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海口市滨海
第九小学学生袁美贻、
何承锴拿起画笔创作，
为抗疫战线的勇士们
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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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君信箱
hnlhjun@126.com 延迟开学，如何“宅”出精彩？

惠君老师：
您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

许多人不得不“宅”在家中，开启“宅”
生活模式。目前，我们已“宅”在家里
半个多月了，这种非常态的日子感觉
很难熬。我有时会感到压抑、无聊。
请问，如何才能让“宅”生活更精彩？
请赐教，谢谢！

——一名追求“宅”质量的中学生

追求“宅”质量的中学生：

你好！你在信末的署名，有一种
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味道。这种积
极心态是“宅”生活的一抹亮色，能让
你的“宅”生活更有活力。

青少年最主要的心理成长任务

是实现积极的自我认同，独处能让他
们更好地认识自我和促进自我认
同。能在独处时自得其乐，建立稳定
的内心秩序，才能摆脱环境的困扰，
获得内心的自由和自在。从某种意
义上说，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形成
与强大。“宅”生活只能隔离人们的身
体，不能隔绝人们的心灵。疫情导致
的“宅”生活，为我们布置了促进自我
成长的功课。

如何为非常时期的“宅”生活注入
丰富多彩的内容，如何提升“宅”生活
的充实感和幸福感，积极心理学给我
们指明了方向。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由丰富的
积极情绪、良好的社会关系、有意义的
工作和生活、高度的沉浸体验（即全神

贯注的状态）、不断涌现的成就感构
成。“宅”生活若能在以上五方面积极作
为，就能用建设性的行动和积极的情
绪，取代压抑、无聊、空虚等消极情绪。

我想为你提供以下秘籍，帮助你
提升“宅”生活的质量。请从以下选项
中选择你喜欢并力所能及的内容加以
实施，帮助自己建立稳定的内心秩
序。请全身心投入其中，以创造更多
沉浸体验。

1. 学习 学生肯定要以学业为
重，停课不停学是保持良好学习状态
的重要途径。宅在家里时，请将至少
70%的心力投入学业中，按计划每天
完成一定量的自学和刷题任务。

2. 阅读 每天读一首诗或几页
书，让书香滋养“宅”生活。

3.运动 每天做适当的运动，愉
悦身心，增加生活正能量。

4.学习新技能 试着学习一两项
新技能，例如视频制作、网页制作、编
程、烹饪、种植等。

5.写作 每天写一写、记一记，一
可练笔二可怡情。例如，记录下一天
的精彩生活、美好遇见，书写每天的感
恩日记等。

6.参加艺术活动 唱歌、听音乐、
书法、画画、舞蹈等艺术活动能让人身
心愉悦。目前，许多博物馆、美术馆都
提供了丰富的线上资源，可以帮助你
提升艺术修养。

7.增进亲子交流 外来危机会增
强团体内部凝聚力，“宅”生活为人们
提供了难得的亲子交流契机。请主

动帮助家长做家务，与他们分享一些
新知识、新技能，聊聊彼此感兴趣的
话题，策划一些富有仪式感的家庭活
动等。

8.观影 优秀的影视作品具有疗
愈功效，还能为你提供丰富的写作素
材。请定期安排一段观影时间，对自己
进行犒赏。建议你邀请父母一起观影、
分享观影感受，进一步增进亲子关系。

此外，你还可以自主开发一些能
自娱自乐、增加心理正能量的活动。

你瞧，只要你能在“宅”字下功夫，
为其注入积极有趣的内容，就能拥有
高质量的“宅”生活。

惠君
（作者系海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特

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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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南医学院心理系教授杨娟介
绍，该校近日开通心理危机干预热线，
由心理系教师、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心
理辅导老师、3所附属医院心理科医生
为学校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24小时不
间断的心理援助咨询服务，来电咨询的
主要是市民、学生和医护人员。

据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
月6日，全省已有19所高校开通心理支持
热线、提供网络辅导服务，125名专职心理
教师、咨询师参与；113人次拨打热线电话
求助，1124人次接受网络辅导和“面对面、
一对一”心理咨询服务。

