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后心理援助任重道远”

记者 ：你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写到 ，

中国作协当时提供了八个选题供选择
时 ， 你毫不犹豫选择了 “灾后心理援
助 ”这个方向 。 为什么会对这个题材特
别在意 ？

秦岭： 从根本上讲， 我一直在关注

“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理危机、心理疾

病和灾后心理创伤群体已引起多方关

注 ，其中抑郁症 、焦虑症 、梦游症 、自闭

症 、PTSD （灾后应激性障碍 ）、精神分裂

症等心理和精神疾病已超过心血管疾病

排在疾病负担首位 ，占 20.8%。 PTSD 并

不是死难者留给活人的遗产， 可很多活

着的人却要照单全收。

但是， 这一覆盖面极广并深深嵌入

国民凡俗生活中的 “心震 ”现象 ，恰恰未

能引起足够重视 。 2018 年 ，中国作协给

我提供了八个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科技

发展领域的创作选题， 在那些引人瞩目

的科技大项目、 大事件、 大工程选题一

隅， 就有似乎不太起眼的属于心理科学

范畴的灾后心理援助选题。在这之前，国

内也曾有过 “心理小说 ”，但与心理科学

有关的文学作品比较鲜见， 我本人尽管

也曾写过一些与地震灾难有关的小说 ，

但对心理科学同样知之甚少。

为了揭开这一神秘面纱， 我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 ，再次 “偏向虎山行 ”，深入

川、甘、陕、津等地的地震、泥石流、疫情、

大爆炸等灾难现场进行了采访， 并和中

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中日心理

专家富永良喜 、张侃 、刘正奎 、史占彪等

人进行了对话。

记者： 相对于灾难发生时的天崩地
裂，全民关注，灾后心理援助的问题其实
更为深远长久。而且，因为这些问题多默
默地发生在平静时刻， 不一定会引起旁
人注意，反而是一个更值得书写的话题。

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渠道， 了解其中真
正的情况。

秦岭 ：是的 。 灾前当然是生活的常

态 ， 无需赘言 。 灾中是灾难的过程 ，是

灾后心理援助最为悲壮的理由 。 灾难 ，

更像对灾后心理援助者拉开的黑色帷

幕 。 幕后的舞台上 ， 上演的不是独幕

剧 ，而是多幕剧 。

心理专家刘正奎告诉我，有些伤害 ，

也许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逗留太久 ，譬

如，因燃放爆竹而引发的事故。因为这样

的事故具有分散性、个体性特点，十分容

易被人们忽视。灾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

生命的尊严没有高低。

记者 ： 书中提到的许多数据和问题
都让人震撼。 比如你提到，有人不愿意吐
露自己的问题， 志愿者的不专业可能对
灾民造成二次伤害，等等，这些都是不亲
临现场不能意识到的、 但非常重要的问
题。在采访过程中，有哪些事情是与你一
开始的想象不同的？ 书中摘选的志愿者
和有病症者的日记 、信件 、陈述 ，是以什
么标准入选的？

