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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孩子‘懒’在家里，怎么劝怎么骂都不愿
意来上学。”2020 年 9 月，陕西省宝鸡市石油中学心理教师刘海燕，
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位为孩子办请假手续的家长。简单聊过几句，刘海
燕意识到，“这孩子有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症状”。家长听了她的建议，
带着总是“提不起精神”“怏怏不乐”的孩子去了医院精神科，诊断
结果是“重度抑郁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算，全球有超过3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
症也被称作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抑郁症在我国成年人
中的发病率约为 7%左右，而发病率超过 5%的疾病就属于多发病、
常见病。

2020 年 9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 《探索抑郁症防治特
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提出加大对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干预力度，要求各个高中、高等学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
体检内容，设置心理辅导 （咨询） 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等，对学校在青少年抑郁症预防、干预方面的作用提出
了更高要求。

青少年为何是抑郁症防治的重点人群?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呈
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学校心理教育工作面临哪些困难？如何织密青少
年抑郁症防治网？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警惕！抑郁症“魔爪”伸向青少年
本报记者 梁丹

抑郁症呈现低龄化趋势，是全
世界存在的普遍现象。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比如随着社会对心理障碍
认知度的提高，抑郁症的就诊率升
高；生理、生物、社会三方面原因的
变化，也导致抑郁症发病率升高。

抑郁症低龄化趋势在我国尤
其突出，社会原因是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社会
生活节奏快，竞争压力大，这导致
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减少，也容易
让父母的焦虑折射到孩子身上，导
致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抑郁症是
发生率很高的疾病，伴随的自杀、
自伤风险也较高，但并非不可控。
抑郁症是可以通过物理、药物、心
理等手段进行治疗的，只要我们早
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
能防患于未然。

提升对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的
认知，是应对抑郁症低龄化的关
键。

相对来说，成年人更容易识别
自己的情绪、心理问题，而儿童青
少年识别、表述自己情绪的能力没
有成人完善，有时候会用一些行为
来展现情绪问题，比如厌学、网络
成瘾等。通常这时候，家长、老师
看到的是孩子不好好学习、贪玩、
缺乏上进心，恰恰忽略了孩子在情
绪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孩子已
经患有抑郁症，自己不知道，家长、
老师也不知道。所以要预防、治疗
儿童青少年抑郁症，首先需要家长
和老师掌握相关知识，他们是与儿
童青少年接触最紧密的人，有了这
根弦才能防患于未然。

同时，如果孩子已经患上了抑
郁症，更需要家长有正确的认识，
并科学地处理。我们在门诊中经
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给家长解
释孩子是生病了，而不是学业或品
行问题，家长也不愿意相信。家长
的这种心理有几方面原因：第一，
不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对心理障
碍都会有病耻感，容易把心理障碍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疯疯癫
癫”联系到一块儿；第二，心理障碍
有遗传基础和家族性关联，若承认
孩子有心理障碍，家长会否定自己
的教育、自己的家庭，这种打击是
非常大的；第三，由于家长对心理
障碍的治疗方法、发展态势不了
解，担心药物副反应，担心疾病不
可治，会产生焦虑和恐惧，因此治
疗儿童青少年抑郁症，也需要家长
提升对它的认知。

面对抑郁症低龄化，作为医务
工作者，我们有几点建议：

儿童青少年要通过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加强体育锻炼、增加户
外光照等方式维持身心平衡状态。
抑郁症低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快、激素水平
变化大，但是心理发育速度没有跟

上身体，身心失衡导致了心理冲
突，所以维持身心平衡非常重要。

家长要做的更多。孩子的问
题是家庭系统问题的反映，孩子存
在心理障碍，家长要反思夫妻关
系，是不是整日争吵、不会处理矛
盾，让孩子过多承担了家庭责任和
调解义务？另外，父母的教育方式
也很重要，说教太多并不好。很多
道理孩子都懂，父母要少说教、多
倾听，多跟孩子进行互动，这也是
预防网络成瘾的重要办法。从家
庭结构角度来说，独生子女家庭，
孩子发生抑郁症的可能性更高，因
为家长的关注、家庭的矛盾都由一
个孩子来承担，压力会大一些。如
果有兄弟姐妹、同伴或者好朋友在
身边，孩子的情绪有个出口，抑郁
症的发病率就会大大降低。同时
家长也要意识到，自己并非专业人
士，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孩子心理
出现问题后，反思、调整固然重要，
但寻求专业的帮助，在科学的指导
下解决问题更为重要。

