作中、生活中的压力很容易让她们受伤。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注重心灵的锻炼，培育

健康的心理，化为积极的行动，我们就能

享受快乐的人生！ 

 

[参考资料] 

1、《教师心理健康的自我维护》  四

川省凉山州教育科学研究所  谌业锋 

2、《无法回避 教师心理障碍发生率高

达 50％》 王云娟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

机网 

 

（责任编辑：梁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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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挂着眼泪的微笑 
��写给经历分科选择的高二级同学 

◆  蓝 敏 
 
人生面临无数的选择。选择，是相伴

痛苦的快乐，是挂着眼泪的微笑。是在矛

盾痛苦中给自己一个坚持的理由。因为选

“此”，则面临失去拥有“彼”的权利；选

了“彼”，又会想到“此”的种种美好，于

是有些人会在犹豫中难以抉择。有的是做

了选择之后，才发现未被选择的才是最适

合自己的，于是追悔莫及。 

于是，选择，往往伴随着压力。 

高二级的同学，刚刚经历了一个艰难

的选择��分科，许多同学至今还在选择

的矛盾和痛苦中犹豫不决，有些想改变之

前的选择，有些觉得选择后的学习压力巨

大。那么怎样才能迅速消除这样不良情绪

呢？以下是一些有效的建议。 

一、恰当地合理地使用心理防御机制。

将自己的理由多重复几次，让其强化、合

理化。比如多想想当初自己为什么会选择

这个科目，选择的好处是什么？ 

    二、重新评价事件或者情境。现在问

题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学会换一个

角度考虑问题可能会豁然开朗，告诉自己

即使是失误或错误也还有补偿的机会。比

如觉得现在的科目很吃力，告诉自己大家

都一样，即使暂时吃力通过努力还是可以

进步的，即使选择其他的科目学习上照样

会遇到困难的。 

    三、寻求支持。当心理压力过大时，

可以适当地向亲戚、朋友、心理医生求助，

不要硬撑。其实承认自己在一定时期软弱，

然后通过外部有益的支持降低紧张、减弱

不良的情绪反应是明智之举。 

    四、做些适当的运动。当一个人处于

不良的心理状态，或者不良的心境状态中

的时候，坐在那里苦思冥想、发愁、哀叹，

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负面

情绪。走出室外散散步、跑一圈、打打球，

做体操、游泳运动，都会释放心理压力，

调整情绪。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主动采取

行动消除压力。如果一个压力是客观的，

一味回避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变被动为

主动，采取有效的行动，改变现状才是上

策。既然已经选择了，那就想办法去改变

现状，让一切更好。 

最后，用汪国真的诗歌作为结尾，希

望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最终都无怨无悔！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责任编辑：梁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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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踝关节损伤的应急处理与预防保健 
◆  郭爱娣 

 

踝关节是人运动的重要枢纽及承重关

节，因此其状态的好坏直接决定人的生活

和运动质量。踝关节扭伤多为踝关节周围

韧带的过度牵拉或撕裂，严重者可伴有撕

脱骨折。通过高中校区的统计结果（如下

表、下图所示）显示：踝关节损伤在所有

外伤损伤中占 48.15%,而因打篮球引起的

占80%以上。在门诊工作中发现很多同学对

伤后的应急处理知识缺乏，有的同学甚至

觉得：“不就是崴脚了吗？不要紧，歇几天

就会好的！”，还有的同学认为是小毛病，

仍然坚持行走、运动；有的甚至习惯用热

水或热毛巾烫洗患处或用酒精搓揉患部、

用活络油按摩踝关节，以为这样可以活血

消肿，殊不知，经过这样的处理后，不仅

会使症状加重，而且还会延误治疗时机。

结果出现了后遗症，所以有必要谈一下踝

关节损伤的基本常识，使同学们懂得一些

运动外伤的一点保健知识，减少运动损伤

的发生。

  

损伤部位 比率 

手指 20.37 

前臂 7.14 

头面部 15.87 

踝关节 48.15 

膝、大腿 5.82 

其它部位 26.5 

 

（高中校区学生外伤损伤部位发生率） （高中校区学生外伤损伤部位构成表） 

 

一、踝关节容易受伤的原因。这是由

于踝关节特有的解剖结构决定的。踝关节

的解剖结构，如图一所示： 

腿由胫骨和腓骨组成，在前而粗者为

胫骨，在后而细者为腓骨，脚的足弓顶部

有一块骨头叫距骨。踝关节就是由胫骨、

腓骨下端夹骑于距骨之上形成的，俗称

“脚脖子”。胫骨下端向内突出的部分被

称为内踝，腓骨下端向外突出的部分被称

为外踝。踝关节囊前后较松，两侧较紧。

踝关节的四周有韧带加强，内侧有三角韧

带，外侧有三个独立的韧带。

 
损伤部位构成表

手指

前臂

头面部

踝关节

膝、大腿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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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由于外侧的韧带较内侧的韧带弱，足

