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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守护学生成长防控疫情守护学生成长””系列报道之七系列报道之七

访谈嘉宾：

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原主任，天津市卫健
委专家库成员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副研究员，曾任北
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
湖南省教科院心理教育与生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心理教
研员
山东省威海市望岛小学心理教师，威海市环翠区教体局针
对疫情组建的心理健康辅导教师团队首席专家
北京市京源学校心理教师

记者：疫情时期，您观察了解到
学生的心理健康最常出现哪些问题？

李慧生：我们可以用一道填空题
来梳理疫情时期学生的心理反应。“因
为 ，所以我感到 ，我的
反应 。”

第一个空格，填写的是客观的刺
激事件，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它是一个客观的刺激，在心理学
上被称为“应激的刺激源”。当前，这
个“刺激源”主要指的就是疫情实时
的动态以及有关的事件——确诊、疑
似、死亡、治愈的人数，被隔离，正
常的学习生活秩序被改变，等等。

第二个空格，是我们情绪的反
应。根据最近我们收到的反馈，在这
个空格里，学生排序在前几位的情绪
感受是焦虑、恐慌、愤怒、无助、无
聊、孤独、烦闷、痛苦、哀伤等。疫
区的学生更可能是恐慌、愤怒，若家
有感染者还会出现痛苦和哀伤；其他
地区的学生较普遍的是这次突发的公
共危机事件造成的对传染病和死亡的
焦虑，正常生活秩序改变导致的无
奈、无助、烦闷、无聊，长时间与家
长近距离相处的摩擦、矛盾冲突。因
为疫情导致的负面情绪会在家庭这个
狭小的空间发酵，在亲子之间传递。
有的校长反映，最近经常有家长询问
开学的日期，已经无法忍受孩子长期
在家带来的麻烦。

“我的反应”通常会有这几类：逃
避、对抗、示弱、从众、不知所措，这些都
是遭遇应激事件的自然反应，短期可以
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长时间则会带来
负面效应。例如人在战斗状态攻击性
行为会增加，亲人之间可能会相互伤
害，会造成能量的过度消耗，导致身体
免疫力降低，增加感染的风险。

张继明：北师大开通了防疫心理
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服务，统计下
来，中学生较多出现的问题有：情绪状
态，如负面情绪处理；健康问题，如害怕
自己被感染、担心家人朋友健康安全、

躯体化（心理学术语，指一个人本来有
心理问题，但却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
来，而转换为各种躯体症状表现出来。
编者注）；学业相关，如学习效率低下、
无心学习、高考/艺考压力。

大学生除了有类似的问题外，还
有一个特别的方面：可能因为长时间
在外学习，比较少跟家人有长期、密
切的接触，导致大学生与家人在隔离
状态下密切接触而出现冲突。

彭玮婧：我们每天宅在家里关注
着不断刷新的各种信息，信息过载带来
的压力感，以及缺少正常聚会、人际交
往提供的心理支持，许多学生和家长都
不免陷入持续的焦虑、恐惧等状态中。
如：不确定自己或周围人是否被传染，
身体出现一点儿不舒服就怀疑是新冠
肺炎，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聚会，等
等。而这种“不确定感”又促使着我们
每天花费更多时间刷疫情信息，不断打
探各种消息，继续深陷信息的浪潮中。
事实上，过度关注疫情信息让人更容易
共情，即便是离疫区很远，也容易产生

“替代性创伤”。
林丽：疫情的居家隔离使得家长

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变长。这本身是好
事，但是也容易使得以前潜伏的亲子
冲突浮出水面，甚至更加激烈。我接
触到的案例主要以亲子冲突的帮助需
求为主，而亲子冲突主要围绕着两个
话题：时间管理和手机使用。

苗婧雯：我所在的是小学。疫情
初期，学生的心理主要是恐慌，小学
阶段的孩子们缺乏医学常识和对病毒
传播的正确知识，很多孩子对死亡和
疾病传播的恐慌比较大。随着主流媒
体和学校的科学普及，学生们逐渐都
能够正确认识病毒的传播原理，正确
看待疫情。随后，很多小区都实行封
闭式管理，学生很少能到室外活动，
此时的他们容易沉溺于电子产品，进
而容易产生“手机依赖”和“网络依
赖”。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开始产生
无聊、孤独等消极情绪。

