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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门  市  教  育  局 
 

江教德〔2021〕22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江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优秀个体辅导案例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根据《关于征集评选江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个体辅

导案例的通知》的安排，我局组织各地各学校开展 2021年江门市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优秀个体辅导案例征集活动。经评审，评出

市级优秀作品 79个，其中一等奖 16 个、二等奖 26个、三等奖 37

个。现将评选结果予以公布。 

 

 

 

                          江门市教育局 

2021 年 10 月 13日         

（联系人：潘东华，联系电话：3503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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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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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江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优秀个体辅导案例评选结果 
 

作者 单   位 案例名称 名次 

黄银坚 江门市新会华侨中学 
积极赋能，增强掌控感——对目睹校园暴力事件

后情绪失控初中生的危机干预 
一等奖 

叶华文 江门市培英高级中学 
我心中的花园——家庭关爱缺失高中男生心理

危机干预个案 
一等奖 

陈美珠 台山市第一中学 学习焦虑的辅导案例报告 一等奖 

罗秋玲 台山市鹏权中学 一例自杀未遂后的校园危机干预 一等奖 

马丽铭 恩平市第一中学 
自杀风波——CISD 在自杀未遂者心理危机干预

中的运用案例 
一等奖 

吴小姗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老师，我好怕！——应激事件的情绪辅导 一等奖 

黄晓虹 江门市棠下中学 一例基于积极心理治疗法的心理危机个案辅导 一等奖 

马聪粉 江门市第一中学 
跳出完美主义怪圈——应用认知行为疗法对情

绪障碍高中生的个案辅导 
一等奖 

黄平 江门市棠下中学 
令人窒息的爱—高中生因家教过严至自杀倾向

的个案报告 
一等奖 

何娣 开平市金山中学 
找到内心的力量，迈向改变 

——基于焦点解决短期疗法的个案辅导 
一等奖 

黄健娜 江门市新会实验小学 沙盘游戏，看见真实的自己 一等奖 

刘秀红 江门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 爸爸妈妈，我害怕你们的脾气 一等奖 

黎海霖 江门市新会红卫小学 
爸爸是可怕的机器人——小学生恐惧心理辅导

案例 
一等奖 

陈晓蕾 鹤山实验中学 
那个怕一个人睡觉的女孩——恐惧心理个案辅

导 
一等奖 

陈银欢 江门市实验小学 
当我笑时，我在哭——一例微笑型抑郁儿童危机

干预报告 
一等奖 

欧珍霞 开平市开侨中学 
他解开了回忆的魔咒 ——一例高中生情绪障碍

辅导案例 
一等奖 

胡家晓 江门市新会区陈瑞祺中学 
童年不是一生的诅咒——运用积极心理学理念

进行童年创伤辅导的个案 
二等奖 

谢燕芬 蓬江区棠下初级中学 一例青春期网恋情感挫折个案辅导 二等奖 

梁亚妙 江门市培英初级中学 撕开微笑的面具 二等奖 

吴春婷  开平市忠源纪念中学 
男孩，你真的喜欢他吗？——中学生假性同性恋

个案辅导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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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   位 案例名称 名次 

