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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小分队”出征武汉

“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不
着觉，又想到睡眠不好可能会降
低身体免疫力，结果越担心越睡
不着……”

在湖北武汉，广东支援湖北
医疗队队员、深圳康宁医院心理
治疗门诊副主任医师冯征，收到
一条来自医务人员的心理求助
消息。

作为一名“心灵治疗师”，如
何给这名共同奋战在一线的战
友吃下“定心丸”？

第一时间，冯征想到科普睡
眠知识， 帮助他打消内心忧虑。
但又转念思忖： 与其直接干预，
不如步步引导，让他自己找到问
题症结所在，治疗效果会更好。

于是，冯征调整策略。 一方
面循循善诱， 让他敞开心扉，一
步步帮助梳理并找到可能影响
睡眠的因素；另一方面，结合具
体情况，提出心理调整建议……

“昨天晚上我睡了特别踏实
的一觉！ ”第二天，这名医务人员
格外高兴地说道。

“医务人员不单是心理援助
的对象，更是我们的战友！ 在心
理治疗时，要多一些耐心、多一
些倾听，相信他们自己的力量。 ”
冯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人们
既要和病毒作战，也要同“心魔”
较量。 面对疾病带来的负面情
绪、担心感染的心理压力，一些
人出现了失眠、 抑郁等心理问
题，急需专业人员疏导、治疗。

哪里是战场， 哪里便有战
士。 2 月 24 日，包括冯征在内的
5 名深圳康宁医院精神专科医
生， 组成深圳首支“心理小分
队”。 这支小队千里驰援，便是专
门去救“心”的。

抵达武汉， 没有“热身”时
间，5 人径直奔赴对接的新冠肺
炎收治定点医院———武汉优抚
医院。 在那里，他们不仅为来自
各地的医疗队队员进行心理疏
导，而且参与新冠肺炎患者精神
状况的会诊工作。 除此之外，还
为当地民众、志愿者等提供力所
能及的心理辅导服务。

在这条“心理”战线上，有不
少困难需要化解。

人们常讲“心病最难医”，关

键一点在于，“心门”不是想敲开
就能敲开的。 在武汉，一些医务
人员存在失眠、 焦虑等心理问
题， 但大家往往宁愿憋在心里，
也不愿主动寻求心理治疗。

冯征看在眼中， 急在心里。
如何才能既保证心理治疗的“自
愿原则”， 同时又将工作做得更
主动些？

她和同事们琢磨了不少办
法。 比如，在微信群里发布和心
理治疗有关的信息，主动和大家
联系了解情况，推荐策划制作的
“安心音频书”，发放面向医务人
员的“安心手册”……

除此之外， 冯征“因地制
宜”， 不断调试心理治疗的方式
方法。 比如，习惯了面对面咨询，
为适应微信等心理治疗途径，她
调整表达方式，挖掘文字、语音
交流的优势； 长期从事个体治
疗，但在特殊时期个体治疗效率
不高，她又和同事尝试制定“团
体舞动治疗流程”……

在湖北，还有不少千里驰援
的“心理小分队”。 他们以“心”抗
疫，共同守护人们的心灵家园。

———江苏支援湖北医疗队
为不同群体“量体裁衣”，在实践
中摸索出“陪伴式”“加油站式”
等不同心理疏导方法。

———四川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心理治疗师开展团体心理干
预治疗，帮助同队战友解决失眠
难题。

———湖北之声与北京大学第
六医院联合制作“方舱广播”，以
润物无声的语言传递温暖和力
量，被誉为疫情中最美的声音。

……
3 月 22 日， 深圳康宁医院

“心理小分队”凯旋。 经过一个月
的驰援战疫，他们的心已与江城
紧密相连。

心理热线 24小时为您守候

“这条服务了 24 年的心理
热线，今起 24 小时为您守候！ ”

2 月 5 日， 湖北省武汉市精
神卫生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布消息：为更好帮助广大市民缓
解心理危机，武汉市精神卫生中
心（武汉市心理医院）“心心语”
心理热线（027-85844666）的工
作时间调整为全天 24 小时不间
断接听。

“从 1 月 24 日到 3 月 24 日，
心理热线接听量接近 8000 条。 ”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孙冶
告诉记者。

接听电话的，除了医院工作
人员，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
志愿者。

疫情期间，“心心语”心理热
线的接听量陡然增加，必须紧急
面向全国招募志愿者。 没想到，
短短 3 天，就收到了逾 600 封报
名邮件。“经过层层筛选，我们选
拔出 200 名左右的志愿者。 ”武
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热线工
作人员张家秀说道。

与以往不同，在热线来电者
中，健康人群超过了心理精神病
患。 据张家秀介绍，需要心理咨
询的除了精神疾病患者外，还有
因疫情出现应激状态的健康人
群，以及一线的医务人员及其家
属等等。

张家秀说了一个形象的比
喻：“心理问题好比手上的创伤，
如果不及时缝合的话，创伤始终
会隐隐作痛，甚至有化脓感染的
风险。 ”心理医生和志愿者们要
做的，就是及时帮助人们缝合这
道伤口。

政府主导之外，社会上还有
很多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志愿
加入到心理援助的工作中来。

