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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灾难过后的心理干预，首先要了解孤儿灾后心理创伤的严重程 

度。对创伤的干预 包括提供相对稳定的暂时照顾者以及提供安全的环境等。 

长期安置最好能够采取家庭收养的方式，这涉及到对收养家庭、孤儿心理以及 

其他方面的评估和对收养后家庭心理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同时，国家需要 

对与孤儿收养相关的科研和培训工作提供大力的支持，摸索出更适合我国国情 

的孤儿心理干预和安置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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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直面临着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冲击，包括地震、洪水、海啸、飓风、火山爆发、泥石 

流等，一般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很多孩子在灾难中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他们 

是灾难后最为脆弱的一个群体，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2008年 5月 12日汶川大地震后的孤儿 

进人了我们的视野，提示我们关注灾难后如何应对孤儿群体、孤儿需要哪些特殊的帮助等。以 

这次灾难为契机，我们希望能够为突发事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预机制，特别是针对孤儿这 

个群体。 

一

、孤儿灾后的多重心理创伤 

经历了巨大灾难的儿童都可能出现一般性创伤性反应，孤儿也同样会经历这些创伤，而创 

伤后儿童在需要父母的情感支持的情况下，又因为亲人的丧失而使得孤儿的心理创伤更加复 

杂，干预也愈加艰难，也更需要特殊的关注。 

1．灾难后儿童的一般创伤 

面临威胁 自身安全的灾难性事件，儿童会有强烈的害怕、无助或恐惧反应，反复地再体验创 

伤性事件的经历，包括闪回和噩梦等；会回避与创伤性事件有关的处境和事件，或有普遍性的反 

应迟钝或麻木，比如避免有关创伤的谈话 ；对多种重要活动的兴趣显著减退；与其他人疏远，对 

亲人有陌生人似的情感等。儿童的警觉性增高，比如，难入睡，不能维持长时期熟睡，易醒；易激 

惹，或易发怒；注意力难以集中；过分警觉；过分的惊跳反应等 。 

2．儿童丧失亲人的创伤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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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亲人已经永远离开；身体不适，例如，没食欲、呼吸困难；觉得 自己被抛弃，对过世亲 

人生气；对亲人的死亡 自责；模仿过世亲人的行为或特征；变得容易紧张；担心以后没人照顾；出 

现跟以前很不一样的举动，例如特别乖、特别顽皮等。 

二、孤儿早期的心理干预 

由于孤儿在灾难后有严重复合的心理创伤，他们同时丧失了亲人对他们的心理支持，这时 

候，孤儿的暂时照顾者作为他们亲人的替代者在孤儿的心理康复中非常重要，照顾者的正确反 

应是孤儿未来身心健康最重要的保证。 

1．应对孤儿出现的创伤后症状 

首先，要培训孤儿的暂时照顾者，让他们了解创伤后的儿童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懂得这 

是正常的，这种正常化的态度能够使得他们更接纳孩子的各种情感。照顾者如果能够以儿童可 

以理解的方式给儿童解释他们有这些反应很正常，也会让孩子减少对 自己症状的焦虑。其次， 

倾听和理解非常重要。照顾者要能够理解儿童的悲伤、生气、恐惧，向他们保证会有人一直照顾 

他们的，他们是被爱的，他们不会被抛弃。理解他们的自责，但是要解释亲人的死不是他们造成 

的，是地震造成的，避免儿童因为认知发展水平不高，导致曲解和混淆，过度负责任。 

2．照顾者的选择与工作 

照顾孤儿的人要相对稳定，因为创伤后会损害亲密感，损害依恋关系，对人变得不信任，而 

孤儿又经历了真实的依恋关系的丧失，要想从中康复，首要的任务就是恢复依恋关系，安全和相 

对稳定的照顾者可以成为孤儿暂时的依恋对象。对某些固定的人产生依恋的感觉，是孩子获得 

安全感非常重要的一环。除了给儿童基本的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较高质量的陪伴，和照顾者 

