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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
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及干预

刘学兰

　 　 摘　 要：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背景， 分析了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表现与成因， 并提出相

应的干预对策。 首先， 简要阐述了疫情影响下青少年心理危机在情绪、 认知、 行为、 生理四

个方面的表现。 其次， 深入分析了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 包括诱发事件和内部根源。 诱发

事件包括疫情以及因为疫情引起的各种变化、 学业压力、 人际关系等； 内部根源包括青少年

成长过程中的内在冲突和心理困境。 重点分析了三个心理困境： 高焦虑的环境与追求安全的

本性、 高控制的环境与独立自控的需求、 高虚拟的环境与生命体验的追求， 探讨了疫情对青

少年心理困境的放大和加剧。 最后， 提出了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对策， 包

括心理危机的评估、 心理危机的干预和心理危机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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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

重大影响， 对每个人的心理也带来了巨大冲击。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理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
对外在的危机事件更为敏感， 更有可能因为疫情

的影响而产生各种心理危机。 因为疫情的影响，
青少年经历了居家隔离、 网上学习、 返校复学、
考试变动等各种变化， 有的人不能适应和应对这

些变化， 就有可能进入心理危机状态， 产生一系

列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甚至发生自伤、 自杀或伤

人等极端事件。
在很多成人看来， 直接导致孩子自杀离去的

事情好像都是“小事”， 例如作业没写完、 手机被

没收、 考试没考好、 跟父母吵架等， 不明白为什

么这些小事会导致孩子放弃生命， 只能简单地归

因为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 但是， 如果我们不去

深入理解这一代孩子的内心， 不去从根本上对教

育做一些思考， 只是用一句“这些孩子太脆弱了”
就解释所有的悲剧， 是成人的无能， 也是冷漠。
本文希望结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背景， 深入分

析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 并提出一些干预对策。

　 　 一、 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表现

青少年时期一般是指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这

段时期。 青少年心理危机是指“青少年自身的资

源和应激机制无法承受这些危机事件对其心理的

冲击， 从而使内心的平衡被打破并由此产生了痛

苦的体验” ［１］９。 心理危机包括三个基本部分［１］７－８：
（１）危机事件的发生； （２）对危机事件的感知导致

当事人的主观痛苦； （３）惯常的应付方式失败，
导致当事人心理、 情感和行为等方面的功能水平

较事件发生前降低。 当青少年处于心理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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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一般会在情绪、 认知、 行为、 生理等方面表

现出来。
（一）情绪方面

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青少年通常会有焦虑、
紧张、 恐惧、 烦躁、 抑郁、 愤怒、 沮丧、 无助、
绝望等各种负面的情绪体验。 在疫情影响下， 青

少年最常出现的负面情绪包括： （１）焦虑。 焦虑

是疫情下最常见的情绪反应。 焦虑主要源于对未

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疫情极大地增加了未来的不

确定性， 从而使青少年增加了很多新的担忧或者

强化了原有的担忧。 例如， 担心疫情不可控、 担

心社会不稳定、 担心父母的工作受影响、 担心学

习受影响、 担心中考或高考等。 极度的焦虑反应

会产生恐惧， 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 （２）抑郁。 抑郁是一种感到无力应付外界压

