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我几片安眠药吧。”住在隔离病房

的娜娜（化名）连续几天向医生请求。

她说她睡不着。她总是会想起新冠肺

炎疫情中去世的亲人，没有见到他们最后

一面，孤零零地。

娜娜的状态引起了心理工作者的注

意。因为一般人只会问睡不着怎么办，不

太会主动索要安眠药。

数次聊天后，她终于敞开心扉：已经攒

了 50多片安眠药——另有它用。

强烈的“幸存者内疚”让有亲人离世

的病人产生轻生的念头，他们会一直问自

己，为什么自己还活着，一个人活着有什

么意思。

经过几次心理干预和咨询后，娜娜的

情绪终于缓和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

在别人看来，心理援助工作似乎就是

“安慰”。但是，从汶川地震到新冠肺炎，中

国心理援助走过的这 12年证明：它不仅有

用，甚至可以救命……

时光回溯，12 年
前的汶川地震是心理
援助专家们真正经历
的第一场“战斗”

北京疫情出现反复，趋近正常化的生

活又被打乱了节奏。就像快要搭好的积木

又被推倒几块，人的心灵也面临大考。

一张新的考卷摆在祝卓宏面前。

作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社会心理服务

专委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6月 13日，他

接到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的指示，继武汉之

后，首都也需要心理援助的力量。“我们立

即开始组织‘微心战疫’志愿者重新投入北

京的疫情心理援助，并组织专家开始录制

节目。”祝卓宏说。

他口中的“微心战疫”是与微医合作、在

线提供心理援助的项目，这是他目前的主要

工作。最近，这位心理援助“老兵”甚至转型

做了“主播”，他已经通过网络为武汉的几百

位老师进行过灾后心理援助的培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线上心理援

助成了祝卓宏们的新战场。

时光回溯，12 年前的汶川地震是心理

援助专家们真正经历的第一场“战斗”。那

年夏天，祝卓宏成为第一批赶到灾区的心

理专家。

为了让民众卸下心防，他们不得不“支

摊”量血压，“伪装”成体检医生，或是拿着

小礼物走家串户。从那时开始，祝卓宏在

四川驻扎下来了，他在绵竹待了三年，和同

事们摸索出了灾区工作站模式，提出了“一

线两网三级”的服务体系。

“那套东西与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的

‘微心战疫’是一脉相承的。”祝卓宏说。

对于从事心理救援从业者来说，汶川

地震是关键一战。正是从那片废墟开始，

中国的心理工作者们开始探索灾后心理危

机干预及心理援助这一新课题。

2008 年 ，被 称 为 我 国 心 理 援 助 的

“元年”。

而在那之前的十几年里，心理学界一

直在做一些探索和学习的工作。

第一个关键节点是 1994 年。这一年

的 12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发生恶性火

灾事故，325 人死亡，其中，中小学生达 288

人，其悲痛惨烈程度让部分有识之士认识

到，灾难发生后系统心理援助非常必要。

而当时普遍认为，受伤害严重者就送精神

病院，靠药物治疗，至于心理咨询师，还是

一个陌生的概念。

改变来自 2002年 7月正式启动的心理

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项目，国家层面的鉴

定考试为心理援助行业储备了最早也是最

重要的一批人才。祝卓宏介绍，大量心理

咨询师“入场”，从几万到如今的 137.2 万，

他们成为后来历次灾后心理援助的主力。

大练兵很快就来了。2003 年的非典，

心理咨询师应召上岗。对各方来说，这是

一场迟到的“战斗”，在小汤山医院启用一

周之后，不得不启动心理救援。

在小汤山，祝卓宏和其他心理学工作

者一起，通过每个病人病床旁的电话与其

谈心、询问情况、了解需求。虽然持续时间

不长，也没有形成大的团队，但非典时期的

经历，以及那几年间进行的国际心理创伤

治疗连续培训班，为后来应对阻击战打下

了基础，也让心理学界认识到，“生命救援

和心理救援应该同时展开，在预案中同时

启动，不能迟到”。心理援助真正走进公众

视线。

2008 年 5 月 12 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

无法忘记的日子。山河震颤，生命与心灵

都支离破碎。

汶川地震改变了数十万人命运的轨

迹，也在天地仓皇变色中把中国灾后大规

模心理援助紧急推上了前台。

灾后心理援助是否已做好准备？

“当时心理援助的量比较小，心理问题

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重视。”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部分党委书记乔志宏回忆。