有熟悉感才会重新产生对人的信任。每个孤儿的稳定照顾者最好是两个人。在汶川地震后国 

内某些地方采取的方式是在大学里大学生一对一地照顾孤儿。这样的方式对一个大学生可能 

压力太大，有相互支持的两个人对孩子会更安全，两个人有事情可以交流，一方有事情另一方可 

以顶上。如果在照顾人选匮乏的时候 ，不能有很多备选的照顾者，那么照顾孩子的人也要相对 

稳定，不要随意调换照顾的人群。如果可以找到孩子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小孩子曾经喜 

欢和熟悉的人，最好都能纳入到照顾者的队伍中。这种熟悉的人参与会减轻孩子的不安全感。 

3．正确处理和孤儿相处的一些问题 

照顾者面临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就是这些小孩问爸爸妈妈在哪里。我们建议对孩子要 

诚实，有些小孩子要爸爸妈妈，照顾者不要说爸爸妈妈马上就来。这种欺骗对小孩子未来的成 

长是不利的，他可能会不相信成人。我们只能回答我们知道的，告诉小孩子现在爸爸妈妈不在， 

阿姨叔叔在这里陪你、照顾你，阿姨叔叔喜欢你、爱你。 

由于照顾者和孤儿的持续相处，孩子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将照顾者当成父母。但是，我们不 

要让孩子混淆想象和现实，如果小孩子喊照顾者爸爸妈妈，不要直接答应，那会造成孩子分不清 

谁是他真实的父母，照顾者要解释阿姨叔叔在这里陪你、照顾你，阿姨叔叔喜欢你、爱你；也可以 

解释我不是妈妈爸爸，是阿姨叔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玩个游戏，叔叔阿姨可以扮演你的爸爸妈 

妈。这样让孩子慢慢接受现实。 

如果确定孩子已经成为真正的孤儿，那么告诉他真实情况就成为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告诉 

孩子这个不幸消息的人首选是和孩子比较熟悉 、关系比较好的照顾者。告知的时间选择上比较 

难以把握。在孩子情绪相对稳定一些时，越早告诉可能越好，毕竟隐瞒会带来非常多的谎言，可 

能对信任的损害非常大。告知的方式要以儿童可以理解的方式，不同年龄的孩子可能需要采取 



不同的方式。照顾者要做好心理准备，孩子在知道父母确实已经死亡后，会有各种不同的心理 

和行为的反应，照顾者要持有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另外照顾者能够陪伴孤儿完成哀悼的仪式等 

也会对孤儿应对丧亲有帮助。 

4．孤儿和照顾者分离所面临的再次创伤 

孤儿早期干预中的照顾者一般都是暂时的，是过渡期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关系会随着孤儿 

和照顾者的彼此分离造成心理的创伤，无论孤儿和照顾者都会有心理的创伤需要应对。 

对于孤儿来说，如果照顾者可以提供高质量的陪伴 ，那么孤儿可能会和照顾者形成相对稳 

定的依恋关系，而分离对于孤儿来说是关系的再一次丧失。灾难造成的创伤本身就会损害依恋 

关系，而丧失亲人的被抛弃感还没有修复，孤儿再次面临被抛弃的感觉。为了减轻分离造成的 

心理损害，照顾者要提前很长时间就和孤儿说明什么时候会分离，如果紧急的情况下也要有告 

别仪式。分离之前，最好有些交接，由照顾者转告接替者相关的信息，陪接替者一起熟悉和适应 

孩子一段时间。和孩子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偶尔的电话联系等可以让孩子知道照顾者没有消 