力而产生的心境持久低落的情绪状态， 常伴有悲

观、 自卑、 孤独、 无助等消极情绪体验， 以及躯

体不适和睡眠障碍等生理症状， 严重者会有悲观

厌世的想法。 长期的焦虑、 持续的压力、 重大的

打击等都会导致青少年的抑郁。 疫情期间焦虑水

平的增加和持续， 也增加了抑郁的风险。 （３）愤

怒。 目标实现受到阻碍、 遭遇不公、 自尊受伤等

都会引发愤怒的情绪， 愤怒可能导致攻击性行为。
疫情期间活动受到限制， 父母的管束过多以及不

尊重、 不信任的态度， 因患病被人歧视等， 都可

能导致青少年的愤怒。
（二）认知方面

青少年处于心理危机状态会导致其认知功能

下降， 出现认知偏差， 主要表现在： 注意力不集

中， 经常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的现象； 思维中

断的现象增加， 经常遗忘正在谈论和思索的事情；
优柔寡断； 记忆力减退； 判断力差； 思维紊乱，
分析能力下降； 持有非理性思维， 持续地对自己

及周围环境持消极态度； 等等。
（三）行为方面

疫情影响下， 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青少年常

见的行为问题包括： （１）拖延行为， 如上学拖拉、
作业拖延等； （２）退缩行为， 社交退缩， 不愿见

老师和同学等； （３）逃避行为， 逃避上学， 让父

母给自己请假， 甚至要求休学等； （４）逆反行为，
如拒绝实施学校的防疫措施、 顶撞父母和老师等；
（５）强迫行为， 如反复洗手、 反复检查书包、 反

复想象一些画面等； （６）攻击行为， 通过身体、
言语等方式攻击同学、 父母、 老师或其他人等；
（７）电子产品依赖， 如过分依赖手机、 电脑、 电

视等， 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 ８） 自伤、 自杀行

为等。
（四）生理方面

青少年心理危机常伴随一些生理症状， 主要

表现在： （１）睡眠问题， 如整晚失眠、 入睡困难、
多梦早醒等； （２）疼痛问题， 如头部、 颈部、 肩

背部等地方会出现没有明确原因的疼痛； （３）神

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问题， 如心跳加快、 血压升

高、 胸闷气短、 心慌心悸、 出汗、 肌肉紧张、 发

抖发冷、 尿频、 月经周期紊乱等； （４）消化系统

问题， 如食欲不振、 肠胃不适、 腹胀腹泻、 便

秘等。

　 　 二、 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

心理危机的产生， 既有着外部的诱发事件，
也有着内部的心理根源。

（一）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诱发事件

青少年心理危机往往存在危机源。 危机源是指

引发心理危机的事件或情境。 边玉芳等人把青少年

心理危机的原因分为十个方面： 人际关系、 学习压

力、 丧失亲友、 家庭纠纷、 暴力伤害、 财物失窃、
情感挫折、 网络成瘾、 意外事故、 性侵犯。［１］１４

概括起来说， 疫情影响下青少年最主要的心

理危机源有以下三个方面。
１． 疫情以及因为疫情引起的各种变化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一种重大的

危机源， 它的高传染性、 不确定性使全球陷入危

机之中。 同时因为疫情而带来的生活、 学习和交

往等各方面的变化又可能诱发或者放大青少年其

他方面的危机源， 使缺乏应对能力的青少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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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状态。 经历四五个月的居家生活和学习，
有的青少年已经出现一些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后来返校复学了， 有的人认为学生居家产生的各

种心理问题会迎刃而解， 学生都会以积极愉快的

心态开始学校生活， 其实不然。 对于学生而言，
长时间的居家生活可能产生心理问题， 而从长时

间居家到返校复学， 学生需要重新适应， 同样可

能产生各种新的心理困扰。
２． 学业压力

学习与考试是青少年最为重要的心理危机源

之一。 有研究发现， 与学习有关的事件是青少

年产生心理危机的主要因素， 不仅预测较高的

心理问题发生状况， 同时预测寻求心理治疗的

行为。［２］疫情居家隔离期间， 在线学习成为学习

的主要方式， 有些青少年因为不熟悉、 不习惯

这种方式导致学习效果欠佳， 继而引发了心理

危机。 返校复学后， 又有一些青少年不适应在

校学习状态， 为学习和考试担忧而产生心理危

机。 毕业生面临更多的学业压力， 在校复习时

间减少、 中考和高考延期、 出国留学受阻等，
都会成为危机源。

３． 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 师生关系、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发

展中最重要的三种关系。 和儿童期相比， 青少年

期的这三种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亲子关系

变得紧张， 容易产生隔阂和冲突。 同伴关系具有

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 其影响甚至超越了亲子

关系， 因此， 青少年对同伴关系变得非常敏感。
师生关系变得更为复杂， 青少年不像儿童那样对

老师一味崇拜和服从， 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好恶，
对于不喜欢的老师会有明显的抵触或逃避。

疫情影响下围绕各种关系问题而产生心理危

机源， 包括： 因为长时间居家生活， 和父母朝夕

相处， 引起了亲子冲突， 激化了亲子矛盾； 因为

同伴交往减少， 或因为疫情使同伴之间有防备，
造成同伴之间关系疏远； 因为新入学， 原来的朋

友已疏远而新的朋友圈子又没有建立， 感到孤独；

因为换了老师， 不喜欢、 不适应新老师； 等等。
（二）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内部根源

