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 10%的学生
会留下心理创伤

“在座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有机会用这种方式与大
家相遇……”3 月 24 日晚 8 时，
白云阁准时来到了“直播间”，为
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们带来一
堂名为“疫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要点及策略”的公益课程。

本次公益课程是以“开学的
诱惑” 为主题的学校抗疫心理
健康教育系列直播活动， 由北
京桥爱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桥爱基金会”） 联合中华少年
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科学
院心理研究所等机构策划，旨在
帮助学校形成常态化的应对重
大事件心理干预机制， 帮助学
生应对和处理自己的应激反
应、调整状态。

作为曾经参加过汶川大地
震等危机事件救援工作的专家，
白云阁十分清楚，本次疫情不仅
给人们带来生命健康的威胁，更
有心理方面的冲击。 而我国有超
过 1.9 亿的中小学生， 疫后心理
维护和促进工作不可或缺。

在白云阁看来，汶川地震带

给灾区孩子们的冲击直接而猛
烈，灾区之外的孩子们所受的影
响却是间接的、暂时的。 而本次
疫情影响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
且充满不确定性，让每个人都置
身“抗疫战场”。 这种影响和冲击
是强烈的、叠加的、持久的。

“有的同学会因为不适应网
课方式而焦虑不安、烦躁易怒甚
至厌学； 有的同学作息紊乱，生
活无序，亲子冲突不断，自尊自
信深受影响；有的同学甚至亲历
亲朋好友病逝，而产生强烈的不
安、无助、无力和恐惧感，创伤严
重者的三观都可能受到明显影
响……”白云阁谈道。

谈及可能出现的情绪波动
和心理问题，济南市教育教学研
究院心理教研员石建军认为，所
有感受和变化都是正常人群在
此特殊时期的正常反应。 只要在
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我们应
该以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各种情
绪变化。

“根据国内外近年重大灾难
后相关研究结果，大约 90%的同
学一段时间后，通过自身复原力
及良好社会支持系统作用，能够
很快适应变化， 恢复到日常状
态。 但还有大约 5%的学生处于

持续创伤状态， 大约 5%的学生
属于迟发创伤状态。 ”白云阁强
调。（数据引自《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后中小学心理成长课》）

强化社会支持系统

此次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
临的重大灾难。 同样，抵御疫情
的后续影响也需要齐心协力。

石建军表示，为消除疫情对
中小学生产生的心理冲击，需要
家长、教师与社会三方主体密切
配合。“家长首先要用心陪伴孩
子，给孩子创造温馨、安全的家
庭氛围； 教师多关爱和鼓励学
生，避免一味向家长‘告状’，制
造家庭矛盾；社会层面一是要减
少刻意关注，因为有时过多关注
也是一种干扰，二是提供正能量
氛围。 ”

目前， 全国都已经进入了
后疫情时期。 回首抗疫过程，白
云阁认为疫情有可能对孩子们
造成完全负面的影响， 让他们
感到恐惧和疑惑。 当然，如果采
取正确的引导方式， 对学生发
展积极应对危机的能力可以起
到正面作用， 激励他们学习和
成长。

“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应
对疫情可能造成的影响或伤害，
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
学生的疫后心理重建议题，做好
学生心理评估与分类干预工作，
帮助学生实现创伤后成长，并做
好危机个体的干预及转介工
作。 ”白云阁谈道。

在白云阁看来， 疫情期间，
不同经历的学生会出现不同的
心理反应， 老师们可以采取问
卷、访谈、观察等方式了解学生
的心理状况。 在学生群体中，确
诊过的中小学生可能承受着更
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教育缺失或引导不
当，孩子们重回校园后，很容易
发生确诊过的中小学生感到被

同学孤立或疏离的情形。 ”白云
阁说，“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之下，
同学们自我防护的意识更强了，
所以回校后与同学保持适度距
离的相处模式。 这是他们自我防
护的本能驱动，无可厚非。 另一
方面，感染者容易对他人过于敏
感而感觉到自身被孤立疏远，加
上自身为防疫需要，他们会主动
选择与同学‘隔离’。 ”

对于可能出现的这一现象，
石建军认为：“将人们分为‘感染
者’和‘未感染者’两类群体本身
很容易造成对立。 其实，感染者
在治愈后体内会产生大量抗体，
不会再传染。 这个常识首先需要
告诉大家。 另外，对于感染过的
学生来讲，老师最重要的是了解
该学生的心理感受，然后再采取
相应举措。 ”

多方关注的疫后心理援助

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在短短
2 个月的时间， 连续发布了 3 次
心理危机干预及心理援助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重要场
合提到疫情心理工作的重要性。

桥爱基金会是一家长期关
注公众心理健康的基金会，其秘
书长叶子告诉记者，随着社会心
理健康意识的觉醒，心理健康这
个领域逐渐被社会所熟知。 但因
为该领域专业度要求较高，从业
人员需相关资质要求，而且短期
内见效慢，所以关注心理健康领
域的公益组织并不多。

同时，叶子表示：“本次疫情
期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都认识
到了心理援助的重要性，也给我
们基金会和众多社会组织更大
的动力和明确的服务方向。 社会
组织应该响应国家号召， 有序、
科学、 专业地展开心理援助服
务，注重心理健康咨询与专家督
导并重， 并结合机构资源优势、
目标人群提供针对性心理援助
服务。 ”

因此，桥爱基金会根据机构
的资源优势，在疫情发生之后结
合原有公益项目———“心灵放映
室”，策划了“疫情应急+常态教
育”的十期直播课程包，协助中
小学校构筑防疫抗疫和疫情后
的心理重建。

据了解，心灵放映室项目于
2019 年 7 月正式启动，核心内容
是协助中小学校构建科学的学
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桥爱基
金会联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为学校提供三大资源支持：
以“电影教学”为特点的心理教
育课程、 定期为项目校教师提
供心理教研的专业培训、 针对
各类特大事件及学习需求提供
解决方案。

来自甘肃省灵台县梁原乡
横渠小学的杨志军老师参与了
本次“开学的诱惑”公益课程的
全程。 结合自身教学工作，他谈
道：“其实， 我们学校很重视学
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但总有力
不从心的感觉， 主要是心理健
康教育的’ 软件’ 环境亟需改
善。 一是教师的理念不够新，二
是没有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
大家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知
之甚少。 本次课程对我们来说
是很好的补充。 ”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4 月 24
日，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了全国中
小学校新学期加强心理健康教
育的指导建议。 建议指出，学校
应针对疫情期间学生可能遇到
的心理困扰开展工作，并关注和
重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学生。

白云阁表示，疫后中小学生
心理重建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需要积极探索行政主
导、专业支撑、部门合作、多方参
与的疫后心理援助模式， 坚持
“让儿童站在学校教育的正中
央”的教育初心，疫后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才能更好惠泽广大中
小学生。

■ 本报记者 隋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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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更多孩子提供疫后心理援助？
� � 随着疫情形势逐步好转，全国各地中小学加快复学节奏，史上最
长“寒假”即将画上“句号”。

4 月 25 日晚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王登峰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目前各学段复学总人数
接近 6000 万 ，占总学生数的 1/5，教育系统面临的 “大考 ”才刚
刚开始 。

的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之下，如何让中小学生从居家防疫
及网课学习之中走出并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是一大难题。

“受疫情影响，中小学生度过了一个超长的特别假期，生活 、学
习、 人际等方面都可能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 产生一定的心理变
化。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理事白云阁向《公益
时报》记者表示。

需要对学校老师进行心理专业素养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