学校方面，现在大多数老师对
心理健康知识都有一定的了解，但
还要更专业、更准确。比如有的老
师知道某个孩子调皮，但意识不到
他可能得了注意力缺陷障碍。加
深对专业知识的了解，有助于老师
准确识别学生心理问题。同时，学
校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帮助他们实现身心平衡发展。

社区医院应该对儿童心理发
展进行跟踪，对儿童心理问题进行
及时干预。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儿
童青少年抑郁症与孩子在 0—6 岁
的经历有密切关系。0—6 岁是孩
子心理发育的关键期，这个阶段
家长特别是母亲能不能稳定地和
孩子在一起，对孩子的心理发育
非常重要。有的家长可能认为，
孩子小不懂事，自己出差或者把
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没关系，其
实这时候孩子就会有焦虑情绪和
异常行为出现。有的儿童分离焦
虑很严重，上幼儿园哭一个学期，
这就需要专业的儿童保健医生给
予干预，给家长一些建议。儿童青
少年心理问题越早预防越有效，到
了学校就晚了一步，到了医院就更
晚了一步。

教育系统、医疗系统要通力合
作。目前在法国、台湾、香港等一
些国家和地区，教育系统和医疗系
统有很好的合作。在儿童心理病
房住院的孩子，不光接受疾病治
疗，教育系统也会派人来给他们上
课。通过合作，二者可以共同向家
长普及相关知识，让家长意识到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学校
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家长的责任。

（刘洋系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
心理科心理治疗师，刘华清系北京
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

本报记者 刘亦凡 采访整理

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
越早预防越有效

刘洋 刘华清

“明显感到自己与同龄人的不
同，是在 13 岁，那年我正上初
中。我发现自己的情绪很难出现大
的波动，小波动也寥寥无几，后来
我才知道这叫‘快感缺少’⋯⋯”
这是网名为“容量瓶”的抑郁症患
者在 18 岁时写下的对自己患病历
程的剖析。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具体病症
上具有差异性。总的来说，从“苗
头”到“成势”，患者会经历一个
相对漫长的过程：从起初的情绪低
落、疲惫倦怠、睡眠障碍到注意力
难以集中、记忆力衰退、学习能力
下降，甚至出现躯干症状、自残行
为等。

国内规模较大的抑郁症互助社
区“渡过”的创始人张进说，这些
经历“完全是在水面之下的”。不
仅很多家长不会察觉，不少孩子也
说不清自己的变化。张进表示，在
就诊治疗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
家长普遍都会经历两到三年的挣
扎、认识和接纳期。

“由于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使用
的方法不同、人群不同，目前我
国还没有非常确切的青少年群体
抑郁症发生率数据，也难以进行
比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
研究所所长马军介绍，根据一项
2012 年发表的荟萃分析 （一种统
计方法，通过查阅文献，收集与
某个特定问题相关的多个研究，
对 这 些 研 究 结 果 进 行 汇 总 、 分
析，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综合研究
结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的各项中国出生队列 （即将同
一 时 期 出 生 的 人 划 归 为 一 组）
中，“抑郁的水平是在持续增加
的”。

张进表示，这几年接触的抑郁
症群体中，青少年的占比越来越
大。他接触过最小的抑郁症患者只
有7岁。

2017 年 8 月，“渡过”的第一
个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长微信群成
立。三年多过去，“渡过”的家长
群达到了 20 个，且每个都是 500
人的大群。张进说，虽然这些家长
显著地来自北上广等城市中产阶
层，作为研究样本并不全面，但一
叶知秋，“从患者家长群体的快速
增长也能看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增
长得很快”。

“低龄化趋势肉眼可察。”当了
6 年中学心理教师的刘海燕对当下
青少年抑郁症患病情况也有相似的
感受，“以前，初高中孩子得抑郁
症是很少见、很个别的，现在却越
来越多。”

