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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伴儿现在手机不离手，
只要睁着眼，随时都在刷疫情信
息，从腊月二十九开始，他就把我
们全家都锁在家里，不让我们出
门。”2月12日上午，65岁的海口
市民王大妈拨打“12345”市民服
务热线说。

“12345”心理疏导志愿团队
负责人、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社会
工作专业教师陈丹表示，目前有
关新冠肺炎有很多信息，应接不
暇，有的人整天都在刷手机，一有
什么负面的信息，就会恐慌起
来，情绪产生波动，这是自己在吓
自己。

面对大家的种种过度焦虑恐
慌，陈丹建议，大家对疫情的关注
要适度，多关注官方信息，要能够
给信息按下“暂停键”。“每个人的
信息耐受程度不同，如果刷了一
会消息，已经觉得自己情绪有比
较大的波动，那么就要赶快抽离
出来，减少关注时间。”陈丹说。

陈丹提醒，面对疫情，需要特
别注意保护老年人和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

“疫情期间，我们应该对居家
的老年人给予更多心理支持，多
与他们沟通，帮他们科学地认识
疫情。对于青少年儿童，一方面
父母要调适好自己的状态，不要
把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另一方
面，也应该合理地安排孩子学习、
娱乐的时间，在疫情期间多安抚、
陪伴，让孩子平稳地度过这段
时间。”陈丹说。

“自从小区的一位业主被确
诊，我也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已
经吃了好几天抗病毒冲剂和莲花
清瘟颗粒。”家住海口银谷苑的
一位小区业主给海南省安宁医院

“96363”热线打来电话讲述，自己
已经焦虑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省安宁医院心理咨询中心主
任罗海东表示，被隔离小区的业
主们一定要稳定情绪，如果没有
出现发烧、干咳等新冠肺炎典型
症状，而且本人也很少外出，那么
被感染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不
要过度恐慌和焦虑。

罗海东提醒，过于焦虑会导
致一些和肺炎类似的症状，比如
肌肉酸痛、疲劳、头痛、恶心、轻度
的呼吸困难和失眠。如果已经患
有肺部疾病，比如慢性阻塞性肺
气肿，焦虑情绪诱发呼吸功能紊
乱的几率更高。

“如果您觉得实在是心理焦
虑，特别难以控制，已经严重影响
了您的日常生活，现在去心理诊
所或者去医院又害怕交叉感染，
那么您可以通过网络诊所咨询心
理医生。”罗海东表示，目前

“96363”热线每天都会有心理咨
询师值班，为大家解决情绪烦
恼。此外，现在很多线上平台也
邀请了一些知名的心理专家进行
直播，大家可以关注这些直播或
是回看。

“被隔离的这段时间，生怕
第二天起来是发烧状态。也不
知道自己会不会已经感染了
……”2月11日，一位正在酒店
接受隔离观察的市民王先生给
省安宁医院“96363”打来电话，
紧张焦虑的他，每天都会给自
己“对号入座”新冠肺炎的各种
症状。

罗海东表示，对于被隔离
者，一丝一毫的身体不适或症状
反应，都会过度警觉，害怕自己被
感染。对疾病的焦虑其实每个人
都有，谁都不希望自己生病。但
是过度的反应，尤其是对生病后
果的灾难化预期，会严重影响身
体健康，降低免疫力。

罗海东建议，当你觉得无法
控制自己的焦虑恐慌情绪时，可
以深呼吸，镇静下来，分析一下自
己与家人的情况。然后打电话与
家人共同商量，还可以做什么来
保护自己与家人。然后按照计划
去执行，保持规律作息和平和心
态。

很多人会因为被隔离而有
孤独感，害怕自己连累家人。此
时，应该以一种乐观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集中隔离的现状。集中
隔离期间，除了换洗衣物、洗漱
用品外，不妨再带上一本书、一
支笔和一些稿纸，记录自己这段
特殊时间的所思所想，也可以带
上毽子、哑铃等平常常用的运动
设施。 隔离期间要坚持自己正
常的生活规律，慢慢让身体适应
变化的环境状态。

“老公和孩子从香港旅游回
来被集中隔离了，飞机上有确诊
的患者，那他们感染的几率是不
是很大？孩子还那么小，会不会
害怕？”2月 12日，“12345”热线
接到一位张女士的咨询电话。
为了缓解张女士的情绪，工作人
员专门接通了集中隔离观察的
酒店电话，为其了解老公和孩
子的最新情况。结果，老公孩
子一切都好，她悬着的心也放
了下来。