陈郸颖 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自闭症儿童课堂注意力分散行为的个案研究 二等奖 

王巧 江门市新会区平山小学 
接受孩子的样子——为“抽动症”儿童提供心理

支持 
二等奖 

何梁华 恩平市恩城第二中学 
“老师，我是同性恋吗？” —— 一例初中情景

式同性恋心理辅导 
二等奖 

刘会 台山市联合职业技术学校 
由“习惯了”到“没想到”——中职高一女生人

际孤独的心理辅导 
二等奖 

冯婧宜 江门市新会陈经纶中学 
我的“讨厌”不是真的讨厌—初中生亲子关系辅

导案例 
二等奖 

赵凤娟 
江门市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

校 

重绽生命之花—一例中职生轻度创伤后应激障

碍个体辅导案例 
二等奖 

陈桂英 恩平市第一中学 
拨开云雾见月明——一例初中生青春期性心理

辅导个案 
二等奖 

李丽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一例女中职生人际关系问题的咨询辅导案例 二等奖 

黄秋荣 台山市赤溪镇中心学校 轻松上考场——初三女生考前焦虑的个案辅导 二等奖 

谢树娇 江门市新会区大鳌中学 老师，我想躺平 二等奖 

曹警元 江门市新会会城华侨中学 我被思维控制住了——-例高中生强迫症的辅导 二等奖 

李丽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一例移空技术处理学生失恋引起的负性情绪案

例 
二等奖 

王火娟 台山一中大江实验中学 被无能感禁锢的学生心理辅导案例分析 二等奖 

张君 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 因负性联想而焦虑的女孩 二等奖 

吕焕英 鹤山市纪元中学 我要上本科！   一名高三复读生的个体辅导 二等奖 

冯少兰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送我一朵小红花——一例亲子关系紧张引起的

抑郁症状心理辅导案例 
二等奖 

林兰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让爱点亮孩子成长的道路——同伴交往的个案

辅导 
二等奖 

梁华嫦 开平市金山中学 别让手腕上的刀痕变成心灵上的伤痕 二等奖 

黄艳凤 台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如何有效干预自闭症儿童情绪行为问题》 二等奖 

李莉莉 江门市新会第一中学 
《鸡，我为何如此怕你——一例恐怖症的个案辅

导》 
二等奖 

冯敏贤 鹤山市沙坪街道第四小学 青春期心理健康沙盘游戏个体辅导案例 二等奖 

关嘉源 江门市培英小学 鸡尾酒疗法应对孩子边缘性行为 二等奖 

余雪峰 江门市新会区东方红中学 一例青春期恋情困扰的个案辅导 三等奖 

罗诚诚 江门市新会华侨中学 原生家庭中父亲缺位引发的爱情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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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   位 案例名称 名次 

黄健珩 江门市蓬江区发展小学 
妈妈，你能看到我的好吗？——运用空椅子技术

化解亲子冲突 
三等奖 

杨 琼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 
放下怨恨，珍视当前亲情——“亲子关系冲突”

男生的咨询案例 
三等奖 

邓惠如 江门市范罗冈小学 “情绪大师”变形记 三等奖 

黄锦燕 江门市第八中学 
走出情绪困境，找回成长动力——一例精神病患

者子女的心理危机干预 
三等奖 

伍雪盈 开平市金山中学 
改变，从心开始——初中女生人际关系心理辅导

案例 
三等奖 

何辉鸿 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 
运用 SFBT 技术疏导初中学生厌学情绪的辅导案

例 
三等奖 

冯倩舒 鹤山市第一中学 给情绪一个树洞 三等奖 

谭惠灵 
台山市大江镇公益小学麦巷

教学点 
逃离电竞游戏的魔掌 三等奖 

麦颖琳 江门市美景小学 
听，来自星星的声音——一例小学生自闭症的个

案辅导 
三等奖 

周敏君 开平市世界谭氏中学 
“我不是个阳刚的男孩”——一例性别平等心理

辅导个案 
三等奖 

梁玉英 台山市李谭更开纪念中学 找回你消失的笑容——一例学习焦虑案例分析 三等奖 

周秀文 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智力障碍学生专注力培养辅导案例 三等奖 

潘康梅 江门市陈白沙小学 
我想知道哪种死法不会痛——青春期学生自杀

倾向危机干预 
三等奖 

姚琴 开平市苍江中学 自残女孩的背后  三等奖 

郑佩霞 江门市新会葵城中学 
老师，我是不是真的很糟糕——一例因他人负面

评价引发心理问题的个案报告 
三等奖 

杨艺影 恩平市特殊教育学校 一个脾气暴躁的自闭症孩子渐渐地平静了 三等奖 

刘爱婷 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为星星的孩子打开一扇窗——自闭症学生人际

关系干预的个案辅导 
三等奖 

冯瑞芳 鹤山市址山中学 对特殊家庭子女的心理辅导对策及反思 三等奖 

黄锦洪 恩平市年乐夫人学校 “学霸”危机，从“心”转化 三等奖 

黄翠虹 恩平市华侨中学 学习焦虑个案分析 三等奖 

陈卫纯 江门市陈白沙小学 她总在夜里喊我—一例小学生丧亲案例的辅导 三等奖 

朱小琳 开平市碧桂园学校 
“喷火龙”变形记——四年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个体辅导案例 
三等奖 

伍小群 台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小拳手”也能知和谐、懂助人——智力障碍

生不良心理行为辅导案例》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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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单   位 案例名称 名次 

李晓寒 
江门市新会区广外附设外国

语学校 
难道我要分成三份吗 三等奖 

骆文容 蓬江区棠下周郡小学 一年级新生入学不适应心理辅导案例 三等奖 

李咏 鹤山市碧桂园学校 战胜“玻璃心”——一则抗挫折教育的游戏疗法 三等奖 

江婉媚 江门市陈白沙小学 
我只是觉得划手臂有快感——青春期学生自伤

行为的心理辅导案例 
三等奖 

陈康轩 台山市赤溪镇中心学校 
一路风雨，一路阳光——基于初中生焦虑心理的

个案辅导 
三等奖 

余翠玲 蓬江区杜阮中心学校 
纠正背道而驰的“美丽观”——学生青春期厌食

症心理辅导案例 
三等奖 

叶小兰 江门市蓬江区紫茶中学 
我，该何去何从——多重负性生活事件下的学生

个案辅导 
三等奖 

李振剑 台山市赤溪镇中心学校 
关于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暴力性心理健康个

体辅导案例 
三等奖 

沈小桃 台山市居正学校 
如何拯救多愁善感的你？一个自残学生的心理

教育案例 
三等奖 

戚爱玲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戴着面具的天使 三等奖 

张煌坤 恩平市第一中学 向左走，向右走——选科的辅导 三等奖 

徐泽霖 蓬江区棠下实验中心小学 以心之名，情以动人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