疫情引发了哪些“心病”？

记者：疫情期间，学校在保护学生心理
健康的工作中应当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张继明：我认为学校首先要做好筛查
工作。可以通过班主任、家长、调查问卷等
方式来掌握情况，对普通学生进行疫情教
育和心理健康自助资源的推送，对重点学
生有针对性地去主动做工作，这样来建立
一个相应的、稳定的支持体系。

苗婧雯：自疫情管控开始，学校就要求
班主任通过钉钉群、电话进行全面摸排，并
每天上报学生在家的健康和心理状况。学
生和家长中如果有隔离、疑似或感染的情
况，班主任要立刻上报学校，通知心理老师
与学生进行电话联系，确保第一时间为学
生进行心理疏导，安抚情绪，调整他们的心
理状态。

心理老师与学校舆情小组合作交流，
为学生和家长量身定制微信公众号推送和
微视频进行知识普及，将科学的心理原理
用轻松愉快、富有童趣的语言讲解出来，引
导学生积极看待此次的疫情和今后的生
活。

记者：目前，师生只能通过网络和在线
对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服务，这
对传统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带来了哪些挑
战？怎样克服？

林丽：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包括
心理辅导（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课两大
类。缺乏了咨询室的环境作用，网络咨询
无法观察到来访者的表情、坐姿、动作、衣
着、语气、眼神等非言语信息，在与学生建
立信任关系、共情，以及一些心理咨询技术

的开展，例如雕塑、空椅技术、放松引导等，
都带来一些困难。需要心理咨询师抱持着
耐心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收集信息，弥补这
些遗憾。除了心理咨询之外，网络和在线
对于心理健康课而言，虽然缺乏了生生互
动的课堂氛围，但是教师可以通过微视频、
同学在线上发言等方式替代。

苗婧雯：除了技术层面的保障之外，还
有一些特别的设置，需要在未来一步一步
建立和完善。例如独立性的问题，孩子有
很多话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来说，也不愿
意让父母知道。心理咨询中的保密原则对
独立性也有要求。通常在开始心理咨询和
疏导之前，我们都会先跟孩子确认，是需要
和爸爸妈妈一起聊天，还是想要单独和老
师聊天？

怎样克服疫情给心理健康教育带来的挑战？

记者：最近很多家长反映亲子关系紧
张，如何正确处理亲子冲突、构建和谐美好
的家庭氛围，您有什么建议？

张继明：特殊时期不光是天性好动的
孩子，甚至成人、我们自己也会产生焦虑的
情绪，不能因此而发出“你这孩子怎么这么
闹腾”这样的苛责。因为环境的局限性和
孩子的天性就是矛盾的，焦躁本身就很正
常，大家可能对这个要做好接受的准备。

有些家长可能会观察到学生大量的所
谓的休息时间，可能就会反复要求，你这时
间不要浪费啊、拿来学习啊，反而忘记了应
该安排得张弛有度，甚至布置更多的学习
任务。

还有一些家长可能经常使用负面的消
极的批评性的语言，这个一定要注意。在

当前的这种隔离状态，孩子的焦虑情绪基
调已经比较高的情况下，很容易引发亲子
冲突。我们要帮助家长认识到如何去表
达。我们去批评孩子的时候，不要指责你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而是去提醒，你这个行
为需要调整的是什么。

另外也提醒家长，与其烦恼，不如看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机会。一起开展互动
性的活动，下棋、看电影、玩游戏，而不是光
安排学习任务，这样就能把困在一起的那
种焦虑和烦恼转化成积极的体验。

彭玮婧：年龄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受到
家人的应激反应影响而产生情绪、行为的
变化，因此父母对待疫情的态度，以及身心
稳定的状态，是孩子平稳度过疫情期的基
础。父母要做好榜样，首先要调整自己的