陈丹表示，如果家人被隔离，
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觉得帮不上忙
而感到焦虑。但大多数情况下，
是可以通电话的，家属可以在电
话里鼓励他们，倾听感受，让他们
减少孤单感，但不要对他们的情
绪反应提供太多判断。

除了关注被隔离亲友的物质
需求，如食品、衣物等基本生活需
求，也要提供书、音乐或电影等文
艺材料，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如
果自己本身的情绪已经不太好，
记得先关注自己的需求，比如找
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谈谈，宣泄
自己的压力，然后才能去支持被
隔离的亲友。

“对他们要始终保持一种
‘适度’的关心。”陈丹提醒，对
正在接受集中医学观察的亲
属，要做到适时关切他们，但不
要太夸张、也不要让他们觉得
自己被忘记了。有时候，他们
会出于好意掩饰、压抑一些负
面情绪，但这种方式会让他们
觉得更孤单。所以，你需要在
接触他们的时候保持敏感，或
者 直 接 一 点 ，问 问 他 们 的 心
情。如果感觉到了不寻常的情
况，要及时联系医护人员或卫
生主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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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焦虑一般都起源于对周围环境的失
控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来袭，我们的生
活失去了以往的秩序；由于对新型冠状病
毒未知，我们担忧它可能造成严重的危
害，心里没有了安全感。

针对新冠肺炎引起的
各种焦虑，海南省安宁医
院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罗海
东建议：

总之，出现了过度的焦虑情绪

也无须害怕，这说明你的警觉意识

要高于一般人，只要做好防范，加

强自我调适，就可以应对。如果自

我调适依旧无法解决，可以在寻求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①尽可能恢复日常的生活作息。
依旧按时起床就寝，按时进餐，注意营
养均衡，安排好每天的生活，有张有弛

②了解新型冠状病毒。从权威途
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毒力不
强，会传染，自身抵抗力是关键）

③不信谣，不传谣。倘若无法甄
别信息的真假，就干脆不去查看非权
威官方途径发布的信息，不私下打探
所谓的“真实情况”。要相信党和政
府，相信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定能
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④做好自身防护，保障自身安
全。正确佩戴口罩，尽量避免到人群
密集的地方。保持室内通风换气。不
随地吐痰，勤洗手

⑤每天安排适宜的娱乐活动。可
以在家看看网络电影、小说，听听音
乐，追追电视剧，玩玩短视频等

⑥每天和亲友进行音频或视频通
话，聊一些开心愉快的事情

⑦每天适当地锻炼，比如练瑜伽、
做操、原地跑步、做平板支撑等

⑧进行呼吸练习。每天早晨醒来
尚未起床、中午午休前、晚上入睡前均
可进行腹式呼吸练习。其要点是：取一
个舒适的姿势，闭眼，将注意力集中在
自己的肚脐眼周围，正常呼吸，吸气时
腹部鼓起，呼气时腹部回落，每次练习
10～15分钟，可以边听音乐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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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数量每天仍在不断增
加，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部分公众和一线
工作人员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为此，
我省以及各市县纷纷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
伍，开通心理支持热线，为大家的心灵撑起“安
全伞”。

2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和省安宁医院“96363”心理支持
热线的心理咨询师们，针对不同情况的焦虑，看
看他们如何开出心理“处方”。

■ 本报记者 侯赛

抗疫心理热线
帮您解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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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345”热线中，不少低
收入者和小企业投资者因为

“生计”的焦虑打电话来咨询。
陈丹表示，针对疫情，政府

出台了很多新政策，给大家吃下
“定心丸”。比如，确诊患者个人
负担费用财政兜底，加大对小
微、民营企业和制造业等重点领
域的金融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
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灵活调整住房按
揭和信用卡的还款安排等。低
收入群体和小企业可以多方面
了解最新的支持政策减缓焦虑
情绪。

为更好地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及时有效减
轻、控制疫情对公众的心理伤
害，我省以及各市县纷纷成立心
理危机干预队伍。如果您疫情期
间有心理支持需求可拨打以下热
线电话：

海口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海南省精神卫生中心
海南省安宁医院）心理援助热线：

96363（24小时）

三亚心理援助热线：

0898-88228090（24小时）

五指山心理援助热线：

0898-86623120（24小时）

万宁心理援助热线：

0898-62283980（24小时）

琼海心理援助热线：

13976397100（24小时）

澄迈心理援助热线：

0898-67613653
0898-67623229

（上午9:00-12:00 下午15:00-17:00）

琼中心理援助热线：

17803619680
13637620572

（上午9:00-12:00 下午15:00-17:00）

临高心理援助热线：

13379948256

儋州心理援助热线：

0898-23325637
（每天上午9:00-下午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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