失，还是关注自己的。 

照顾者在陪伴儿童的过程中会有非常多的情感投入，当照顾者和孩子分离时，也会有心理 

上的丧失感。因此，照顾者能够提前了解这种分离可能对 自己的影响，对照顾者的心理适应有 

积极作用。同时，告别仪式等对照顾者同样有好处，和孩子保持联系，知道孩子过得好，也可以 

对 自己的心理是一种安慰 ，得到足够的孩子的相关信息，也会让照顾者更有控制感。 

5．为孤儿提供公平和安全的环境 

为了便于管理，灾后很多孤儿会被集中在一起，但要注意的是，有些孩子可能很漂亮、很可 

爱，就可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时已经没有 自己的父母独特的关爱，孩子们可能产生对爱的 

竞争，毕竟他们太不安全了。所以，所有照顾孤儿的人员以及其他短暂和孩子接触的人员要注 

意最基本的公平原则，避免因为差别的照顾导致孤儿产生进一步的心理问题。另外，灾难过后 

孤儿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不要把孩子放到聚光灯下，对孩子们的采访，让孩子对灾难性事件的 

反复回忆会造成孩子二次的心理创伤。孩子在媒体的检视下，在全国人民的放大镜下生活，对 

孩子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有义务提供给孩子更安全的生活空间。 

三、孤儿的长期安置 

目前，我们没有从国家有关机构确切了解到孤儿安置的策略，但有迹象表明，灾区的孤儿被 

集体安置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许从管理者的角度考虑这是比较方便的，但是从孤儿的心理发展 

上看，给孤儿尽快找一个家可能会对孤儿的心理成长更为有利。 

1．孤儿的集体安置问题 

依恋理论的提出者 John Bowlby于 2O世纪 50年代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报告，指出了机构 

养育的危害⋯，尤其是母爱剥夺的危害。国外大量的关于孤儿机构安置的研究显示，没有和照 

顾者形成依恋的关系，对儿童各方面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儿童一生都会在和他人建立亲 

密关系方面形成困扰，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出现社会方面问题的比率会明显增高L2]。而 Spitz 

对孤儿院的婴儿观察显示，3个月到 1岁大的婴儿被安置到孤儿院中，那些原来愉快、外向的孩 

子，开始哭泣并且退缩，体重下降，睡眠出现问题。如果照顾者不能被婴儿认同为母亲的替代 

者，婴儿的抑郁会迅速加深 J。 

最初可能有人认为，照顾者和孤儿的比例是影响依恋关系的因素，但是之后的一项研究显 

示，当一个机构可以提供很好的照顾者和儿童的比例 ，并且有丰富的书籍和玩具的选择时，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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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母爱剥夺的情况。因为机构流动率非常大，到孩子四岁半时，一个孩子几乎面对了平均 

50个不同的照顾者 j，这种不稳定的照顾者难以和儿童形成依恋关系。对于灾后的孤儿，如果 

可能，尽量能够走收养的途径，给孤儿一个母亲的替代形象，让每个孩子都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照 

顾者，在情感上有依托。虽然确认收养者的过程非常复杂，费时费力，而且也可能出现收养者和 

孩子不匹配等造成中途弃养的情况，但是从儿童的发展角度来看，养父母可以给予孩子的爱和 

关注是机构或者学校的工作人员、老师等所不能给予的。 

2．收养的形式和对收养家庭的评估 

在国#t,JL童收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寄养，即政府把孩子放在寄养家庭中，由政府提供抚养 

的大部分费用，被寄养孩子不具备和寄养家庭中的子女同等的继承权，寄养家庭帮助抚养这个 

孩子长大成人；另一种方式是领养，领养家庭办理正式的手续使得孩子成为自己法定的子女。 

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可以根据收养家庭的具体情况来选择。 

收养者的抚养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指标。有研究显示，父母的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的 

外显问题行为显著相关。Orme等研究者的综述中总结出某些特定的父母教养方式和儿童积 

极、正性的社交和情感适府调整有关，这些教养方式包括：父母的接纳水平高，惩罚方式不是那 

么严厉，监护比较尽责，意见不一致的水平比较低，很少过度干涉，和孩子的矛盾水平 比较低 

等 J。如果收养者有孩子，可以很容易进行养育方式的评估；但是，如果领养者没有养育经验， 

则相对难以评估。替代性的评估可以考察收养者 自己早年被抚养的经历，这也是有借鉴意义 

的，如果收养者早年被抚养的方式是比较正性的，那么他们可能未来在抚养孤儿的时候，采用的 

方式和自己被抚养的方式相似。 

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需要评估，考察父母是否有心理方面的困扰。如果父母情绪不稳定， 