布拉默（Ｂｌａｍｍｅｒ）把心理危机分为三种： 发

展性危机、 情境性危机和存在性危机。 发展性危

机是指在正常成长过程中， 急剧的变化所导致的

异常反应。 情境性危机是指个人面临无法预测和

控制的异乎寻常的事件时出现的心理危机， 这些

事件通常都是随机的、 突然的、 具有灾难性的。
存在性危机是指伴随着重要的人生问题， 如关于

人生目的、 人生价值、 责任、 独立性等问题上的

困惑而出现的内部的冲突和焦虑 。 这三种危机在

青少年时期都比较容易出现， 这源于青少年成长

过程中的内在冲突和心理困境。
１．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内在冲突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生理和心理发展都非常

迅速的时期， 内心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
首先， 青少年身体发育非常迅速， 性生理开始走

向成熟， 相比较而言心理发展慢于生理发展， 造

成其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其次， 青少年的情绪不

稳定， 不善于很好地调控自己的情绪， 加上某些

生理激素的变化， 因而在情绪上经常表现出冲动

性、 爆发性和明显的两极性。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霍尔（Ｇ． Ｓ． Ｈａｌｌ）在其《青春期》一书中指出， 青

少年期是“疾风怒涛”时期， 也有人把这叫作“情
绪发展的困难时期”。 同样的刺激情境， 可能不

会引起成年人明显的情绪反应， 却容易激起青少

年较强烈的情绪体验。 最后， 青少年期是“自我

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 自我意识迅速发展，
非常关注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 关心

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 并开始思考人生、 价

值感、 意义感等抽象的问题。 但由于青少年的自

我同一性尚未确立， 往往表现出自我认识主动积

极但不稳定、 不全面， 自尊和自卑经常交织， 自

我发展意愿强烈但自控力较弱， 憧憬未来又常感

迷惘等种种矛盾。 面对这些内在冲突， 有的青少

年能在成长过程中自我化解， 有的人却无法应对，
形成心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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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困境