中科院心理所连夜组织专家撰写《关

于四川汶川抗震救灾工作的心理学建议》，

组织队伍前往灾区，招募志愿者……心理

学科研主力军进驻灾区，让灾后心理危机

干预进入更多人包括高层的视野。

这是我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心

理援助。

祝卓宏对自己在汶川的第一个救助对

象记忆犹新。

“我们进到帐篷，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躺

在床上一动不动。”

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随后

又被小偷偷走了她含泪收拾的书包，里面

装着女儿从小到大的衣服和获得的证书、

奖状。心理援助人员见到她时，家人讲她

已经不吃不喝几天了。

很明显，她已经进入到一种急性应激

反应的亚木僵状态，如果这样下去，人会彻

底垮掉。心理援助人员需要做的就是要将

她从僵化状态激活，疏导冰冻的情感。

在一段时间的疏导之后，痛失爱女的

母亲终于放声哭了出来，还讲起事情的经

过。在工作人员离开时，她已经可以从床

上坐起来，跟大家道别。

“中国的心理援助是被灾难和老百姓

的生命推到前台的。”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

张侃说的这句话有点残忍，但却是事实。

灾后心理干预具体该怎么进行，当时

的心理学界是“无措”的。

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

长吴坎坎彼时还是研究生，他至今还记得

日本救援队带来的一种绘本。故事的主角

是一个遭遇地震的熊猫家庭，熊猫爸爸妈

妈忙于搭帐篷，为生计奔波，熊猫宝宝情绪

不好，好朋友们积极帮助它，陪它活动，它

慢慢恢复。

对于刚刚起步的国内心理援助队伍，

这类做法既新鲜又充满启发，他们做了本

土化的样本，以《小鲤鱼历险记》为基础创

作了一个小鲤鱼在地震中克服困难的故

事。广东的一家玩具厂还捐了一批小的球

形毛绒玩具，握在手里有柔软安慰的触感，

抛来抛去还能互动。现在看起来稍显粗糙

的“小鲤鱼”受到灾区小朋友的喜爱，“小鲤

鱼”也成为孩子们共同的朋友。

除了自身的迷惘，公众的不理解也是

心理专家们面临的困境。

“干预，你凭啥子干预我？”

“心理学是什么，有啥用？站着说话不

腰疼。”

这样的话，心理援助工作者们没少听。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有很多志愿者

以为可以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尽力帮

助灾区。但调查结果显示，在灾害发生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多数志愿者黯然身退，有

些心理咨询师待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只

是打开了“伤口”，却没有能力或时间包扎

“伤口”就离开了；甚至个别的志愿者陷入

崩溃边缘，自己成为需要心理援助的对象，

这是心理援助工作者不能回避的现实难

题。

同时，热情有余、专业不足，鱼龙混杂

的心理咨询志愿者们加剧了公众对心理援

助工作者的不信任。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8年 7月，来自

全国各地的心理学机构、高校的心理工作

者及个人志愿者超过 2800 人。来自不同

省份的几支心理援助队伍同时在某板房区

扯起大旗，出现了同一人被多次恳求填写

问卷调查的怪状。

有位失去一双儿女的女士上午刚填写

完一拨志愿者的问卷，不到中午，又来了一

队志愿者请她填写表格。吃过午饭，五六

个来自不同团队的志愿者还在排队等着。

她颤颤哀求：“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

“防火防盗防心理援助”，这样的标语

不止一条两条。

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祝卓宏他们带着生

物反馈仪、血压计等侧面进行心理援助工

作，好多人排队，旁边赫然打着“心理咨询”牌

子的桌前却空无一人。“问寒问暖问身体，量

罢血压量心率，察言观色看动作，不提心理

做心理。”祝卓宏编的这段顺口溜，既是心理

援助工作起步时的“工作要诀”，更是当时迎

着不解打开局面的真实写照。

吴坎坎的“破冰”也是从跑东跑西，帮

人搬家开始的。他记得带他的中科院心理

所史占彪老师强调的“多听多看少说”，并

以此找到了走进震区孩子心里的突破口。

从“ 学 生 ”长 成
“老师”：“花了十年时
间让大家接纳”