“朱教授，我年前刚去过武
汉，现在很担心自己感染上新冠
肺炎！ ”浙江一名餐饮从业人员
拨通了“壹点灵”心理求助热线。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名求
助者倍感焦虑。 他不仅对自己的
身体状况疑神疑鬼，而且为了增
强免疫力， 拼命地多喝热水，最
后把自己的胃都喝坏了。 ”“壹点
灵”心理咨询平台的朱浩亮教授
告诉记者。

面对咨询者的心理求助，朱浩
亮教授一方面详尽地了解他的个
人情况，另一方面引导他科学认识
新冠肺炎的症状， 并同自身情况
进行对照。进而，通过心理治疗化
解他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情绪。“前
后疏导了 3 次， 最终让他真正打
开了心结。 ”朱浩亮教授说。

随着疫情变化，“壹点灵”心

理咨询平台面向的主要对象也
从早期的国内公众、一线人员转
变为海外华侨、留学生等。

打开壹点灵“抗击疫情全球
公益心理援助”平台，记者看到，
上面分别开设了“医务、公职人
员”“确诊/疑似患者”“留学生及
其父母”以及“海外华人/华侨”4
个分区。 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0
日， 该平台已累计援助 41791
人，服务时长达 13371 小时。

越来越多的机构依托互联网
平台，加入到心理援助的队伍中，
成为抚慰人们心灵的温暖港湾。

知乎 APP 设置“心理援助”
“大家，不怕”等板块，开办“送你
一只心理口罩”网络圆桌，帮助
网友缓解焦虑情绪。

智联招聘在智享盒子小程
序上线《返岗复工后的心态调
适》《复工后员工心理与情绪疏
导》等系列课程，邀请心理专家
授课，助力保障复工复产环境中
的心理健康。

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等教育机构发挥高校心理学
优势，开通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
平台服务。

朱浩亮教授指出，在这次心
理援助工作中，社会公众对于心
理服务的接受度更高，整体反馈
也特别好。

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三月的武汉， 芳草萋萋，春
幡袅袅。

但当地许多心理医生无暇采
撷春光， 也顾不得从紧张忙碌中
喘口气， 便又紧锣密鼓地投入到
今后心理援助的规划工作当中。

“国内疫情逐渐缓解，但我们
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孙冶说道。

随着社会生活步入正轨，疫
情早期“潮水般”的心理应激反
应逐渐过去，但一些新的心理问
题将会浮出水面。

孙冶举例说，一线医务人员
在抗疫攻坚阶段无暇顾及内心
感受，回归平静后，经历过的事
情会再次在脑海浮现，心理会受
到更大的冲击；一些病亡患者的

家属，由于疫情期间正常哀伤过
程受到阻断，也可能留下严重的
心理创伤。

数据显示， 汶川大地震 6 个
月后，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发
生率达9.7%左右；“非典”疫情发生
两年后，有 10%左右的患者出现了
创伤后应激障碍；2003年“非典”造
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中，医疗直接支
出只占整体的一小部分，很大一部
分经济损失都与疫情影响社会心
理导致的连锁反应有关。

有专家指出， 随着疫情发
展， 心理治疗工作要特别注意
“一少一多”的特征：虽咨询量会
越来越少，但相关人员复杂的心
理问题会越来越多。

为社会“疗伤”，不能急于一
时，而要未雨绸缪、放眼长远。 在
武汉，孙冶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行
动起来。 据介绍，他们正在研究
和讨论为期三年的心理监测规
划， 重点跟踪一线医务人员、丧
亲家属、寡居或独居者等六类人
群的心理状况，并制定相应的心
理救援预案。

心理援助不能只是“一头
热”，必须实现多方联动。 孙冶指
出，他们正在和社区等有关单位
进行合作， 建立包括心理咨询、
心理治疗等不同分级的联动服
务体系。 同时，宣传工作也被纳
入未来的规划当中。“让公众对
心理援助有更清晰的概念，能够
主动寻求心理援助，并根据实际
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心理援助

‘归口’。 ”孙冶说。
疫情期间，公众心理援助需

求迅速增加，很多平台招募了大
量志愿者。 今后，将疫情相关的
心理治疗工作坚持下去，同样离
不开相关从业人员的支持。

一次，张家秀询问当地志愿
者：“疫情结束以后，你们还愿意
继续来做心理咨询热线的志愿
者服务工作吗？ ”“我们愿意！ ”志
愿者们响亮亮地回答。

在听完记者介绍武汉今后的
心理援助规划后， 冯征医生也说
道：“如果武汉或者其他地区还需
要心理工作者支持的话，我愿再度
驰援！ ”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 � “心情对康复非常重要，那天视频咨询我看你非常焦虑。 ”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病引出了这么多状况。 这两天非常想家。 ”
“想家是很正常的，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被隔离的时候都会想的。 ”
……
这是新闻纪录片《重症》中的一幕。 厦门支援湖北医疗队心理专

家丁丽君,正在为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在这次疫情中，无论是患者及其家属，还是一线医务人员和隔离

群众，乃至全体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着心理冲击。 如不及时疏
导和调适，有可能演变成心理健康问题。

3 月 18 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
发《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各地应在工作方案的指导下，
实时研判各类人群心理的阶段性变化， 因时因势调整社会心理服务
的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维护公众心理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心理咨询师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