上述的内在冲突源于青少年的内部世界， 而

心理困境是由青少年成长的外部环境与其内在需

求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 这种矛盾性使青少年

“困”在其中而不能自拔。 处于心理困境中的孩

子， 往往成为心理危机的易感人群。 当面对各种

心理危机源的时候他们不能有效应对， 从而产生

心理危机。
（１）困境一： 高焦虑的环境与追求安全的

本性

人都有获得安全感的需要， 追求安全是人的

本性。 孩子从出生起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去建构属

于自己的安全感， 从而发展出在这个世界生存下

去的信心和勇气。 好的环境， 能让孩子建构出内

在的安全感； 不适当的环境会让孩子陷入深深的

不安之中。 这里所指的好的环境包括父母、 教师

和学校恰当的教育方式， 以及整个社会积极的价

值导向、 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心理氛围。 适度的焦

虑是必要的， 但是现在的孩子往往处于高焦虑的

环境之中， 而焦虑总是和“不安”相联， 高焦虑的

环境无法让孩子形成安全感。
首先，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很多父母通过过

度关注、 过高期望、 过于忽视等不同方式给孩子

制造了高焦虑的环境。 过度关注和过高期望等养

育方式将父母的高焦虑传递给孩子， 过于忽视的

养育方式也会让孩子陷于不安之中。 其次， 从学

校和教师角度来说， 各种考核、 竞争、 评审、 问

责等焦虑会不自觉地传递给学生。 当老师一致期

待“安静的讲台”的时候， 说明他们已经深陷焦虑

之中。 学校没有“安静的讲台”， 则学生也难以有

“安静的书桌”。 最后， 从社会角度来说， 当今社

会高速发展， 高度的不确定性， 让很多人陷入担

忧； 人人都怕落后， 而片面的成功观， 使大多数

人都觉得自己失败……社会的高焦虑会直接影响

青少年， 也会通过学校、 老师、 父母再传递给青

少年。
高焦虑的环境“困住”了青少年， 让他们感觉

到不安全， 也不那么容易快乐。 但有的成人觉得

太有安全感、 太快乐的孩子不会积极上进， 不会

努力竞争。 其实， 安全感是一个人的心理底色，
而积极努力是一种价值取向， 两者并不矛盾。

（２）困境二： 高控制的环境与独立自控的

需求

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 青少年的独立需要非

常强烈， 常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 一方面， 青

少年渴望摆脱成人的束缚和管教， 希望作为一个

独立的个体与成人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 另一方

面， 他们也把过去的自我看成幼稚的小孩子， 力

图与“过去的我”决裂。 因此， 青春期又被称为

“心理断乳”时期。
但是， 在最渴望独立的时候， 很多青少年却

处在高控制的环境中。 父母、 教师、 学校都希望

青少年的成长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中。 最近关于家

长在家装摄像头监控孩子的事情引发热议， 赞成

装的家长无一例外都说是“为了孩子好”， 而孩子

几乎都持反对态度， 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 成人

的高控制源于困境一所说的高焦虑。 焦虑源于不

可控， 增强控制感可以减少焦虑。 因此， 越是高

焦虑的人， 越容易高控制。 但是高控制往往会遭

到来自青少年的反抗， 会让成人觉得更加失控，
从而更焦虑， 进而陷入一个 “焦虑—控制—反

抗—更焦虑—更控制”的恶性循环之中。
高控制的环境“困住”青少年， 让他们独立自

控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一方面， 成人希望牢牢控

制住孩子， 一举一动都在自己的视线之内， 所思

所想都符合自己的要求； 另一方面， 成人又希望

孩子自控， 经常抱怨孩子“自控力差”。 试想， 一

个高控制的环境如何能发展出孩子真正的自控能

力？ 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或许成人希望孩子的

自控是在成人控制之下的“自控”， 而这并非真正

的自控。 处在这种困境中的青少年容易出现一些

心理与行为问题， 如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立而故意

穿奇装异服或哗众取宠； 做一些违规行为来体验

独立的感觉， 如抽烟、 喝酒、 打架等； 为了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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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而盲目反抗， 甚至采用一些极端的做法， 如

离家出走等。 这些行为让他们获得“独立自控”的
假象， 体验“反控制”的快感。

（３）困境三： 高虚拟的环境与生命体验的

追求

当代青少年处在一个高虚拟的环境中， 他们

大多数时间沉浸在书本、 手机、 电脑、 电视之中，
跟现实世界的联系比较弱， 生命体验感也比较弱。
他们习惯用手机的沟通代替面对面的交流， 用网

上游戏代替现实中的奔跑， 用点外卖代替自己下

厨， 他们从虚拟世界中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大于从

现实世界中得到的快乐。 虚拟世界中的快乐太容

易获得， 会增加他们在现实中获得快乐的难度。
于是， 现实世界中的青少年越来越“宅”， 越来越

“安静”， 越来越缺乏情感反应。 他们活跃在虚拟

世界中， 而对现实世界觉得厌倦。 但是， 作为一

个生命个体， 他们有追求真实的生命体验的内在

需求， 渴望在现实世界中也有深刻的生命体验，
建构出自己的生命意义。 这一内在需求得不到满

足的时候， 青少年会产生存在性危机。
高虚拟的环境“困住”了青少年， 让他们缺乏

深刻的、 真实的生命体验， 继而容易形成对生命

的漠视和疏离。 当一个孩子手机被没收就跳楼自

杀的时候，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检讨老师或家长说

了哪句不该说的话， 而要深入思考， 为什么这个

孩子对现实生活那么厌倦， 对虚拟世界那么依恋。
３． 疫情对青少年心理困境的放大和加剧

疫情影响下， 青少年的上述心理困境更为明

显。 首先， 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加剧了整个

社会的焦虑。 即使目前国内的疫情控制住了， 但

世界范围的疫情防控仍然充满未知， 焦虑仍在继

续。 疫情所造成的生活变化会直接加重青少年的

焦虑， 也会通过学校、 老师、 父母的高焦虑再间

接影响青少年。 可以说， 疫情放大了高焦虑的环

境与追求安全的本性之间的冲突困境。 其次， 疫

情防控本身就增加了很多的“控制”， 能做什么、
该做什么， 都有很多的制度和要求。 无论是在公

共场合， 还是在学校和家庭中， 对青少年都比疫

情前有了更多的行为规定和制约。 同时， 青少年

因为疫情居家时间增多， 和父母近距离接触时间

增多， 会使原有的亲子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
的冲突加剧， 甚至恶化。 最后， 疫情期间， 因为