心态，理性对待疫情，保持乐观情绪，传递
给孩子战胜疫情的信心。

其二，要引导孩子节制关注疫情信息，
帮助孩子学会甄别，提高辨别能力。有条
件的父母，还可以利用卫健委等部门提供
的权威资料，帮孩子科普疫情相关知识，用
一种科学、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疫情的产生
与传播。

其三，健康安排家庭生活。父母带着
孩子一起制订每天的生活与学习计划，督
促孩子保持正常的作息，合理安排饮食，
并开展适度的锻炼；培养孩子的家务劳动
习惯，一起做饭、择菜，一起整理房间；
陪着看一些经典的动画片和电影，观影后
交流分享彼此感受，或是拼乐高，下象
棋、围棋等。

居家期间家长应如何正确陪伴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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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有哪些提醒或呼吁想对一线
心理健康教师或提供心理援助的工作人员
说？

张继明：第一，我们在心理援助热线
这一特定的帮助状态下，工作者要接受它的
局限性，不要去打破它的功能设置，否则就
可能处置不当。要明白我们最主要的职责是
倾听、陪伴、帮助人们去寻找积极体验。

第二，避免不当的语言与不当的建议
给求援者造成“二次创伤”，面对这些面
临着很大的焦虑恐慌甚至无力绝望的学生
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好地去理解、共情。

第三，避免工作人员自己产生“替代

性创伤”。我们是去共情，不是要去和求
援者产生完全一样的体验，这个大家要非
常注意。其实助人者有时可能会因为自己
帮不到求援者的实际问题而感觉到沮丧、
无力，这就是一种“替代性创伤”。

李慧生：我有几句话——
生命教育包括死亡教育是青少年的必

修课程。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重视提升心

理弹性、生命的韧性和自我疗愈力、在多
种环境下的适应力等内容。

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强化家庭关系和
同伴关系可以提升危机应对能力。

为自己、家庭、团体和社会承担责任。
引导学生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

以提升生命的质量。
哀伤辅导应作为家庭和学校心理辅导

的一项内容。
苗婧雯：这次对学生心理状态摸排工

作中，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学生们错综复
杂的家庭情况，和良莠不齐的家庭教育水
平，让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想提
醒心理老师在做咨询时，不要过多地对孩
子进行评价，对孩子要做到完全地接纳和
尊重，让孩子能够敞开心扉，我们的工作
才能有效地进行。

一线心理健康教师要留心哪些细节？5

转眼来到3月，疫情防控仍在继
续。寒假加上延迟开学，许多学生已经
在家“宅”了一个多月。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紧张焦虑、“停课不停学”初期
的不知所措、长期封闭环境造成的亲子
冲突……多种因素下，不少青少年学生
出现了心理问题。

非常时期，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

理健康也不容忽视。学生都出现了哪些
具有普遍性的心理问题？为什么最亲的
父母与孩子长时间相处这么难？学校、
家长如何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学生直面问
题、纾解压力？一线心理教师在工作中
应注意哪些细节？中国教育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心理学专家、教研员、中小学一
线心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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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怎样引导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
的学生进行自我情绪调适、行为调节？

张继明：要分层次考虑。
对普通学生，有两个部分的工作要去

做。
第一是进行相关教育，完成一个“正常

化”的工作。比如组织学生了解疫情、了解
疫情对人可能造成的身心影响，来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的身心反应。他可以结合自己
的身心状态去了解同学、家人，在疫情期间
的反应是什么样的，这样其实就完成了一
个“正常化”的工作，就是帮学生了解到，在
这些情况下自己的身心反应很正常，其实
家人朋友同学甚至老师也有类似的反应。
这种“正常化”本身就起到一个身心调适的
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帮他学习一些
处理自己情绪和负面体验的办法，心理健
康老师要结合学生的特点、年龄段、性别，
选择一些合适的身心放松的和情绪管理的
技术。