灾难的发生或许是一瞬，但心理的修

复却是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

正如灾后心理救援是一场持久战，我

国心理救援体系的发展也非一日之功。

“在汶川地震之前，我国没有建立起科

学有效的灾后心理援助体系，但是在 2008

年的汶川地震灾区，我们的心理援助不光

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而且构建了体

系，组建了队伍。它开启了未来，为之后的

各种灾难后的心理援助工作提供了非常有

效的经验。”张侃说。

心理援助也被纳入政府决策和规划

的视野。2008 年汶川地震之后，国务院

将“心理援助”写入震区《灾后恢复重建

条例》。

心理救援很重要，但怎么做大家却并

不那么清楚。边学边干的故事持续了很多

年。正如在汶川地震中学习日本的绘本方

式。“最开始只能找些境外的资料，日本的

比较多。”张侃回忆，最初的心理援助基本

借鉴国外经验和方法。

就像学步的孩童，中国心理援助逐渐

找到自己的节奏。“西方的‘心理危机干预’

这种疏导方法强调主动干预，不太适合内

敛的中国文化心理，尤其在地震灾区，用心

理援助这个概念更容易让人从情感、心理

上接受。”张侃说。

变干预为援助，并由此启动构建心理

援助体系、培训和组建专业化的心理援助

队伍。至此，心理援助开始在中国生根发

芽。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最具开拓性的工

作是，中科院心理所等单位依托地方力量，

将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和志愿者

等不同力量结合在一起，建立心理援助工

作站。

绵竹的“儿童天地”是中国第一个灾后

心理援助工作站。“儿童天地”以儿童为中

心开展家庭和社区心理援助服务，主要形

式包括团体辅导，沙盘、绘画等形式的表达

性艺术治疗、绘本阅读等。

据资料显示，自 2008 年，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参与了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

天津港爆炸等 13 个灾区的心理援助工作,

建立起 18个心理援助工作站，培养了一批

可持续发展的灾后心理援助队伍。

“从那时起，我们探索出了‘一线两网

三级’移动心理援助模式，一线就是首先要

建立心理援助热线，热线可以快速覆盖所

有人群，热线号码传播比较容易。”祝卓宏

介绍道，两网是互联网加人网，那时候没有

现在这么方便的智能手机，“我们启动‘金

色阳光工程’，建立手机 WAP 心理援助网

站做移动心理援助。”