内翻肌群也较外翻肌群肥厚，加上内踝较

短，所以在足踝剧烈运动时，多易产生踝

关节内翻过度活动，因而外侧副韧带损伤

远多于内侧副韧带。踝关节背屈时，距骨

无活动余地，但在跖屈(提起脚跟)时，距

骨可向两侧轻微活动，所以踝关节往往在

跖屈位发生内翻位扭伤。  

    球类运动技术复杂，在运动中技术运

动的转换比较频繁，要求不断改变方向、

急停急起等，尤其是篮球运动中的抢篮板

球，学生离开地面在腾空阶段，足就处于

跖屈内翻位，如果落地时身体重心不稳，

向一侧倾斜或踩在他人的足上和球上或高

低不平的地面上，而学生又缺乏自我保护

的应变能力，就会以足的前外侧着地，使

足内翻，导致损伤。 

二、踝关节损伤的常见症状。 

急性踝扭伤多表现为踝部明显肿胀疼

痛，不能着地、伤处有明显压痛、局部皮

下瘀血。如外踝韧带扭伤，则足内翻时疼

痛明显；内踝韧带扭伤，则足外翻时疼痛

明显；严重的可有滑膜或软骨损伤，表现

为踝关节周围的肿胀和压痛，踝关节活动

受限。韧带撕裂或骨折发生时，踝关节损

伤侧或骨折端疼痛、肿胀更为明显。踝关

内 膜 

内侧付韧带

(三角韧带) 

跟骨 

腓 骨 

外侧付韧带 

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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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韧带撕裂，则可有内、外翻畸形、血肿。

踝关节骨折时出现畸形，甚至出现骨摩擦

音或骨摩擦感。开放性骨折：出现软组织

破损、出血，甚至骨的断端与外界相通。 

三、踝关节损伤后的应急处理 

（一）急性踝关节损伤 

1、损伤后应立即停止运动。 

2、冷敷和加压包扎：主要是减少毛细

血管损伤局部充血，尽量减缓瘀血形成，

降低肿胀程度减少关节的负担，为进一步

治疗打基础。急性期24～48小时可冷敷，

每次 10～20分钟，6小时一次，冷敷冰袋

或冰块不可直接接触皮肤，以免冻伤。可

用弹性绷带加压包扎。 

3、抬高患肢：睡眠时，患脚可用枕头

垫高，促进静脉回流，以减少肿胀。   

受伤部位的制动、加压包扎和冷敷可

有效地减少韧带断裂部的出血，缩短愈合

时间，减少日后血肿机化性疤痕，这是急

性踝关节扭伤早期最基本的处理方法。随

后应对踝关节扭伤的程度进行准确判断。

如果损伤累及韧带组织或有骨折时必须去

医院接受医生正规的治疗。 

4、48小时之后热敷 2～3天，以促使

局部组织渗液尽快吸收，减轻疼痛。必要

时，可用胶布敷贴踝部固定制动2～3周。 

    （二）慢性踝关节损伤 

多次损伤的患者，关节囊往往松弛，

易继发软骨损伤、滑膜炎、骨赘和其他关

节面的损伤。而慢性损伤的患者保守治疗

的效果则相对较差，改善疼痛和不稳定的

症状是治疗的目的，有时需要通过手术重

建韧带来改善踝关节的稳定性；同时可以

通过微创的踝关节镜手术来消除滑膜炎、

软骨损伤或游离体等致痛因素。 

总的来说，要早期就诊，早期检查，

早期治疗。 

四、踝关节损伤的预防 

（一）、运动前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   

踝关节扭伤多是在训练和比赛较为疲乏或

刚开始活动而没有充分的准备活动时出

现。为了预防踝关节损伤，剧烈活动前需

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 

（二）、适当减少运动时间、运动量   

高中校区下午放学以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是

初中的 2倍还多，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况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和运动量，因

为身体疲劳时本体感觉下降，容易发生损

伤。 

（三）、运动时选择鞋底柔软的高帮鞋

或用弹力绷带固定踝关节   高帮鞋可

使踝关节在中立位时增加内翻的对抗力，

运动时应用弹力绷带可显著减少踝关节损

伤的发生率。 

（四）、平时注意进行踝关节周围肌肉

力量和本体感觉的训练。 

（五）、集中注意力，行走时要注意路

面的高低，光线不好时更应小心，下坡下

楼时，脚的跖屈角度不要过大，防止发生

扭伤。 

（责任编辑：梁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