此外，部分高校的辅导员、海南大学
朋辈心理咨询团大学生志愿者还通过
QQ语音、微信课堂、微信语音通话、微
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等多种方式开展心理
援助网络服务。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我省多家高
校后发现，人们拨打我省高校心理支持
热线咨询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疫情引起恐慌、焦虑。有些人出现
了“疑病”症状，对自己的身体情况非常
关注，稍有不适就与疫情联系起来。有
人一天给自己量十多次体温；有人担心
自己会“中招”，陷入失眠、寝食难安的状
态；一些确诊患者和被隔离的密切接触
者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感到十分担忧。

二是学生群体对学业和就业的担忧，
主要是高三学生和今年毕业的本科生、研
究生。一些高三学生担心高考会受到影
响；一些考研族因为在家学习效果不佳感
到焦虑；一些本科生、研究生此前已经通
过公务员考试笔试环节，接下来将进入面
试环节。目前“宅”在家中增加了他们对
未来应试和就业的焦虑和压力。

三是医护人员在工作中面临很大
的压力。面对繁重的日常工作，一些医
护人员产生了焦虑心理。

四是居家期间发生家庭矛盾和人际冲
突。长期在封闭空间里朝夕相处，一些人与
家人发生了家庭矛盾。例如，有些学生因为
父母不重视疫情、不想戴口罩，从而引发争执。

我省19所高校开通抗疫心理支持热线

在线解忧 打好“心理战”
■ 本报记者 徐珊珊

“我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最近总是失眠”“我们学校的开学时间延迟了，我对接下来的学习感到很焦虑”
“我感到很崩溃，很想大哭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许多人近期出现了焦虑、恐慌等情绪。

为引导公众理性看待疫情、抚平焦虑情绪，我省部分高校日前开通心理支持热线。近日，海南日报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受疫情影响，大部分人
现在只能在家“闭关”。久居
封闭空间、缺乏线下人际社
交和社会活动，也可能导致
一些心理问题。

“危机中，有危也有机。
用积极的心态去应对疫情，
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成长，提
升自己应对危机的能力。”刘
人瑞提醒，人们“宅”在家里
时，可通过微信等网络社交
工具，激活自己的“社会支持
系统”，建立社会支持力量。
在情绪低落时，可以通过视
频聊天等方式向亲朋好友倾
诉，缓解不良情绪；通过在线
学习、阅读、看电影等方式给
大脑“充电”，让精神生活充
实起来。良好的心理状态可
以提升人的免疫能力，是抗
击病毒侵袭的良药。

杨娟建议，面对疫情引
发的负面情绪，人们可以通
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自我
调节：一、情绪调节。承认
自己出现负面情绪是正常
反应，学会接纳这些情绪，
并通过与亲朋好友聊天、用
文字记录自己的感受、深呼
吸、冥想等方式表达负面情
绪，为负面情绪找到“出
口”；做自己喜欢的事，增
加愉悦感。例如，听音乐，
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开展
亲 子 阅 读 ，增 进 亲 子 关
系。二、认知调节。了解
疫情相关知识，理性看待
疫情对自己的影响。三、
行为调节。“宅”在家里时，
应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习
惯和规律饮食习惯，跟着
网络课程学习健美操、瑜
伽、伸展运动等。

“疫情引发的恐慌、焦虑、
情绪低落等症状，是人们在非
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适
当的焦虑能让人们识别危险，
起到保护自己的积极作用。”
杨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引发
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疫
情的不了解。从权威媒体上
了解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和科
学防护知识，能让自己拥有更
多的安全感。

此外，真假难辨的过量信息，
也是疫情期间引发不良心理的重
要原因。超负荷的负面信息，容
易引发躯体和生理的不适症状。

海南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
心主任吴九君表示，恐慌情绪
是非常事件引发的正常反应。
如果过度恐慌引发了严重的睡
眠问题、干扰了正常的人际交
流则需要心理干预，公众可拨
打心理支持热线寻求帮助。

吴九君建议，容易听风就
是雨、对信息的准确性判断力
较弱的人，不要频繁刷手机，要
减少每天查看疫情信息和微博
等社交媒体的时间；选择性接
收信息，只关注几个重要、可靠
的权威媒体；通过网络学习、观
看影视剧、运动等方式，适当转
移注意力。