睡眠容易受影响，在抚养儿童时会带来很多问题，这部分是因为抚养会进一步影响父母的情绪， 

部分是因为情绪不稳定的父母很难成为孩子安全的、可预测的照顾者。焦虑的父母是不容易让 

孩子产生安全感的，这在恢复依恋关系、治疗儿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时都会成为阻碍。抑郁者 

在婚姻关系中更容易表现出敌意、攻击和批评 j，这样不仅对婚姻有负性影响，在亲子关系的建 

立中也会起到破坏性作用。 

收养家庭父母的婚姻关系是需要评估的因素。婚姻的满意度以及父母之间的矛盾，和儿童 

外显性的问题行为相关。另外，家庭功能也是需要检验的。家庭功能良好，对被收养的儿童的 

心理有益处。收养家庭其他成员对收养的态度是否一致支持，也是需要考察的。任何家庭成员 

对被收养者的排斥，都会影响最终的收养结果。 

另外，还需要评估其他的一些项目，如收养动机，优先的动机是收养者本身喜欢孩子；收养 

家庭的经济状况——并非越有钱越好，但在当地属中等程度及以上比较好；收养者要有足够的 

时问照顾孩子，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可能会造成孩子的依恋对象不稳定，对孩子成长不 

利；父母受教育水平要相对比较高。 

虽然我们会提出各种对收养者的期待，但是实际上可能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如果灾后孩子 

已经和一个稳定的成人建立了依恋关系，剥夺这种依恋关系对孩子是再伤害，如果贫穷是这个 

家庭的问题，那么福利机构为这个家庭寻找资金的支持才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3．对孤儿的评估 

面对大的灾难，大部分的孩子都会有一些创伤性的体验，如果长期残留这些症状就可能成 

为创伤后应激综合征。同时，儿童在灾难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心理问题混杂在创伤之中。对孤 

儿心理状态的评估，可以让机构的照顾者和未来的收养者能够了解孩子的情况，在收养前后做 
一 定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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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如果有兄弟姐妹，那么孤儿的兄弟姐妹尽量不要分离。因为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亲密关 

系，对孤儿有情感支持，如果破坏这种关系，对孤儿的心理也是一个再创伤的过程。为了避免儿 

童的这种心理创伤，收养政策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允许在此情况下一个家庭收养多个孩子。 

如果必须分开收养，建议安置在同一个城市中，让他们有机会见面。 

每个儿童的气质类型是不同的，有些儿童的气质类型本身就是难养型的，比如，过度敏感、 

适应性差、自我控制能力不佳等，这样的儿童未来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另外，父母同样也存在气 

质类型的不同。如果收养者和孤儿的气质匹配，则彼此会更为接纳，更容易适应。尤其是如果 

儿童的气质类型不符合养父母的期待，那么养父母有可能会对孩子表现出拒绝、排斥、失望等。 

4．对收养家庭的支持 

有研究显示，收养行为如果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那么收养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汶川地震后上万的国人申请收养震区的孤儿，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对待收养的态度的转变。 

由于汶JlI的特定原因，收养者可能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升收养者的自我 

价值感，当然也会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总体在社会看来是件正性的事件。 

收养家庭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抚养孤儿的负担，国家对于收养家庭适度的经济补助，虽 

然不能覆盖所有的抚养费用，但是可以使得收养家庭经济更为宽裕 ，可以给孤儿提供教育和医 

疗等更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残疾孤儿的抚养，如果政府能够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保障， 