“青春期衔接了儿童期和成人
期，这一时期的身心健康将影响孩
子一生的体格、体质。”马军表
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的
调查数据，全球高达 20％的儿童
和青少年患有某种致残性精神障
碍，有一半成年人的精神障碍起病
于青少年时期。

“心理问题的早发现和早治疗
对人终身健康的助益已经成为普遍
共识。”马军称，从这一角度来
看，《方案》 将青少年作为抑郁症
防治重点人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抑郁症的成因纷繁复杂，既有遗传、
生理因素，也有家庭关系、社会文化因
素。其中，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是
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尤为重要的因素。

面对青少年抑郁症，作为第一监护
人的家长应对得好吗？

“大多数家长发现孩子患病，是从孩
子宣布不上学时开始的。”张进说，面对
孩子的情绪变化，家长们通常缺少“警
醒”和“觉察”，并不愿意承认孩子病了。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的作息不
规律、手机沉迷、厌学、“懒惰”等，常常让
家长感到困惑，“这么‘贪玩’‘会玩’，怎
么会是抑郁症呢”。

“有些家长会认为孩子矫情、脆弱。
亲子关系紧张，孩子的情绪状态更差。”
陕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中学心理教师李晨
卉说。

“糟糕的亲子关系可能带来糟糕的
师生、生生关系，产生恶性循环，但很多
家长并不知道如何改变。”在广东省广州
市天河区第一小学心理教师肖冬梅看
来，家长普遍认可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但
是“我想，但我做不到”的能力缺乏、对精
神疾病的耻辱感，常常让家长倾向于回
避孩子的情绪问题。

“谁痛苦，谁改变。只有到了痛定思
痛的时候，家长才会改变。”张进说，家长

对孩子心理问题的重视，通常要等到孩
子厌学、不去上课甚至自残时，“等到家
长认可、接受孩子是生病了，需要治疗的
时候，可能一两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心理疾病也像我们的发烧感冒一
样，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不然小病就会拖
大。”刘海燕说，当孩子发展到中重度抑
郁症时，需要坚持药物治疗甚至住院治
疗，“大人和小孩的工作生活将被完全改
变，代价太大了。”

“家长是距离孩子最近的，也是最能
够做到早发现的。”张进反思道，当下，孩
子对父母的不愿倾诉、不能倾诉，是家庭
里的“隐伤”。为此，从 2019 年开始，“渡
过”推出了亲子营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
一起上课、做活动、互相学习表达和倾
听。“我们逐渐意识到，应对青少年抑郁
问题，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亲子之
间能否实现顺畅的沟通是解决问题的一
个关键。”

在此次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方案》
中，明确要求各个高中、高等学校将抑郁
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虽然抑
郁症筛查并不等同于诊断，筛查结果存
在异常的学生还需要前往医院进行专科
诊断，但考虑到学生、家长在“早发现早
治疗”上意识、能力的不足，学校的筛查
被不少心理教师视为“很有意义”。

马军用另一组数据展示了学校在青
少年抑郁症防治中的重要作用：截至
2015年底，全国2936家精神卫生机构中
仅 175 家设有精神科儿童病房，开放床
位3835张，儿童精神科床位仅占0.89%。

“仅靠医疗的力量难以满足青少年
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未来关于青少年
健康的投入一定要从疾病治疗向预防性
服务拓展。”马军说，“而学校是青少年生
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是青少年健康的
第一道防线。”

近年来，教育部门和学校已经意识
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012 年
12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进一步对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科学指导和规
范，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深入发展和
全面普及；2019年12月，国家卫健委、中
宣部、教育部等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健
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
动方案（2019—2022 年）》，提出到 2022
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心理服务平台
或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
务；此次印发的《方案》也进一步明确，到
2022 年，要实现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
的知晓率达80%，学生知晓率达到85%，
学校要为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评估
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第一道防线
——学校抑郁症筛查很有意义

水面之下
——低龄化趋势肉眼可察

仍在路上
——筛查后如何织密防治网？

2020 年 12 月 20 日，在浙江省慈溪市妇儿互动中心内，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
的心理咨询师 （右一）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2020 年 4 月 27 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上“复学第一课”，重点关
注校园防疫知识和高三年级师生心理健康。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在中小学校园里，心理教师是学校
心理工作的主体。他们往往一头牵着学
校心理教育工作，一头牵着家长和社会
支持资源。