要居家隔离， 在线学习、 在线作业、 在线交流、
在线游戏等成为青少年的主要生活方式， 他们沉

浸在虚拟世界中的时间大幅增加， 跟现实世界的

联系大幅减少， 有的青少年甚至两三个月都没有

外出。 高虚拟的环境与生命体验的追求之间的矛

盾也变得更为突出。 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困境的放

大和加剧， 导致疫情期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和心

理危机事件呈现增多的趋势。

　 　 三、 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

对策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

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 通过调动他们自

身的潜能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机前的心理平衡

状态， 使之尽快摆脱困境， 习得新技能， 以防将

来心理危机的再发生。［３］ 危机本身含有危险和机

会两层含义， 积极的干预能把危险转化为成长的

机会。 下面我们从心理危机的评估、 干预的模式

和方法、 预防等几个方面探讨青少年心理危机的

干预对策。
（一）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评估

心理危机评估在心理危机干预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通过评估， 可以发现具有心理危机的个体，
并对其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降低危机事件的发生。
心理危机评估包括日常评估和危机筛查两个方面。
日常评估是了解青少年的日常心理状况， 如进行

新生心理健康状况普查、 建立心理档案等； 危机

筛查是指通过各种评估方式， 筛查出处于心理危

机状态的青少年， 有针对性地实施干预。 日常心

理评估是危机筛查的一种途径， 但不是唯一途径。
开展危机筛查还要进行专门的心理测评， 并结合

青少年的背景资料、 生活事件、 日常观察、 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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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综合进行。
具有以下情况的青少年属于心理危机的高危

个体， 需要跟进评估： （１）长期情绪低落抑郁者；
（２）有过自伤、 自杀行为或经常流露自杀想法者；
（３）遭受重大挫折打击者； （４）亲友中有自杀行为

者； （５）长期有睡眠障碍者； （６）社会支持系统长

期缺乏者 （如家庭破裂、 独来独往、 同伴排斥、
受人欺负等）； （７）有明显的精神障碍者（如思维

紊乱、 行为古怪等）； （８）有明显的暴力倾向者；
等等。

疫情影响下具有以下情况的青少年需要重点

评估： （１）心理普查中有心理危机的学生； （２）疫
情期间受重大影响的学生（如自己或家人被感染、
被隔离、 被歧视、 被家暴、 家庭经济困难、 家人

去世等）； （３）疫情期间寻求过帮助的学生； （４）
疫情前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 （５） 教师、 家长、
同学观察存在明显问题的学生。

在青少年容易产生心理危机的特殊时期， 也

需要加强评估， 例如： 开学和新生入学时期； 重

大考试前后； 宿舍调整前后； 毕业时期； 季节交

替时期。 总之， 青少年的生活、 学习和周围环境

出现重大变化的时期， 都是容易产生心理危机的

时期。
（二）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干预

１． 心理危机干预的模式

贝尔金（Ｂｅｌｋｉｎ） 提出， 危机干预的理论模式

有 ３ 种， 即平衡模式， 认知模式， 心理社会转变

模式。［４］

平衡模式认为， 危机状态下的当事人通常都

处于一种心理情绪失衡状态， 他们原有的应对机

制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满足他们当前的需要。
因此， 危机干预的工作重点是稳定当事人的情绪，
使他们重新获得危机前的平衡状态。 这种模式在

处理危机的早期干预时特别适合。
认知模式认为， 危机导致心理伤害的主要原

因在于当事人对危机事件和围绕事件的境遇进行

了错误思维， 而不在于事件本身或与事件有关的

事实发生。 该模式要求咨询师帮助当事人认识到

存在于自己认知中的非理性和自我否定成分， 重

新获得思维中的理性和自我肯定成分， 从而使当

事人能够实现对生活危机的控制。 认知模式较适

合于那些心理危机状态基本稳定下来、 逐渐接近

危机前心理平衡状态的当事人。
心理社会转变模式认为， 分析当事人的危机

状态应该从内、 外两个方面着手， 除了考虑当事

人个人的心理资源和应对能力外， 还要了解当事

人的同伴、 家庭、 职业、 宗教和社区的影响。 危

机干预的目的在于将个体内部适当的应付方式，
与社会支持和环境资源充分地结合起来， 从而使

当事人能够拥有更多的问题解决方式。
２． 心理危机干预的基本方法

当青少年处于危机状态时， 心理辅导可以发

挥重要的作用。 以下是危机干预中心理辅导的基

本方法。
（１）用心陪护， 提供安全的、 支持性的环境

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青少年， 干预者首

先要做的是用心陪护， 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
支持的环境。 安全， 意味着没有压迫、 没有威胁、
没有批评等； 支持， 意味着感到温暖、 感到被关

