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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袁阐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遥

提出生命教育思想遥 美国的生命教育以独特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袁 生命教育就是采用生命哲学的观

切入袁即以野生冶的反面野死冶为切入点袁通过死亡教育

点来探讨人的生死问题咱缘暂遥 孔子的生命观具有重生尧

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袁形成正确的生命态度袁

贵人尧惜身尧爱人等内容袁其生命教育具有重现世尧重

追求生命价值和意义 遥 之后各国陆续较正式和有

情尧重行和重知的特点袁生命教育方法主要强调为师

国青少年的各类心理与行为问题遥 自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

质尧自由选择和人的主体性冶遥 人本主义心理学更关

咱员暂

组织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生命教育袁主要用于解决本

之道和为学之道咱远暂遥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野存在先于本

代以来袁国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袁倡导以人为本尧尊

注人的积极面袁 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人格倾

重尧关心尧理解和信任每一个人袁这标志着我国生命

向遥在满足与生存相关的基本需要后袁人会产生与发

教育的正式展开 遥

展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等紧密相联的超越性需要遥

咱圆暂

一尧生命与生命教育
一般而言袁生命是自身繁殖尧生长发育尧新陈代

这个需要的满足会使人获得高峰体验袁 从而改变或
强化其对生命的认知 咱苑暂遥 在罗洛窑梅看来袁人的心理
疾病与其丧失人生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遥因此袁他认

谢尧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尧遗传变异以及对刺

为心理治疗和生命教育的目标是帮助其发现自我存

激的反应等复合现象遥 生命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

在的意义和价值袁增强其自我存在感咱愿暂遥

性袁它是野自在生命冶与野自为生命冶的统一体袁并力求

我国学者孙赫 咱员园暂认为袁生命需要心理学理论与

在生存与意义间寻找平衡以组成人的完满生命 咱猿暂遥

教育方法遥 从不断满足人的需要出发袁使生命不断向

生命教育主要是教人认识生命尧保护生命尧珍爱生

高峰发展袁使人的生命质量走向优秀遥 生命教育的核

命尧欣赏生命袁探索生命的意义袁实现生命价值的教

心在于构建积极生命意义观遥 但积极生命意义观的

育活动袁其核心是珍惜生命袁重视生命质量袁突显生

形成与生命和死亡概念的形成尧 生命过程和死亡现

命价值 遥 关于生命及生命教育袁众多学科均有涉

象的体验和感悟紧密相连遥 国内学者李丹咱怨暂整合野知冶

及袁如哲学尧人类学尧教育学尧心理学尧社会学尧思想政

的看法和理解尧野情冶的体验和感悟尧野意冶的探索和领

治等遥 它们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袁把握生命的本

悟等方面袁探寻儿童尧青少年和大学生生命认知和生

咱源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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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价值的发展特点及规律遥 总体而言袁不管是儿童尧

它还要使人们生活得更愉悦更幸福袁 最终帮助人们

青少年还是大学生袁他们对生命过程的体验总体上

迸发创造性袁达到自我实现状态遥这三个目标是层级

是积极的尧渐进丰富的袁但儿童对死亡的心理体验更

递进的袁即治愈尧幸福与提升 咱员源暂遥而且袁此幸福与治愈

多恐惧和悲伤曰对生命和死亡的认知也是渐进深入
本质和理性思考曰在生命价值方面袁大学生更多地表
现出关心他人袁并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意识

遥

咱怨原员员暂

二尧积极心理学的生命教育观

阶段所产生的幸福是不一样的遥 后者通常指主观幸
福感袁而前者不仅仅是指享受式的快乐袁它应该还包
括 乐 趣 渊责造藻葬泽怎则藻冤尧 投 入 渊藻灶早葬早藻皂藻灶贼冤 和 意 义
渊皂藻葬灶蚤灶早冤遥 幸福就是过着充实尧愉悦和有意义的人
生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袁人们更关注人的积极
心理品质袁关注人的健康幸福遥 正如积极心理学之
父 杂藻造蚤早皂葬灶 所言袁野当一个国家或民族被饥饿和战

争所困扰时袁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任务主要是抵御
和治疗创伤曰但在没有社会混乱的和平时期袁致力于

积极心理学主要研究积极的主观体验 渊主观幸

福感冤尧 积极心理品质 渊远 大美德 圆源 种积极心理品

质冤尧以及积极的社会组织渊具有责任感尧道德感和美
德的家庭尧社区尧学校及其他公共机构冤咱员猿暂遥积极心理
学这三项研究领域包含了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袁

使人们生活更美好则成为他们的主要使命遥 冶 咱员圆暂所

形成了目标和手段的统一遥因为获得积极体验袁发展

以袁积极心理学应研究人们如何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出积极心理品质袁 并且生活在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