“心理教师应该成为学校心理工作
的引领者、学生的陪伴者和家长的支持
者。”有着 5 年心理教育工作经验的李
晨卉如此描述心理教师的角色定位。

现在，在西安第七十中学这所完全
中学里，初中和高二的学生，每两周都
会有一次心理教育课，内容涉及自我认
知、情商、人际关系等内容。每年，学
校还会举办心理健康周活动，组织学生
参加心理漫画、心理征文、心理剧等。

在小学阶段，心理课程没有单独的
课时，肖冬梅会利用班会等时间，为每
个班上满每学期4节的心理教育课。同
时，她所在的学校还办起了父母大学
堂，每月定期为家长提供必要的心理学
知识。“应对青少年抑郁问题，办好家
长学校很重要。”肖冬梅说。

“我们学校对师生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得不错，同学们之间对心理疾病也不
会有歧视。”李晨卉说，来咨询的学生
能“大大方方”地进门。

怀着“在我十几岁时，我曾期待有
一位可以倾诉的心理老师”的遗憾，三
年前，李晨卉从社会心理咨询师转岗为
学校心理教师。但目前，在中小学做心
理教师并不容易。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心理教师的
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教师招考中心理教
师的名额明显增多。《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纲要 （2012 年修订）》 明确
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
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其编制从学校
总编制中统筹解决”。目前，基本每所
中小学都满足了至少配齐一名专兼职心
理教师的要求，但是相比于其他学科，
各地为中小学心理教师提供的编制数量
仍不充裕。

“目前的问题是心理教师编制名额
太少，大部分学校都没有专职心理教
师，基本都是其他岗位的教师兼任。即
便 有 专 职 心 理 教 师 ， 也 以 聘 任 制 为
主。”李晨卉说，拿自己为例，与在编
教师相比，其年收入要少 7 万到 8 万
元。

由于当地师资紧张，内蒙古鄂尔多
斯一位心理教师虽然入编，却主要承担
着语文教学工作。现实中，这种身兼数
职的情况并不少见。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
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 年）》提
出，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内
容纳入“国培计划”和地方各级教师培训
计划。但对于专业的心理教师而言，这
些主要针对普通教师普及心理教育常识
的培训，并不能满足需求。

为了持续学习新的咨询知识和技
能，肖冬梅每年都自费参与培训。即便
参加的基本都是价格相对低廉的线上课

程，她每年的培训开销也在数千元到一万
元。李晨卉说，自己没有太多的机会吸收
新知识，一直在输出，“在吃以前的老
本”。

“在学校里全职做心理咨询和辅导还
是比较奢侈的，做好这项工作也是比较奢
侈的。”肖冬梅说。

在马军看来，目前，解决青少年心理
问题预警的难题有两点，一是心理问题被
污名化，这始于青少年和父母缺乏对该问
题的正确认识，二是服务的可及性。

马军表示，除了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
育和知识的普及，让青少年和家长能够对
抑郁情绪、抑郁症有所警觉外，还要加强
师资培训。“学校心理教师要接受定期的
培训，提高相应的能力。此外，他们还应
该有能力、有渠道对早期识别的青少年给
予医疗转介等帮助。”

面对抑郁症等心理问题，城市孩子和
乡村孩子在资源拥有上的差异，也让马军
感到“挑战巨大”。

马军介绍，根据一则对中国农村贫困
地区留守儿童情绪和行为的横断面对比研
究，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表现出
了更高的焦虑、抑郁、自卑和孤独感，更
需要受到关注和帮助。

“目前，这一领域的服务提供者非常缺
乏，缺少儿童精神科医生，仅有的儿童精神
科医生也大多在大城市中执业。”马军说，
在学校完成抑郁症筛查后，医院承担着诊
断和治疗的责任，但是目前转介资源的不
充分、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

“学校筛查出了抑郁风险高的孩子，
然后呢？”张进对此也充满担忧，在社
会、家长和学校都还未充分“就位”的情
况下，这种筛查会不会带来校园歧视？是
否会让孩子被区别对待甚至被劝退？

如何为青少年抑郁症问题拉起完善的
预警系统，更好地呵护每一个孩子的心理
健康？答案仍在路上。

■专家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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