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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闫冰

“朋辈心理咨询”的校园公益尝试

你愿意对同龄人敞开心扉吗?
� � 你听说过“朋辈心理咨询”
吗？ 朋友的朋，同辈的辈。

顾名思义， 就是让同龄人
给你做心理咨询、 倾听你的烦
恼，与你面对面的不再是老师、
医生、长者，这样的话你会不会
更愿意敞开心扉呢？ 在中国人
民大学的“朋辈小屋”里，就有
一群学生正在做这样的尝试。

更好的倾听者

大二的冬天， 张丽文在宿
舍里看见了“朋辈” 的招新海
报：你想不想了解心理咨询？ 你
想不想为同学服务？ 这几句话
让她很心动， 于是报名参加了
面试。

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的一个
提问令她印象深刻：“如果你是
一名咨询师，我是来访者，当我
走进来之后一直痛哭你会怎么
办？”有人说，会让来访者先发泄
出来， 可能会递上热水和纸巾，
然后在旁边默默地陪伴，这个答
案得到了在场很多人的认可。张
丽文也对心理咨询师的角色有
了初步概念———做倾听者。

后来的培训和实践， 让她
更坚定了这样的角色定位。“我
以前可能认为既然去做心理咨
询不就是寻求建议吗？ 后来才
知道， 原来我们是不可以提建
议的。 ”绝对不可以提建议、绝
对不可以判断对错、 绝对不可
以做事件解读， 张丽文开始了
解心理咨询师要做的事情：给
受访者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帮

他们缓解情绪、梳理头绪，让他
们获得一种力量去面对问题，
要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处理自
己事情的能力。

大三的时候， 张丽文成为
了正式上岗的朋辈心理咨询
师。 像她一样的学生咨询师，在
人大目前有 30 余名，白天的时
候， 校园里有专业的心理咨询
中心面向学生开放， 提供服务
的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而学
生咨询师则是每天晚上 19 点
至 23 点在“朋辈小屋”里为同
学提供义务咨询服务。

“晚上是情绪高发期，所以
我们把小屋设置在了学生宿舍
当中。和专业心理咨询室不同的
是，这里完全匿名，不限定咨询
时间，而且四个小时的时间中由
男生和女生咨询师穿插开，学生
可以选择更愿意倾诉的对象。 ”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中心朋
辈项目指导老师徐紫薇介绍说。

“没有人能比学生更了解
学生”，基于这一理念建立的斯
坦福朋辈心理咨询中心， 就是
通过培训在校大学生成为朋辈
咨询师， 为身边的同学进行心
理咨询，获得了不错的成果。

2010 年，经斯坦福大学毕业
生 Tricia Bolle 介绍，斯坦福大
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开设朋辈心
理咨询工作坊，带来了这样的理
念和方式。“在学校中学生的需
求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学生可以
敞开心扉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聊，主动寻求帮助，但是更多的
学生对于老师和长辈是有些抵

触的，平时有心事会找朋友来倾
诉， 所以我们觉得这种模式很
好。 ”徐紫薇说。 于是，人大的朋
辈心理咨询中心（即“朋辈小
屋”）于 2011 年 11 月正式开张。

更具亲和力的“树洞”

很多人都知道“树洞”的故
事，把秘密告诉树洞，心里就舒
服了， 树洞也不会把秘密说出
去。 想当好心理咨询师，就要当
好这个保密的树洞。

“假如在路上如果碰到了曾
经的来访者，除非是对方和我打
招呼，否则我们是不会主动打招
呼的，因为也许他不希望自己做
咨询的事情被别人知道。 ”除此
之外，受访者的事情一定不能和
别人提及， 也不能有利益相关，
不能给熟悉的朋友或同班同学
做咨询等等。 张丽文说，心理咨

询师的道德
伦理规范他
们要严格执
行，同样的，
也要做到事
件和情绪分
开， 不能把
咨询时候的
情绪状态带
到 生 活 中 。
这些， 都让
她觉得自己
要做的事情
必须专业。

每学期
招新都会有

100 多名学生报名，可是最后能
筛选出来的仅有十几人。徐紫薇
说，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做
心理咨询师， 要经过两轮面试、
两门专业课程的培训，最后还有
模拟实战，由普通同学做志愿者
接受咨询服务，旁边有观察员做
评估。

“第一轮面试会由现任咨
询师的学生们完成， 以他们的
视角来观察同学、 评判哪些人
适合。 我们更注重的是学生的
耐心、专注、包容等素质，比如
有些学生更善于展现自我、更
喜欢表达， 那么他可能在竞选
学生会干部、 参与校园活动中
成为佼佼者， 却不适合做心理
咨询师。 ”徐紫薇表示。

而要选修的两门课程，一
门是偏重技术性的《朋辈心理
咨询技巧》，另一门是更偏重知
识性的《校园心理健康专题》，

要有针对性地去帮助这群准心
理咨询师了解校园里同学们常
常会聊的话题， 比如恋爱与情
感、自我认同、就业压力、迷茫
与选择、同性恋话题等。

改变和成长

“朋辈小屋” 的价值不仅
仅体现在让学校里有心理烦
恼的学生受益，改变和成长是
双方的。 学生咨询师由于包容
和倾听能力增强，比较普遍的
改变就是拥有了更好的人际
关系。

“来访者聊着聊着自己就说
‘啊， 其实我以前没有想到这
里’，‘我没有意识到是这样的’，
最后他们有人会对我说‘跟你聊
天很舒服’，这时候我是很开心、
也很有成就感的，其实每个人都
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认可和赞
同吧。 ”张丽文说，这几年，在尝
试接纳别人和被别人接纳的过
程中，找到了更好的自己，也慢
慢在尝试做真实的自己、表达真
实的看法，不再主观臆断别人的
好坏，也慢慢地理解了很多以前
并不认同的人，变得更宽容，“原
来曾经的我看别人是带着很浓
的主观色彩的。 ”