遥 从这

中袁能很好地降低或消除痛苦和病理等消极问题袁并

一点上看袁积极心理学与生命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本

发展出幸福和自我实现状态遥因此袁关注人类自身的

质上是一致的袁即都是帮助人们活得开心幸福袁活出

积极优势和潜能袁个人的积极改善和提升袁社会积极

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袁尽力使生命之花绽放得绚丽袁积

氛围营造等就是解决问题尧提升生命品质尧增强生命

极心理学蕴含着现代生命教育思想遥

意义的有效方法遥

快乐袁潜能如何才能更充分地发挥等问题

咱员猿暂

渊一冤关注人性积极面

渊三冤积极改变技术

积极心理学着重研究那些使生命更有价值和更

积极心理学的核心观点是主张心理学研究要从

有意义的东西遥 什么样家庭的孩子会健康成长袁什

只重视对个体的问题与疾病等消极心理或精神的修

么样的工作环境人们满足度最高袁什么政策会让百

复袁转移到加强对人类积极心理品质的研究与培养遥

姓最拥护袁什么样的生活人们最想过袁什么行为会带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袁 积极心理学在心理疾病的预

来幸福尧积极与繁荣钥 积极心理学很好地回答了这

防和治疗方面提出了独特观点咱员猿暂遥 即通过发挥个体

些问题遥 它认为袁我们应该去探索如何通过关注人

优势和潜能的方式来实现预防与治疗焦虑尧 抑郁或

性的积极面和人类生活中的积极体验袁来尝试过一

精神分裂等心理渊精神冤或行为问题的目标遥 其潜在

遥 每一个人都在努力

机制是积极心理成分多袁 消极心理成分自然就相对

寻找人生的野幸福密码冶遥 但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少袁从而实现不治而治的预防与治疗效果遥正如中国

情袁在过程中可能会经历痛苦尧迷惑与挣扎袁我们不

传统文化的阴阳学说叶易传窑系辞上曳所说袁野一阴一

种更有意义且更丰盈的生活

咱员源暂

能就此限于野消极面冶遥 拨开野云雾冶袁最终我们将找

阳之谓道遥冶即天地万物包括人类袁内部都有阴有阳袁

到一条发掘自己生命意义袁能拓展生命宽度和深度

两者相互作用尧相反相成尧相互渗透尧相互推移袁引起

的道路遥 当你走在这条路上时袁你会发现这条路有

了事物的运动尧变化和发展遥积极和消极心理本质上

诸如优势尧希望尧投入尧创造尧目标尧动力尧感激尧接受尧

都是能量袁而且能量是守恒的袁单纯消除消极心理成

遥 野实际上袁关注人

分不会真正使人愉悦和幸福遥 通过消极心理和积极

隐喻尧资源尧成长等明显的标识

咱员源暂

性积极层面更有助于深刻理解人性遥 冶 在此基础上袁

心理的互补共生关系袁 把负性能量转化成正性能量

更容易把握生活真谛和生命本质袁形成科学的生命

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幸福与创造遥在积极心理治疗中袁

观遥

积极心理学家博采众家之长袁 把积极心理学思想核
渊二冤教育目标与方法

心融汇到其他流派的方法和技术中袁 产生了具有自

积极心理学认为袁心理学有三项任务院治疗心理

身特色的教育方法和技术遥大体包括寻找优势尧树立

或精神疾病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尧发现并培

权威形象尧建立信任关系尧运用言语技巧尧灌注希望尧

养有天赋的人遥 这三项任务就成为积极心理学服务

赋予力量等 咱员猿袁员缘暂遥 其中袁最为核心的技术是寻找优

人类的三个目标遥 减轻痛苦和病理状况是传统心理
学着力要解决的问题袁但是积极心理学不满足于此袁

势尧灌注希望和赋予力量遥这些技术遵循负性能量向
正性能量运动变化的规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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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是一种预先存在的能力袁这种能力让个体

一做法与积极心理学思想相悖遥英国注重体验的尧多

以一种特定方式行动尧思考与感受袁让使用优势的人

学科渗透的生命教育教学方式咱员远暂遥 通过各种形式和

感到这些行为尧思考和感受都是真实的尧充满活力

途径袁直观感性的体验上升到理性的感悟袁加深了对

的袁并能令个体在行使功能尧发展和表现时达到最优

生命的理解袁 并逐渐形成具有个人风格的生命价值

水平遥 当我们使用自身优势时袁我们会感到活出了

观遥 我们认为袁我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生命教育方式袁

野真实的自我冶袁从而内心充满喜悦和幸福袁行为充满

但要把积极心理学思想融于其中袁 形成富有实效的

标袁体验自我存在感遥 许多研究表明袁利用了个人优

这种学校生命教育方法强调以野积极体验要要
要积

活力和能量袁功能达到最佳状态袁能够有效实现 目
势后袁个体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尧自尊尧自我效能尧心
理健康水平曰临床上应用时袁抑郁症状及其他心理问

学校生命教育方法遥
极感悟要要
要积极行为冶为重心遥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袁教