而人网是指培训当地心理老师、精神

科医生、心理咨询师、社工志愿者等构建人

的网络，“把不走的人培养起来”。三级服

务体系则是根据应激反应严重程度将人群

分为三级进行服务：一级大众人群主要做

科普宣传、评估、心理疏导和心理培训，二

级主要是对心理问题及心理障碍人群进行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三级是对严重应激

导致精神障碍的人群转介到精神卫生专业

机构进行精神科药物治疗或危机干预。同

时还要进行心理健康服务的体系建设，主

要是建立心理援助工作站、社区心理服务

中心、医院心理创伤治疗门诊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的心理援助再次

证明当时探索的这一模式很有用。”祝卓宏说。

心理援助也渐渐被接受。

2013年的雅安地震，迎接心理援助团队

的还是“又来送啥东西”的疑问，到了2016年

的江苏盐城阜宁风灾，吴坎坎和团队可以

“直接说心理援助，不用再反复铺垫”。

被接纳、被认可，探索出自己道路的中

国心理救援方式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面对信息时代的到来，心理援助开始拥抱

“互联网+”。

这一系列探索实践也逐渐得到国际同

行认可。

中国和日本有一个始于汶川地震的交

流项目，至今未断，但“老师”和“学生”的身

份已经悄然转换。2013 年底，吴坎坎去日

本进修，十天的培训内容原本以日方分享

为主，后来调整为一半对一半，“我们分享

的时候他们眼睛发亮，一直记笔记”。

除了模式上的与时俱进，来自政府管

理部门的认可和政策支持也给心理援助带

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

2012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

卫生法》从立法层面明确了我国心理援助

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实施主体；

2012年 6月，国家减灾委员会制定《关

于加强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指导

意见》规范灾害社会心理援助的行为，明确

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灾害社会心

理援助工作机制；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计

委等 10部门制定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

划（2015—2020 年）》中，对开通心理援助

热线电话、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作出了

具体目标规定；

2016 年，22 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

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重申要将心

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加强队伍的专业化

和系统化建设；

2018年 10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全国社

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

要“建立健全心理援助服务平台”；

2019 年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中，有

关心理健康的专项行动进一步明确要求

“卫生健康、政法、民政等单位建立和完善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

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合

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

心理援助工作逐渐体系化，并被纳入

国家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之中。

考验在继续：来
自新冠疫情的难题

新的考验又来了。

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眼神躲闪，不

敢进诊室，聊到新冠肺炎，要么害怕发抖，

要么直接回避。3 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

眼前这些复诊病人令一线心理援助工作者

揪心又心疼。

新冠肺炎疫情不啻是一场波及全国的

心理“地震”。

疫情发生后，不同人群出现了不同的

心理问题。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对部分人

群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 42%市民有

焦虑恐慌等问题，53%医护人员有焦虑失

眠等问题。

一位一线心理援助人员告诉记者遇到

的病例：有个老人出院隔离期满后回家，儿

媳妇不许他进家门，让他再回隔离点，这给

老人内心带来极大创伤；有人在打电话给

亲妹妹时，对方因为“怕病毒顺着电话线传

染”而慌忙挂断，令他备受伤害；一位康复

患者在微信好友群里一说话，所有人就鸦

雀无声，还有人不时往群里发“复阳”相关

报道。个中隐痛难言。

这场大考的难点是“弥漫性”：没有明

确创伤时间点，有人感染了，有人的亲友感

染了，有人看到太多负面消息日夜难眠，有

人反复地强迫性洗手。很难说清在哪个时

刻，他们遭受了心理创伤。

“一线医务工作者面对高强度的临床

医疗救治工作，也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预防医务人员心理危机，也成为心理援助

的重要方面。”乔志宏说。

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封城”，百万境

外留学人员先后面临各种“禁足”措施等

等。这对心理援助工作带来的挑战也是前

所未有的。

这一次，国家行动迅即。从中央到地

方，心理援助工作均被纳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领导小组、指挥

部），进行统一领导，整体部署并提供必要

的组织和经费保障。

自 1 月 27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

指导原则》以来，政府和相关学术团体及时

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指导原则、技术方案和

指南。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政府部门和业界

对心理援助的定位都越来越清晰。”乔志宏

说，此前遇到重大危机事件时，国家卫健委

都会组织以精神科医生为主的专业队伍去

灾区，服务对象主要是出现精神障碍的民

众，“这次卫健委将精神障碍的干预和一般

心理问题的援助都考虑进来，除了精神医

学科医生，还组织了不少心理学专家。”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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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姜 靖
SHEN TONG 深 瞳

编者按 从本周开始，科技日报将隆重推出一张新面孔——“深瞳”。这是我们聚焦深度报道新的试验田：围绕深度调查和
深度分析两条主线，捋出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展现科技大伽的别样风骨，讲述平凡个体的感人故事，发出专业记者的理性声音。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媒体产业形态，再造用户心理和习惯，也重构新闻生产与风格。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人们
的阅读方式也在变，碎片化、多元化传播已成风尚，屏阅读、浅阅读日渐盛行。但我们相信：读者对优质原创内容的渴求没有变，
对现场真相的追寻没有变，对专业深度报道的认可没有变。我们愿意“慢”下来，脚踩大地，仰望星空，投入更多精力去涵养追求
品质的新闻生态；我们愿意用眼去观照，用心去共情，用脑去判断，把这份坚守化作有深度、有态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科眼看世界，“深瞳”每周与您相约。抚
慰
受
伤
的
心
灵

灾
后
心
理
援
助
一
直
在
路
上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操秀英 崔 爽
李 艳

策 划：陈 磊

2008 年 5 月 12 日，是每一个

中国人都无法忘记的日子。山河

震颤，生命与心灵都支离破碎。

汶川地震改变了数十万人命

运的轨迹，也在天地仓皇变色中把

中国灾后大规模心理援助紧急推

上了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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