怀、 感到有人在关注和支持自己、 感到不孤独

等。［５］对于处于极端状态的青少年而言， 例如有

自杀倾向的， 更要注意全程陪护， 不要让他独处。
（２）认真倾听， 充分表达接纳与理解

危机状态下， 个体通常感到沮丧、 无助、 抑

郁、 焦虑， 干预者要让当事人充分宣泄情绪， 认

真倾听， 给予其情感上的支持， 向其表达理解和

关怀。 认真倾听的具体要求包括： 选择安静的环

境， 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传达倾听的兴趣， 集中注

意力， 不先入为主， 不任意打断， 不急于解释，
不做价值评判。 干预者在倾听中要恰当地运用情

感反应和内容反应， 让当事人觉得自己始终被理

解和被接纳。
（３）积极引导， 聚焦并解决危机问题

在危机干预中， 干预者要积极引导当事人调

整认知， 发展理性思维， 分析并解决引发危机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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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下面的模式进行问题解决训练： ①
明确问题所在， 注意区分到底是确实存在问题还

是当事人自身的认知障碍。 ②列出曾用过的解决

方法以及现在能想到的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③
对各种方法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进行利弊评估。 ④
从所有方法中选出一个最优的。 ⑤就选择出的方

案制订详尽的实施计划。 ⑥督促当事人实施计划。
⑦对行动的结果进行评估。 从这一模式可以看出，
干预者的作用不是提供现成的方法， 而是通过启

发、 引导、 提供信息等方式帮助当事人处理面临

的问题———要鼓励当事人选择建设性方式解决问

题， 而非破坏性方式。［６］

（４）调动资源，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 但处于

危机状态的青少年往往感受不到这一系统的存在，
他们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 没有人可以帮到自

己， 从而陷入绝望和恐慌。 尽管有的青少年向身

边的亲友发出过求助的信号， 但由于他的求助信

息不明确， 亲友往往无法向他提供有效的帮助，
他有可能对亲友失望， 继而强化了“没有人可以

帮到我”的信念。 因此， 干预者要帮助当事人重

新认识社会支持的力量， 使他能主动发现身边的

社会支持资源， 并借助社会支持的力量改善自身

状况。 这一社会支持力量来自家庭、 学校、 社区、
医院等多个方面。

（三）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预防

当心理危机发生时， 我们需要有效实施干预。
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针对心理危机的成因

做好预防工作， 防患于未然。
首先， 学校需要大力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生

命教育， 通过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生命教

育课程、 班主任工作渗透、 其他学科渗透、 家庭

教育等多种途径， 采用活动式、 体验式的教学方

式， 实现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心理健康教育

目标， 以及认识生命、 珍惜生命、 尊重生命、 丰

盈生命的生命教育目标。
其次， 学校要做好常态化防疫时期的“心理

防疫”。 对待学生， 要注意情绪上接纳理解， 学

习上循序渐进， 生活上关心照顾， 活动上丰富多

彩。 “常态化防疫时期教育教学的首要目的是让

学生增强信心、 主动应对、 积极适应， 以良好的

精神状态投入校园学习生活中。 同时要给学生一

段时间进行入学适应与状态调整， 慢慢调整作业

与教学进度， 切忌操之过急。” ［７］ 对待教师， 要通

过多种方式缓解教师工作压力， 切实关心教师心

理健康， 帮助他们解决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给予心理支持。 对待家长， 要加强家校沟通， 指

导家庭教育， 协助家长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通

过家长讲座、 家长学校等方式， 提高家长的家庭

教育能力， 减少亲子冲突， 缓解家庭矛盾， 建立

学习型、 成长型家庭。

　 　 四、 结语

总之， 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危机的易发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大了心理危机发生的风险，
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 不应该回避问题， 或逃

避责任， 而应该深入分析青少年心理危机的成因，
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让青少年在危机中获得成

长， 在危机中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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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 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ｘｔｅｎ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ａ ｆｕｌｌ 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ｔ ｍｅｒｅ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ｉｔｓ ｃａｍｐｕ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ｉｔ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１９５０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责任编辑　 王建平）
（英文审校　 余　 晖）

（上接第 ３５ 页）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ＬＩＵ Ｘｕｅｌ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ｉｔ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ｅｔ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ｓｅｌ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ｎｅｗ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责任编辑　 于小艳）
（英文审校　 余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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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院系调整中的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