师首先要树立这样的观念袁即学生是自己生命的掌控

题出现显著持久的下降遥 其实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者袁教师只是学生活出生命本色的野助推器冶曰而且每

天然优势倾向袁它是进化而来的适应机制遥 当我们

个人都是想活得有尊严有价值袁相信学生有上进的动

把寻找问题的过程变成寻找优势的过程袁去倾听或

机和能力遥 从而袁构建了教师和学生共同的目标要要
要

谈及尧询问或体察他人或自身优势时袁这样优势似乎

向生活的精彩和生命的巅峰迈进袁教师在帮助学生实

就变大尧变强尧变明显了遥 当然也可以使用诸如野个

现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

人优势测评冶等测评工具遥 但是仅是知晓自己的优

值遥 生命历程由各种生活事件组成遥 这些生活事件中

势是不够的袁只有去使用它们袁才会发生创造性的改

包含对人成长有利的野意义冶遥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参

变

遥

咱员源暂

加各种生活事件袁并通过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等方式

希望理论认为袁人们的行动是由目标所指引的遥

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袁引导学生感知尧挖掘和提炼

充满希望的人会设定具有价值的尧清晰明确的目标袁

其中所蕴藏的野意义冶遥 从哲学角度看袁任何事物都具

并启动动因渊意志冤思维和路径渊方法冤思维来实现目

有两面性袁有坏肯定有好袁有消极面肯定也存在积极

标遥 动因思维和路径思维是相互联系袁不可分割的遥

面遥 至于哪一面是显性的袁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关注哪

设定清晰且客观的目标袁增加改变的动因袁再增加路

一面遥 积极关注容易使当事人产生诸如感动尧感恩尧满

径思维等步骤可以帮助学生增加希望水平遥 教育者

足尧幸福等积极情绪体验遥 美国家庭治疗大师维吉尼

在接纳尧积极关注和共情基础上帮助学生积极预期

亚窑萨提亚认为袁相比于态度和行为袁感知觉及相应的

来提高其改变动因曰而路径思维的提升可以通过教
育者提供的令人信服的方法原理来实现遥 希望是心

情绪体验对人的影响更直接咱员苑暂遥 野情冶是打开生命教育
之门的野钥匙冶遥 因此袁要让学生产生珍惜生命的行为袁

理治疗过程的核心遥 当学生的希望水平较低时袁往

教育工作重点在于对生命的感知尧体验和感悟等方面

往比较消沉袁其内在力量也比较弱遥 教育者在与学

的积极引导袁帮助学生把握其中的积极野意义冶遥 在此

生互动的过程中袁应不断强化其优势袁不断灌注希

过程中袁把寻找优势尧灌注希望和赋予力量等技术应

望袁不断地赋予其力量遥只要消沉的学生在教育者的

用其中袁 使学生把积极生活或生命意义与自身联系

引导和启发下袁真正看到自身优势尧增强了动因思维

起来袁增强追寻或构建自己生命意义的动力遥 最后袁

和路径思维袁内心乐观希望被激发袁那么自信勇气坚

教师可以通过各类社团活动进行学生积极行为强化

毅等内在力量自然迸发咱员源暂遥

训练袁使之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种习惯行为遥简洁的
操作方式就是让学生列出自己崇拜的成功人士及他

三尧积极心理学思想

们积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袁 然后每天对照着模

在学校生命教育中的应用

仿袁即像成功人士一样思考问题尧处理事情袁从而逐

从生命教育思想提出至今袁我国学校生命教育

渐形成成功人士一样的积极心理品质遥 把对生命的

的目标基本上趋于一致袁内容不断丰富袁形式也逐渐

积极体验尧感悟融于日常的学习生活行动中袁实现生

多样袁成果日益显著遥 但是怎么教育袁即方法问题仍

命的知情意行整合与提升 咱员园暂遥

然没有解决袁存在众多争议遥 纵观美英两国的生命

圆员 世纪袁人们生活的基调是野幸福与快乐冶遥 人

教育袁美国的生命教育是以野死亡冶为载体袁通过客观

们不再为温饱而烦恼袁不再为填饱肚子而活了遥人们

认识和直面死亡袁从而把握生的意义和价值 遥 但

生活的目标变成野为幸福快乐而活袁为理想和价值而

是袁这种做法似乎着眼于事物的消极面袁尽管它是客

活冶遥在此背景下袁积极心理学应运而生遥积极心理学

观存在的遥 认识死亡并不一定能把握生的意义袁这

思想迅速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领域遥 在学校生命教

咱员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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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领域袁激发每个学生的生命潜能袁实现其生命价值
是教育目标曰关注自身优势袁充满希望和力量袁形成
积极心理品质是教育方法曰像成功者一样思维和行
为袁模仿成功者积极的心理品质袁积极改变和提升自
己是具体的教育技术和手段遥 积极心理学思想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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