给收养家庭以支持，那么残疾孤儿被收养的机会将增加。 

灾难后的孤儿和他们的收养家庭有很多类似之处 ，可以建立收养家庭的自助组织，以利于 

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如果收养的孤儿已经进入青少年期，此时同伴关系非常重要。如果 

可能，对处在这一年龄阶段的孤儿的收养 ，应考虑其可以和重要伙伴保持联系的可能性。 

5．对收养家庭长期的心理和社会的干预 

做好收养准备是收养能够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孤JL'ff]大都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 

伤，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良的心理反应。因此 ，有必要对收养家庭进行收养前的心理培训，让收养 

人掌握相关的技巧，包括儿童心理、儿童心理创伤的干预和治疗、各种可能问题的应对，以及儿 

童抚养、营养保健问题等。同时，在被收养之前，帮助孤儿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对适应在收养 

家庭中的生活会有积极的帮助。 

收养后的家庭干预将是长期和持续的，这就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总体把握和管理，并 

且指定专门机构或以基金会形式，雇用相关的社工、成人和儿童方面的心理治疗师、家庭治疗 

师，将来对收养家庭进行长期的关注，给收养家庭亲子互动的指导和心理支援。国外的“凯西 

家庭计划”值得借鉴 。 

当收养过程出现困难时，养父母能够意识到并承认问题取决于养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回 

避问题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如果收养家庭需要特殊帮助，要让家庭成员了解在何处可以获得 

相关的支持和帮助，要评估问题出在哪里，可以给予儿童和父母单独的心理干预，也可以提供家 

庭的心理干预。如果问题是出在经济上，比如原先家庭经济状况良好 ，但是收养者的失业或者 

生病等，影响了家庭的经济收入，那么申请相关的经济资助等也是对孤儿抚养的潜在的支持。 

如果收养家庭有虐待孩子的情况发生，或者收养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相关管理部．f．】应该采取有 

效的措施，提供替代性的方式转移走孩子。 

Coakley等在他们综述中通过总结以往的大量研究指出，收养中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 

孩子年龄，年龄越大越容易收养中断；男孩子更容易收养中断；孩子有情绪问题以及早年有被虐 

待的历史，也容易收养中断；孩子多次被安置，以及和兄弟姐妹分离，也是收养容易失败的原 

因_9 J。从收养父母的角度看，单亲收养、父母的婚姻问题、父母没有养育经验、父母无法处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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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情绪问题等，都可能是导致收养中断的原因。 

对于导致收养中断的一些可预防的情况，可以在早期的收养者筛选和培训，以及后期的支 

持中预防，减少收养中断的出现。但是对于出现一定比例的收养中断也要做好准备，提供足够 

的退出收养的各种替代性的安置。 

6．对和孤儿收养相关的科研和培训方面的支持 

从收养评估到孤儿进人家庭后的适应过程，国家作为最高的组织者要能够掌握一手的资 

料，联手心理专家和社工专业的人员参与长期跟踪的科研工作，掌握孤儿收养的动向，为未来制 

定相关收养政策提供依据。 

目前还需要完成和科研有关的工作是收集以往所有跟孤儿收养有关的中外文献，为收养家 

庭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指导原则。寻找国外比较成型的针对收养家庭干预的计划，能够给收养家 

庭长期的心理支持和干预，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适当的调整。 

对于给孤儿的收养家庭进行心理辅导的相关机构和心理咨询人员，能定期提供有关儿童心 

理治疗以及家庭治疗等的相关培训，让心理工作者和社工等相关人员能够有继续受教育的机 

会，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上这些工作都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组织国外高水平的专家和 

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培训平台，形成一套具有指导意义的培训范本。 

由于大灾难的特殊原因，社工和心理专业人员等前期都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工作，但是，让孤 

儿后期的帮助得以持续是需要制度化的，国家的相关机构需要负起相应的责任，提供社工和心 

理专业人员足够的工作岗位，采取雇用相关人员的方式把孤儿后期的安置工作长期有效地坚持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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