有学生担心自己在家里
复习效率低，会影响考研复习
进度，近日拨打心理支持热线
进行求助。海南师范大学心
理咨询中心专职教师刘人瑞
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学生可
以分析在家学习效率低下的
具体原因，目前自己能做哪些
调整，才能达到具体的学习目
标？通过一些积极的行动和
改变，可以逐步增加自己对现
状的掌控感和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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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省教
育厅近日要求我省高校积极发挥心理学科优势和
专家资源优势，开通疫情应对心理援助专线和网络
辅导服务，引导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科学理性面对
疫情，抚平紧张、焦虑和恐慌情绪，自觉扛起教育系
统抗击疫情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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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名称

海南大学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师范大学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医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三亚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琼台师范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心理支持热线

电话号码

0898-66187818

0898-65883498

4001002303

0898-88352578
0898-88352272

0898-88386803

0898-65735061
0898-65735016

0898-31930633

0898-31690903

0898-65915023

0898-63297315

0898-63298130

0898-65873621

开通时间

9:00—12:00
14:40—17:40

9:00—12:00
15:00—18:00

24小时全天候服务

9:00—12:00
15:00—18:00

9:00—12:00
15:00—18:00

9:00—12:00
15:00—18:00

9:00—12:00
15:00—18:30

8:00—12:00
15:00—18:00

9:00—12:00
15:00—17:00

9:00—12:00
14:00—17:00
19:00—22:00

8:00-22:00

习作

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白
■ 王锦瑜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本应是
一个充满希望、洋溢喜悦的季节。

然而，今年的春天却变成了人类的劫
难，人们生活在恐慌和痛苦中，这都是因为
我的到来！

我叫新型冠状病毒。现在我的知名度
可高了，真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们
天天在电视、报纸、广播和网上对我引发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行报道，可谓“谈
肺色变”。

其实，作为冠状病毒，很多年前我就
已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只是由于我
隐藏得好，人类没有发现罢了。我主要寄
生在野生动物的身上，蝙蝠就是我的宿主
之一。

由于动物的不断进化，其自身免疫系
统也在进化，我对它们并没有造成伤害。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大量野生动
物遭到人类的捕杀。它们被关在笼子里
上蹿下跳，企图挣脱铁笼逃生。它们无助
地呐喊、哀嚎，控诉着自己的遭遇。在一
些市场的角落里，堆积着一张张动物的皮
毛，混杂着一股股血水，散发着一阵阵恶
臭，野生动物被做成一道道美食摆在人们
的餐桌上。

我附在野生动物身上，悄无声息地被
商贩带到海鲜市场。这一天，来了好几拨
顾客，他们在市场里讨价还价，点名要尝尝
野味。商贩们拿起尖刀，将蝙蝠等野生动
物宰杀、剥皮……这些顾客从商贩手中买
到了自己喜欢的野生动物，个个喜笑颜
开。他们将野生动物做成了一道道所谓的
美味佳肴，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殊
不知，当人们品尝野味时，我也进入了他们
的身体中。不久，他们开始肺部发炎，出现
胸闷、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有些人
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谁也没想到，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和别人交流时，会通
过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等方式将我传播到
别人体内。

不到几天时间，我又被人们带上火车、
飞机，飞向各地。随着病毒的蔓延，许多地
方都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一些
医务人员也被感染。国外也相继出现了一
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本来，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优美，人与
自然和谐共存。但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
坏和虐杀动物，为我们这些病毒的生长和
变异提供了机会，才造成了我们这些冠状
病毒肆意横行。

目前，感染上我这种病毒的患者还没
有明确的治疗药物。但我也有“死穴”。只
要人们不聚会，多待在家里，出门时戴上口
罩，回家勤洗手、勤通风，我感染人类的可
能性就会小很多。

面对我带来的疫情，全国的医生、护
士们在医院全力救治病人，科技工作者
追溯病毒来源、开展科研攻关、启动疫苗
研发，不断与疫情赛跑，留给我的时间不
多了。

经过这次疫情，如果人类对大自然更
多地心存敬畏，不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善
待万物，与大自然和谐共处，那我祸害人类
的机会也就很难再有！

教师点评：小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
吻，向人们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来历，以
及这种病毒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有力控诉
了一些人吃野味、残害野生动物的违法行
为，强烈呼吁人们要尊重大自然、善待万
物，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文章文笔流畅、过
渡自然、写法新颖，在娓娓道来之中让读者
的心灵获得洗礼。

（作者系海口市美苑小学五一班
学生，指导老师：陈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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