第二，可能有些学生的焦虑程度比较
高，容易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
胸闷、坐立不安、心跳加快等反应。针对这
些学生群体，我们的工作可能要从身体感
受开始，传递一些身体放松的技巧，比如说
最简单的深呼吸、腹式呼吸，再稍微复杂一
点儿的，可以通过在线的形式，推送身体放
松的技术，视频也好，音频也好，现在已经
有很多资源，我们可以收集整理，推送给学
生、家长。

至于一些数量较小但经受的身心反应
比较严重的学生群体，比如疑似病例，甚至
可能有经历过隔离、治疗的学生，前面的方
法就显得不够了。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一

对一、点对点的工作。通过在线的形式，我
们的心理老师、班主任或者是经过培训的
家长要来做一个准专业的心理帮助过程，
我们没办法直接去帮助消除他的身体症
状，我们的工作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陪伴
和支持，尤其要非常注意去学会倾听。

这个听不是说让学生简单地去叙述，
而是我们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听他的感受
体验，帮助他澄清这些感受和体验。让他
认识到，在这种状态下，自己的这种非常
恐惧的感觉是非常正常的事，是可以有
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他是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恐惧和害
怕。比如学生说“我很害怕的时候就很想
和小伙伴儿聊天儿，很想爸爸妈妈陪着
我”。他的这些求助和帮助自己的行为我
们在倾听的过程中，要予以积极的肯定支
持和认可。有的可能会担心同学的歧视，
顾虑别人对他的看法，等等。如果听到类
似的内容，就要帮他去做好支持系统。比
如提醒家长、班上的学生和伙伴系统，主
动通过网络等渠道去关注他、降低他这种
无力的无助的体验。对于极个别情绪状态
非常糟糕的，可能要提醒家长和孩子去寻
求更加专业的心理帮助。

在倾听的过程里，除了肯定，也可以给
出一些建议，比如告诉他们过度的焦虑恐
惧往往会局限他们的思维，往往容易把注
意力放在新冠肺炎多糟糕、多可怕这样的
信息上，这是一种典型的“管状思维”。
我们可能要帮助学生选择恰当的信息渠道
和来源，和学生一起讨论对这些信息应该
怎么理解和看待。另外要提醒他寻找积极
体验，就是说不是一味地去消除恐惧和焦

虑，而是要把精力资源导向能够带来积极
体验的部分。

比如说，提醒或者让家长陪伴学生开
展一些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不管是什么形
式的，只要能给他带来积极和愉悦体验，
这是我们可以根据孩子自己的情况去提醒
他注意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去创造一些
这样的可能性，比如说这个在给学生的任
务里面，让孩子主动去探索，怎么去帮助
自己情绪变得更好。

记者：有哪些简便实用的心理行为调
节方法推荐给一线的心理教师和家长，尤
其是针对中小学阶段？

李慧生：最近，我创办的慧生心理工
作室编写出版了《直面黑天鹅——危机时
刻的青少年心理疏导》一书，其中给出了
疫情期间，适用于中小学生的实用的心理
行为调节方法：

第一，直面危机，接纳变化：敢于承
认当下的窘困，愿意顺其自然、为所当
为。

第二，应对危机，改变能改变的：自我
关照和生活调适。例如，充足的睡眠、均衡
的营养、适当的运动都是强心健体、提升身
体免疫力和心理正能量的有效方法。

第三，学习乐趣两不误。如何有序高
效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学习新的知识技
能，避免懒散，防止沉迷手机和电脑，成
为这一阶段重要的学习内容。

第四，家庭氛围来护航。居家生活，
长时间与家人亲密相处，难免矛盾冲突，
这恰恰是发掘家庭既有资源、尝试新的家
庭沟通技巧的机会。共同参与家务劳动也
是增进家庭成员关系的机会。

不同“心病”如何对症下药？2

◀2 月 2 日，苗婧
雯到威海市集中隔离
点为一名小学生提供
心理援助。该学生的
家长被确诊，全家进
行集中隔离，只能通
过前台内线座机联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许 多 城 市
都开通疫情防
控心理咨询辅
导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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