秦岭 ：实际上，心理工作者和灾区的

幸存者一样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在为

死难者家属中的心理问题人员疗伤的

同时 ， 自己的心理也难免会受到创伤 。

灾区会有一些现象同样出乎我的意料 ，

比如不少在灾难中失去配偶的人 ，会在

两三个月内 “闪婚 ” 重建夫妻秩序 ，这

些现象也成为心理专家研究的重要课

题 。

另外，十年前，我国的心理志愿服务

尚未完全规范化， 一些仅凭满腔热情却

不具备心理知识的所谓志愿者 ， 习惯了

用空洞的说教 “引导 ”心理创伤人员 ，给

对方造成了二次伤害， 如果不是中外心

理专家介入，后果不堪设想。

我遇到的最大挑战和困难 ， 莫过于

如何突破采访对象的心理 “防线 ”，因为

很难在采访中实现心理健康人员之间的

那种交流。

我把一些心理工作者的日志 、病症

者的文字按照等不同类型编进了 《走出

“心震 ”带 》，目的是扩大覆盖面 。 即便如

此 ，我的所见所闻也只是冰山一角 。

心理援助可谓举步维艰 ，因为我国

的心理科学研究晚于西方， 民众对心理

援助知识了解不多，另外，我国尚未完全

形成能够适应现实需要的基层心理组织

和民间心理援助力量 ，诚如我和白岩松

对话的主题 ：灾后心理援助任重道远 。

（下转第 5 版）

1

2020.4.2
责编/李凌俊 技编/黄 海
E-mail:llj@whb.cn2

关
注

新 闻 · G U A N Z H U ·

秦岭（左二）和心理志愿者在藏族群众家中采访

秦岭：倾听心灵复苏的声音
本报记者 金莹

新作关注我国灾后心理援助十年发展历程

2008 年起， 作家秦岭走过了中国的

大部分经历灾难的地区， 有些地方至少

去了三次，比如汶川地震灾区。 “在这片

曾经祥和、宁静的大地上，死亡 、失踪人

数超过 8 万，受伤人数近 40 万 ，而遭受

心理创伤的人数超过 465 万。 也就是说，

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是死亡、 失踪人数

的近 60 倍。 ”在最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

学《走出“心震”带》中，他写道。

书中还有许多数字 ：中国的心理和

精神疾病已超过心血管疾病 ，排在疾病

负担首位 ， 占 20.8% ；2008 年至 2018

年 ，我国因灾死亡人数达 9.5 万 ，受灾

人口近一亿 ；调查显示 ，约 20%—40%

的受灾人群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衡 ，30%

—50%的人会出现中度或重度的心理

失调 ， 在灾后一年之内 ，20%的人出现

了严重心理疾病……

这些都是秦岭从各种国内外的报

告、调查、中科院心理所专家处获得的数

据。《走出“心震”带》属于中国科学院、中

国作协、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部署的

“创新报国 70 年” 大型报告文学丛书项

目之一，目的是聚焦创新报国主题，回顾

我国 70 年重大创新成就，展现杰出科技

工作者群体风貌，倡导科学精神、奉献精

神和创新精神，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和理想主义。在引人瞩目的科技大项目、

大事件、大工程选题中，秦岭选择了似乎

不太起眼的属于心理科学范畴的灾后心

理援助选题，一头扎了进去。

“《走出“心震”带》要呈现的，就是以

中科院心理所、 中国心理学会为主导的

全国心理工作者和广大心理志愿者在不

同的灾区与‘心震’博弈、相持、决战的故

事。 那一场场被称为灾后心理援助的‘战

役’坚持了十年，至今仍在继续。 所有的

剑拔弩张、闯关夺隘和枪林弹雨，我大体

都在《走出“心震”带》中做了尽可能的展

示。 ”秦岭说。 那么，从 2008 年至 2018

年， 有多少心理专家和志愿者走进过各

处灾区？ 中科院心理所给他提供的数据

是：两万多人。 从汶川地震开始，这支特

殊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乎覆盖

了全国所有的灾区。

记者了解到，2008 年“5·12”汶川大

地震以后 ，秦岭出版过一部小说集 《透

明的废墟》，收录了《透明的废墟》《阴阳

界 》《流淌在祖院的时光 》《心震 》《相思

树》等作品。 其中《心震》被西南科技大

学纳入《人格心理学》辅助读本。 在这一

系列中篇小说中，他试图通过虚构和想

象走进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内心。

2018 年， 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透

明的废墟》精装版再度面市。同年 8 月 16

日， 秦岭选择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 16

号院， 也就是中科院心理所的所在地出

发， 重返灾区， 沉重的行囊里有新版的

《透明的废墟》。 “我宁可认为，此行，是从

心灵的废墟上，再次寻找透明。 ”

之后，他不断地走进北川 、绵竹 、什

邡 、德阳 、舟曲 、盐城 、天津港 、沁源 、大

同等地震 、爆炸 、火灾 、矿难灾区 ，同时

查阅国内外 70 多种图书和资料 ， 走访

了 350 多位当年参与灾后心理援助的

心理工作者、 志愿者和死难者家属 ，整

理采访笔记达 60 万字 。 也是在一次次

采访中 ，他走近了心理工作者 ，也得以

近距离 、真实地看到 、触摸到那些经历

灾难并再度归于平静的人们的生活。 他

和他们在一张桌上喝酒 、聊天 ，见过他

们毫无掩饰的笑容 ，也见过他们不能抑

制的痛哭流涕。

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告诉他 ：

“人类相关的任何一场灾难 ， 遭受心理

危机的人数，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遇

难人数 。 如果不及时提供灾后心理援

助，任凭 PTSD?灾后应激性障碍 ）蔓延 ，

后果不堪设想。 ”

在《走出“心震”带》中，秦岭记录下

自己的所见所闻。 不需要文学意义上的

赋比兴 ，夸张 、比喻 、排比等修辞手法 ，

如实的记录自然有其力量。

一个从 PTSD 综合征中走出来的白

领对秦岭说：“如果没有心理援助， 我恐

怕一辈子都将被灾难有关的记忆裹挟 ，

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在舟曲泥石流

灾区，一个失去父母、妻子 、儿女的男人

告诉他：“如今，家里就剩我一人了，一开

始，我对生活没有了念想，直到心理专家

来咱这里， 我才知道还有一门叫心理学

的学问。 走出自己的心理阴霾，才发现生

活还有另一面。 我得活着。 ”

心理专家和志愿者努力帮助人们

走出灾难的 “心震 ”，而文学所能做的 ，

是为其留下见证 。 张侃说 ：“《走出 “心

震 ”带 》将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应灾后

心理援助的文学作品。 ”

“心震，是灾难中的灾难 ，它不在死

亡之谷，而在芸芸众生的一念之间。 我，

唯有倾听。 这是心灵复苏的声音，透明，

晶亮。 ”秦岭表示。 从 2018 年 12 月 15

日起笔 ，2019 年 4 月 2 日完稿 ，43 万字

的 《走出 “心震 ”带 》去年年底由浙江教

育出版社出版 ，热销不衰 ，目前已经启

动第二次印刷 。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这部作品被全国各地的一些心理机

构纳入疫情期间开展心理援助的辅助

性工具书。 也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 “前

缘”，在疫情发生期间，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与支付宝公益基

金会、阿里健康等联合发起 “抗击疫情·

心理援助行动 ”互联网公益平台 ，秦岭

以特邀嘉宾身份见证了 “安心行动 ”的

进展情况。

“写作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心理

援助的过程，全社会应该警醒 、觉醒 、清

醒地认识到心理问题的重要性 、 迫切

性。 而令人欣慰的是 ，在如火如荼的灾

后心理援助中，很多人从‘心震 ’中走了

出来。 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 ，我看到了

生命的尊严。 ”秦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