原本是学保险专业的她，
面临毕业的重新规划时， 选择
了到美国读心理学专业的硕
士， 因为这一段学生咨询师的
经历， 让她找到了新的方向 。

“其实像我这样的并不少，很多
师兄师姐都转专业了。 ”

� � 在男生和女生宿舍中各设置一个朋辈小屋，布
置也尽量温馨轻松

6 月 6 日，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暨优比（中国）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京举
行, 中国社工协会会长徐瑞新、
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副会长
杨森和刘京，台湾优美企业集团
总裁林伟修、优比（中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孝义等出席了签约
仪式。赵蓬奇代表中国社会工作
协会与林伟修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协议的签订正是着眼
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
力图通过强强联合，为老年人提
供更好的社会化养老服务。

中国社工协会近年来一直
致力于通过建设具有示范性、引

领性、 可复制的养老服务产品，
助推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
协会参与的爱晚工程、爱晚中心
已经在全国开花结果。 作为爱晚
工程一部分的香河大爱城，正在
打造中国文化下市场化、 规模
化、全龄层、全配套的健康养老
产业链。

台湾优美企业集团是一家多
元化发展的跨国性企业集团，优
比（中国）有限公司是优美旗下
企业。 目前企业正努力将为职场
人士打造舒适办公环境的经验与
优势延续推广至老年人的生活。

徐瑞新强调，世界上有多种
多样的老龄生活用品，怎样选择

适合中国老人的产品是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他期望能够推动打
造出高中低各档次结合的、与中
国实际相匹配的品牌，中国社工
协会将为此提供信息、 需求、合
作等方面的支持，让优势与优势
结合起来。

林伟修表示，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签订，不只是建立一个平
台， 通过协会方面提供的资讯、
支持等，和企业自身的专业优势
结合，将为老人创造一个更妥善
的生活安排。 为此，优美成立了
专业团队，下一步将对老人的生
活、相关材料工程、产品设计制
造等进行研究。 （王勇）

5 月 29 日， 中社社会工作
发展基金会中翊文化教育公益
基金签约仪式在京举行，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副会长
兼秘书长赵蓬奇 ,中翊金行（天
津）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庆豹等出席签约仪式。

据了解，中社社会工作发展
基金会中翊文化教育公益基金
由民营企业中翊金行（天津）贵

金属经营有限公司捐资成立，旨
在促进中国文化教育健康发展。

基金成立后， 通过资助、帮
助、大赛、展会、交流、奖励、论
坛等活动形式， 为欠发达地区
的文化教育提供发展空间；帮
助中华文化教育的杰出人才脱
颖而出， 奖励杰出贡献团体和
个人，弘扬他们的事迹；提供专
业的公益服务， 使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
基金将于 6 月 26 日启动中

翊“圆梦之旅”活动，以“弘扬中
华文化教育”为使命，涵盖“圆中
华文化发展之梦”、“圆中翊龙腾
九州之梦”、“圆慈善捐助奉献之
梦”、“圆中华传统走向世界之
梦”等六大主题，为传承中华文
化搭建平台，激发传统文化教育
健康发展新活力。 （于俊如）

探索孤残儿童标准化救助模式致力提供更好的社会化养老服务

中翊打造文化教育发展平台

� � 6 月 5 日，中社社会工作发
展基金会关爱基金和北京希望
之家合作开展的公益项目“关爱
点亮希望———中国孤残儿童民
间救助标准能力建设项目”（简
称“关爱点亮希望项目”）启动。

“关爱点亮希望项目”将慈
善事业与社会儿童福利政策中
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相衔
接，着力支持民间孤残儿童的项
目， 旨在借助优质的孤残儿童救
助资源， 探索民间孤残儿童的科
学标准化救助模式， 引入专业的
社会工作者资源和力量， 建立专
业的志愿者服务团队， 搭建民间
孤残儿童救助机构的规范化运作
系统， 形成中国民间救孤助残的
综合网络体系。

有数据统计：85%的民间孤
残儿童救助机构除了缺乏资金
支持，同时更缺乏规范管理和品
质标准化运作，他们凭着慈善热
情，使得救助的孤残儿童有一个

“避难所”，却缺失一套完整科学
的呵护体系标准。

立足民间孤残儿童救助工
作现状，关爱基金调动社会和救
助机构的力量，确立了由最初单
纯的捐赠资助型基金，转变为捐
赠资助型和项目型并行发展的

慈善基金组织。不仅“输血”而且
“造血”， 不仅给以资金支持，更
关注给以管理运作的标准化体
系支持， 加强机构的建设性管
理，汇集整合社会资源搭建民间
孤残儿童救助标准，形成并推进
一个新的体系的建成，使民间机
构成为政府福利机构的有效补
充，来解决当前民间孤残儿童救
助机构面临的多种矛盾和问题。
希望之家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其救助对象都是来自全国各地
福利院依法养育的孤残弃婴，他
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残疾或疾
病。这里不仅是一个帮助残疾孤
儿手术治疗和康复的地方，更是
让他们的心灵得以恢复和医治
的家园。 关爱基金寻求与之合
作，本次“关爱点亮希望”项目正
是由捐赠型专项基金向捐赠和
项目型并行发展的第一次尝试。

本次项目启动吸引了许多
中美两国慈善热心人士及志愿
者的参与，一期项目将投入资金
人民币 40万元，服务计划覆盖 5
家民间孤残儿童救助机构，并开
展互动服务活动。 关爱基金还在
仪式上向希望之家捐赠人民币
60万元，将全部用于希望之家内
部孤残儿童救助。 （张木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